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不

会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关爱生命、保护环境已融入公司发展理念。我们坚持“以人为本、预

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方针，追求“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的目标，努力创建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安全生产型企业。

安全清洁的生产运营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为所有人提供
水和环境卫生
并对其进行可
持续管理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确保人人获得负
担得起的、可靠
和可持续的现代
能源

建设包容、安
全、有抵御灾害
能力和可持续的
城市和人类住区

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

采用可持续的消
费和生产模式

负责任
消费和生产

采取紧急行动应
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

气候行动

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海洋和海洋资
源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

水下生物

保护、恢复和促
进可持续利用陆
地生态系统，可
持续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制
止和扭转土地退
化，遏制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

陆地生物

建造具备抵御灾
害能力的基础设
施，促进具有包
容性的可持续工
业化，推动创新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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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HSE管理

安全环保是公司实现稳健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公司高度重视健康、安

全与环境（HSE）工作，始终把安全环保作为我们工作的第一要求。2017年，

公司完善HSE管理体系、严格责任落实、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安全培训，努力

提升HSE管理绩效，安全环保形势稳中向好。

深化HSE体系建设

深化HSE体系建设是提升安全风险管控能力的必然选择。2017年，公司

通过加强体系审核、夯实基层HSE标准化建设等，持续深化HSE管理体系。

公司开展两次全覆盖HSE管理体系审核，创新审核方式、扩大审核范围、提

升审核质量。根据全面体系审核发现的问题，以及企业改革调整、员工流失

等现状，对多家下属企业开展技术诊断与管理评估，对重大风险和隐患及时

进行治理和跟踪督办。

装置实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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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基层HSE培训矩阵，修订8个HSE培训大纲，编制完成了重点专业HSE培训矩

阵编制与应用手册

●	公司安全监督工作覆盖大检修炼化企业检修现场、重点危险化学品库房、重要时段

三大领域

●	组织开展重点领域专项安全检查，加强南海可燃冰钻探测试国家重点工程海上作业

关键环节安全监管，组织开展现场督察，切实保障海上作业平稳实施

●	组成38个检查组全面开展冬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	吉林油田纳入国家安监总局全国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试点，提升重点地区风

险防控管理水平

●	推广实施11个专业风险防控工具模板，新增井下作业、加油站和城市燃气3个专业风

险防控模板研究和现场指导，全面加强高危风险作业和敏感时段风险管控

推广
HSE培训

加大
监管力度

强化
责任落实

持续加强基层HSE标准化建设

2017年，公司全面推进基层HSE标准化建设和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工作。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督导相关

企业进一步完善机制，实现HSE管理标准化、岗位操作标准化、作业现场标准化，确保所有风险都能够受控。持

续完善HSE制度标准，组织完成16项HSE企业标准制修订和36项标准复审工作。

强化炼化企业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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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安全生产

公司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落实到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和环节，积

极推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继续采取一系

列监管举措促使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实，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

形势保持持续稳定可控态势。 

构建风险防控机制

公司构建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完善风险分级防控机制，

实施隐患闭环管理，严防风险演变、隐患升级。强化高危作业等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管理。针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高风险领域开展安全环保技术诊

断和管理评估，确保重大风险可控受控。

加强安全管理

管道隐患治理。我们坚持隐患防治并举，切实提高公司本质安全水平。

2017年，公司继续开展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在全面完成长

输管道安全隐患整治工作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继续完成了油气田集输管道隐

患的整改工作。

危险化学品管理。公司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并

及时跟踪落实情况。对31家炼化企业和36家销售企业的总经理进行专项培

训。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基础信息普查，分专业召开三次危险化学品普查技

术研讨会。组织建设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并按时上线运行。全面推

进危险化学品罐区隐患治理进度，排查出的隐患已全部实施整改。

海洋石油作业安全监管。开展春季开工、防台风风暴潮、冬季海上作业

和船舶码头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落实重大安全隐患挂牌督办制度，开展海上

油气生产设施火灾爆炸、溢油污染和人员落水等应急演练，确保海洋石油运

行平稳有序。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FAR）（人/100百万工时）

0.26

0.20

0.12

2015 2016 2017

加强安全
管理

危
险
化
学
品
管
理

海洋石油作业
安全监管

管
道
隐
患
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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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

我们不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稳步提升。

2017年，公司推动所属企业开展应急预案修订，持续推进“一案一卡”（现

场处置预案和岗位应急处置卡）在基层岗位落实。组织“事故灾难突发事

件”桌面推演，指导西南管道、云南石化等重点企业开展应急演练活动。推

进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与实训基地建设，应急救援响应分中心和溢油应

急物资装备配套布点工作有序实施，应急响应救援能力进一步增强。

保障供应链安全

我们将供应商、承包商纳入中国石油的安全管理。2017年，公司全面推

进落实承包商施工作业安全准入制度。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承包商施工作

业安全准入管理的意见》，开展承包商施工作业前准入评估试点；建立承包

商项目联合安委会制度，在施工作业现场推进建立以建设方为主导，施工方

和监理方等参加的项目联合安委会，强化现场各方责任落实；召开承包商施

工作业安全准入情况落实汇报会，推动和强化承包商作业安全监管责任主体

和管理责任主体“联管联责”的双预防保障体系建立。

严格筛选

实行承包商和供应商准入安全资质审查制度

建立安全业绩记录

定期公布合格承包商名录，清退不合格

承包商

能力提升

推行承包商管理人员持“双证”制度

提供制度建设、HSE体系审核、安全管

理、应急处置方面的培训

过程控制

按照“谁发包谁监管，谁用工谁负责”

的原则，严格落实承包商的安全监管

责任

对承包商安全监督情况进行专项巡视

评价考核

建立安全绩效评估制度

开展安全能力评估、日常安全工作评估、

安全绩效综合评估

对违反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

的，从严追究其责任

对发生大事故的承包商不再启用

中国石油供应链
安全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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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石油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关于“保护、恢复和可

持续利用生态系统，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发展目标，严格执行国际国内

相关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主动将决策和活

动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整体考虑，努力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强化机制建设

完善生态保护制度。2017年，我们制定了《生态保护行动纲要》，部署

实施六大生态保护重点工程。本着保护优先、科学统筹、绿色引领、合作共

享的发展原则，推动业务发展与所在国家（地区）的协同可持续发展，建立

企地绿色和谐关系。

完善环境管理机制。我们开展环境风险识别、评价，建立实施预测、预

警、监控的风险防控管理模式。我们将环境保护的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建

立健全“分层管理、分级防控”的风险管理机制，对环保风险实行分级、分

层、分专业管控，确保环保风险全面受控。我们建立安全、及时、有效的污

染综合预防与控制体系，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采取必要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有效控制水体污染风险，努力预防石油泄漏问题的发生。我们针对“六大环

保风险”制定了相对应的管控方案，组织主要生产经营单位识别企业级风

险，逐级落实管控措施。

实施六大生态

保护重点工程

建立华北油田绿色
生态油气田示范

打造兰州石化
生态工业园区

建设“一带一路”
油气通道绿色工程

以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
打造清洁能源小镇

在吉林油田开展莫莫格自
然保护区绿色和谐共建

以建设碳汇林方式助力
地方政府植树造林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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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境管理

持续提升环境监测能力。我们完成废水和废气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和数据

联网，实现重点污染源排放实时监控和预警，加大对企业的监督考核，建成

以“三级环境监测、环境应急监测和污染源在线监测”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监

测网络框架，确保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

加强水资源管理。我们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适用

的关于水资源和其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贯穿到生产运营各个环节；通过强化节水管理、加强节

水技术改造等措施，减少新鲜水用量，提高用水效率。2017年加工吨原油新

鲜水用量0.51立方米，同比减少1.9%。

案例	 四川石化推动绿色发展

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四川石化）严格遵守环保规定，对内严格要求、不断完善安全环保软

硬件，对外加强沟通、让公众了解公司安全环保举措和监督公司安保举措及其落实情况。

强化源头控制。四川石化在项目建设伊始就把环保放在首位，将超过10%的总投资用于环保建设。通过环保

型全加氢总工艺流程代替传统的焦化处理方式、使用天然气等清洁燃料作为动力之源、利用循环过滤回收系统等

有效废气处理措施，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

严防水体污染。四川石化建立了四级防控体系防止水体污染。全部采取地面化敷设物料管线，防止泄漏污染

地下水源；设置渗漏污染物收集系统、在厂区周边及外围排水管线布设193口地下水监测抽水井，实时监测渗漏

情况；结合渗流场特征与变化，地下水与地表水转换关系，构建严密的厂界地下水防线；建立完善的排水系统和

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回用率达到73%。

加强信息公开。四川石化坚持开门开放办企业，邀请公众参观生产装置，了解安全环保的措施和成效；与地

方政府联手推出“最美乡村生态工业旅游”项目，深入了解石化企业的绿色生产过程。开启厂区空气质量LED大

屏实时显示与网络查询、每天发布“三废”排放数据，陆续开通公司外网和官方微信以及今日头条客户端，为公

众提供多样化的环保信息获取渠道。

公司全年节水1,101万立方米

1,101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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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

我们致力于减少生产运营可能给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潜在影

响，积极预防并努力修复因生产运营和自身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实施全产

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管理。全面排查整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

题，并通过降噪、减排等多种方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最大努力减少

耕地占用，做好水土保护、植被恢复，努力恢复作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

废弃物及污染物治理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及各地区环保法律法规，严格监控生产过程中的废弃

物、污染物排放，加强废弃物管理，减少大气、土地和水污染物排放。2017

年，制定了《污染物排放达标升级计划》，提出了12个环保重点治理方向，

覆盖水、气、噪声、固体废弃物全要素，勘探与生产、炼油与化工、天然气

与管道全过程。

2017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情况

举措 2017年成效

节约集约用地
●	通过技术创新，优化工程设计

●	盘活利用存量土地
节约用地约1,180公顷

土地复垦

●	保障复垦资金

●	通过自行复垦等多种方式，落实

复垦责任

复垦土地约1.5万公顷

退出低效或无效

土地

●	对不使用或利用效率低的土地，

交还政府
退出用地2.05万公顷

严格保护土地资源。我们按照科学选址、高效使用、妥善保护、及时恢

复的原则，通过创新节地技术和管理模式，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节约集约用

地，严控土地增量、盘活土地存量，并积极开展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等工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公司全年节约用地约1,180公顷

1,180 公顷

案例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综合治理

我们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应用，推动环境保护

大数据建设。2017年，我们开发建设了VOCs管控平台，分12个源项对

所有炼化企业的VOCs排放实施管控，对VOCs综合治理进展进行跟踪，

实现各企业VOCs排放统计大数据库。

公司以资源高效和循环利

用为核心，积极开展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提高综合利用效

率，减少废弃物排放。进一步

加强固体废物产生、收集、存

放、利用、运输、处置等环节

系统控制，确保固体废物管理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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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节约能源

节约能源是最为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公司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

把节能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公司稳

健发展。

积极推进能源管控

2017年，公司积极开展节能技术交流和推广应用，召开油气生产和炼油化

工业务节能技术交流会议，与国内外有关公司、科研院所进行了广泛交流。在

长庆油田分公司和锦州石化分公司开展能源管控示范，组织重点用能单位制定

和实施能源管控工作推进计划，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我们在向社会提供清洁油品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用能结构的优化。公

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等法律法规，控制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2017年，我们继续推广生产

过程“电代油”“气代油”等措施、加快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全年节能量82万吨标准煤

82 万吨标准煤

锦州石化国Ⅵ柴油加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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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年，公司配合母公司积极参与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

（OGCI）各项合作，与BP、道达尔、壳牌等其他OGCI成员企业和社会

各界共同协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和举措，并开展相关合作。公

司参与制定《OGCI—2040年低排放路线图》、开展油气行业甲烷排放

调研，联合制订油气行业二氧化碳封存容量评价标准。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2017年，公司明确了低碳发展的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开展各业

务领域减排措施和潜力调查，确定了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消费端转

型、低碳新动能发展三方面的主要任务。建立温室气体核算报告信息系统，

对所属企业开展2016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覆盖燃料燃烧、甲烷逸散放

空、炼化工艺排放、废物处理、电力消耗等排放源项；所属公司制定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重点控排企业按期完成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并做好初始

排放权核定和配额管理技术准备工作。公司依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

指南与技术规范，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为确保排放数据的相关性、完整

性和一致性，公司正在推进相关数据核查。

公司支持和参与的温室气体减控计划与倡议

						我们

认同全球气温升幅

控制2°C以内

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与社会共享

温室气体控制实践

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公司认同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控

制在2℃以内的目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致力于低碳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应

对气候变化合作，与业内同行、社会各界共享温室气体控制实践。

《巴黎协定》 《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

《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规

划（2014- 

2020年）》

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

存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

盟（CTSA- 

CCUS）

油气行业气

候倡议组织

（OG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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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
发展
路线

发展低碳能源

我们积极发展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和生物质能等低碳能源，持续开

展地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在天然气水合物等资源开发

利用方面开展探索，为改善中国能源结构发挥积极作用。公司重视生产和供

应清洁产品，努力实现产品生产、消耗过程清洁化（详见第二章“持续有效

的能源供应”）。

●	实施生产供给侧结构改革，为社会提供低碳清洁能源。

●	加快经营需求侧结构调整，控制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	努力发展低碳新动能，提高生产终端清洁化水平。

●	至202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2015年下

降25%；力争炼化业务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达峰。

●	至2030年，持续增加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供给，国内天然气

产量占公司国内一次能源比例达到55%，天然气产能增加温

室气体排放增幅得到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提前达到

峰值。

●	至2050年，坚持低碳发展方向，低碳发展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为我国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协议、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

出重要贡献。

●	低碳发展融入公司战略。完善资金投入机制，确保路线图重

点目标任务的资金投入。完善退出标准，对开采耗能高、含

水率高的油田区块以及单位产品碳排放量高、市场需求低的

炼化装置实施逐步退出政策。适时引入碳成本评估机制，引

导投资向低碳排放业务倾斜。

●	低碳发展融入企业管理。按照责任落实、措施落实、工作落

实的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管控和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体

系。开展碳资产管理，推动企业降低单位产能的能耗成本，

增强企业竞争力。针对气候变化风险，组织开展企业相关资

产的压力测试，对受影响资产加强管理措施。

●	低碳发展融入科技创新。强化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快

先进技术和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满足业务发展节能环保的迫

切需求；打造一流的绿色科技支撑条件平台，提升节能减排

与环境保护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参与OGCI等国际组织

相关工作，多方面开展合作。

●	低碳发展融入社会责任。宣传低碳理念，倡导生态文明，积

极参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按照“一带一路”倡议总体部署

建设相关低碳示范工程，树立负责任的能源企业形象。

战略
部署

战略
目标

保障
措施

实施
生产供给侧
结构改革

加快
经营需求侧
结构调整

努力
发展低碳
新动能

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务
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业务

加强能源消费碳
排放管控

控制生产过程	
温室气体排放

积极发展碳捕
集与封存

试点发展其它	
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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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控制甲烷排放

中国石油积极推进化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重金属等特征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加强石油化工企业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多个地区的分公司成为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查试点单位。

其中，油气生产甲烷排放控制措施包括：对油气集输采用密闭工艺流程，对采油井套管气予以回收，在原油处理

过程中采取原油稳定或油罐烃蒸气回收措施，原油稳定装置产出的轻烃密闭储运或处理，产出的不凝气输入回收系统

回收利用，原油装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方式等。

储罐甲烷排放控制措施包括：部分储罐采用压力储罐，部分稳定轻烃常压储存时采用浮顶罐，罐的浮盘与罐壁之

间采用高效密封方式；部分稳定原油和净化原油储罐采用浮顶罐等。

宁夏石化分公司于2017年5月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开展VOCs污染源排查的工作试点单位。采用VOCs综

合平台管控技术路线，建立实施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技术程序，利用先进可靠的VOCs管控技术、检测仪器和

设备，对生产工艺系统、组织工艺系统、储运系统、废水集输处理系统及非正常工况系统VOCs排放源进行现场排查

及总量摸底核算、泄漏检测及修复复检，建立起一套满足公司需要的生产装置VOCs综合管控信息平台，实现了远程

网络平台式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