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构建安全、稳定、多元、清洁的能源

供应体系，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人类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能源公司

的重要使命。

持续有效的能源供应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促进持久、包容
和可持续经济增
长，促进充分的
生产性就业和人
人获得体面工作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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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执行手段，
重振可持续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采用可持续的消
费和生产模式

负责任
消费和生产

确保人人获得负
担得起的、可靠
和可持续的现代
能源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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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不断适应能源变革的要求，积极改变能源生产方式，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构建安全、稳定、多元、清洁的能

源供应体系持续努力。加强科技和管理创新，不断巩固资源基础；着眼未来

能源可持续供应，加快发展天然气，探索非常规能源，布局新能源，供应更

多清洁能源；拓展国际合作，优化全球业务格局，以更清洁、更环保的方

式，做能源供给的主力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巩固资源基础

油气资源是公司发展的根基，也是保障油气稳定供应的基础。近年来，

面对剩余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难度加大、成本增加和油价下行的压力，公司通

过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取得勘探突破，获得新的油气发现，在夯实公司

发展基础的同时，为社会提供经济、稳定、可持续的能源。

精细挖潜，获取规模效益储量

2017年，公司坚持把发现优质规模储量放在首位，持续优化勘探部署，

集中力量和投资，大力实施高效勘探，取得一批重要发现。准噶尔盆地获工

业油气流，为新疆油田原油增产提供了新的战略接替区；塔里木盆地获高产

油气流，开辟了库车北部山前勘探新领域；四川盆地获重要发现，实现了岩

性气藏勘探新突破；鄂尔多斯、松辽、渤海湾等盆地均落实一批优质规模可

建产储量。

油气产量稳中有升，效益产量提高

2017年实现了生产指标稳中有增、经营效益稳定向好。持续优化老油

田开发方案和产量结构，稳步实施新疆玛湖、塔里木哈拉哈塘等重点产能

项目建设。向精细管理要效益，推行丛式井平台节约土地、精细油藏描述

增加可采储量、细分注水提高注采效率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每口井、每

吨油的效益。

公司全年油气当量产量1,457.8百万桶，油气操作成本比上年下降1.2%。

公司全年原油证实储量7,481百万桶

7,481 百万桶

公司全年油气当量产量1,457.8百万桶

1,457.8 百万桶

公司全年天然气证实储量768,880亿立方英尺

768,880 亿立方英尺

公司全年原油产量887.0百万桶

887.0 百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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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公司获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一览

技术名称 奖项

三元复合驱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高汽油收率低碳排放系列催化裂化催化剂工业应用

重型压力容器轻量化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工业应用

煤层气储层开发地质动态评价关键技术与探测装备

深层油气藏靶向暂堵高导流多缝改造增产技术与应用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一种无加速比瓶颈的克希霍夫叠前时间偏移并行方法

等7项
国家专利优秀奖

开发清洁能源

化石能源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仍是世界经济发展主要能源，但清洁低

碳能源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天然气是当今现实而有效的低碳能源，为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着眼于清洁能源可持

续供应，继续将天然气作为战略性、成长性业务，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投

资，加快跨国天然气管道和国内天然气骨干管网设施建设，推进致密气、煤

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气开发，推进天然气开发利用，研发推广新能源开发

利用，努力满足社会对清洁能源的需求。

油气操作成本比上年下降1.2%

1.2%

公司2017年国内天然气

产量占全国天然气产量

的71.1%

公司2017年国内天然气

产量占国内油气产量总

当量比例41.4%

71.1%

41.4%

2013—2017年公司国内外油气当量产量（单位：百万桶）

1,400.0 1,450.4 1,493.9 1,466.6 1,457.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公司全年可销售天然气产量34,234亿立方英尺

34,234 亿立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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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

公司持续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国内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保持高峰

增长。积极推进长庆、塔里木、西南、青海四大天然气产区产能建设，2017

年新建配套产能134.4亿立方米。公司国内天然气产量占国内油气产量总当量

比例41.4%，全年国内生产可销售天然气31,530亿立方英尺。

推进资源和市场有效连接与平稳供应

我们在夯实资源基础的同时，积极推进多气源互联互通。形成以长输天

然气管网为主，LNG、储气库为辅的天然气储运调配格局，满足不同时段的

天然气供应（详见“推进管网建设”）。

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开发

2017年，公司稳步推进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勘

探开发力度。

促进天然气利用与替代

我们积极推动天然气在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天然气发电、化工原料、

车用燃料等方面的综合利用。2017年公司实施了长兴岛城市燃气等10个项

目、增城电厂等2个天然气发电项目。

新能源

公司着眼未来，开展了地热能、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并

开展了天然气水合物试采，落实国家新能源战略，为改善中国能源结构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地热

与印尼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开发地热。

生物燃料

航空生物燃料生产新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公司2017年

国内天然气产量

构成及占比

	常规气	 68.8%

	致密气	 26.6%

	页岩气	 2.9%

	煤层气	 1.7%

煤层气

页岩气

马必东、大宁-吉县、吉尔嘎朗图

等新区产能建设稳步推进；樊庄、

郑庄、韩城等老区综合调整治理。

长宁-威远、昭通页岩气示范区建

设稳步推进，新增页岩气探明地质

储量1,565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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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为低碳未来贡献中国石油解决方案

世界能源格局深刻调整，以高效、清洁、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转型进程加快推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

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优化中国能源结构，推动中国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对全球能源

转型的重要贡献。

为推动中国能源结构低碳转型、实现人人享有现代高效能源，中国石油把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作为一项战略性、

成长性工程，在不夜城的香港、偏远的西藏、饱受雾霾侵扰的京津冀，以及有着“东方明珠”之称的上海，加速推进

天然气管网建设，相继实施了天然气绿色工程。截至2017年底，中国石油已建成以西气东输系统、陕京系统及东北管

网系统为标志，连接东西、纵贯南北的主干管网，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香港经济繁荣、人口众多。2012年，西气东输二线香港支线建成投产，来自

中亚阿姆河右岸的天然气抵达太平洋西海岸，香港最大发电厂——青山发电厂实现了

气煤替换。每年可替代340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4万
吨。截至2017年底，西气东输二线已累计向香港分输天然气52亿立方米。根据香港特

区政府环境保护署报告，近10年来香港本地空气PM2.5浓度呈现下降趋势。

助力香港低碳发展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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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市从1999年4月开始就用上了天然气，但气源供应始终是一个瓶颈，困扰着

这个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经济发展迅速的都市。自2004年1月上海正式使用西气东输的天

然气，天然气在上海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并直接改变了上海以煤炭为主

的能源消费结构。2017年，上海市消费“西气”38.2亿立方米。据统计，每增加10亿立方

米天然气消费，GDP能耗将下降0.4个百分点。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重大“短板”。实现经济发

展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多措并举、标本兼治。中国石油积极配合政府，携手行业公

司，大力推进京津冀地区天然气管网建设和“煤改气”项目开发。自陕京一线1998年投

产以来，陆续建成陕京二线、三线和四线，陕京一、二、三线投产以来已累计向北京和

华北地区输送天然气2,751亿立方米。国家环保部2017年11月空气质量报告显示，京津

冀区域13个城市11月平均优良天数同比上升31.6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下降41.2%。

【西藏】西藏地处高寒地区和生态敏感区，当地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主要使用汽柴

油、煤和液化石油气，部分农牧民以薪柴、煤和牛粪等作为燃料，不利于环境保护。

中国石油自2010年开始建设西藏拉萨LNG气化站，将青海油田天然气液化后运送到拉

萨，满足当地工业和生活用气需求。截至2017年底，已建成一座日处理能力35万立方

米的液化工厂和一座日处理能力15万立方米的拉萨天然气气化站，分别在青海海西地

区格尔木、察尔汗、大柴旦、花土沟、德令哈建成5座LNG加气站，在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建成两座LNG加气站。

助力上海低碳发展

西藏

京津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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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管网建设

公司持续推进油气管网建设，增强油气资源运输和调配能力，优化资源

配置。截至2017年底，中国石油在役油气管道82,374千米，形成横跨东西、

纵贯南北、连通海外，覆盖30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

性油气供应网络。

完善国内油气骨干管网

陕京四线、中靖联络线建成投产，有效提升华北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和市

场供给保障能力，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明显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鞍大线、东北原油管网更新改造项目收官，东北原油管网更加安全、灵

活、可靠。

扩展跨国油气输送渠道

2017年，公司继续推进跨国油气管道建设，促进资源和市场有效衔接。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投入运行，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加快建设，东北西南战略

通道引进资源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跨国天然气管道建设进展

项目名称 主要进展

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
加快推进

中亚天然气管道 A\B\C线投产

西气东输三线（西三线）中靖联络线管道建设——管道穿越毛乌素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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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市场供应

公司始终把稳定市场供应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加强协调，精心组织，

构建长效机制，努力回报社会。在春耕、“三夏”（夏收、夏种、夏管）、

“三秋”（秋收、秋耕、秋种）等农业用油高峰期，地震、强降雨、降雪等

自然灾害关键时刻，重大活动期间以及冬季用气高峰期，积极筹措资源，优

化运力组织，加强企地联动，保障了重点时段、重点地区的油品和天然气供

应。2017年，公司供应的成品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国市场销售份额的37.2%和

66.2%左右。

问：今年天然气需求很强劲，公

司冬季供暖高峰期已做什么措施

确保供给？

答：冬季受环保政策带动及采暖煤

改气投运等因素拉动，居民采暖用

气需求高速增长，公司冬季按各油

气田最大生产能力和LNG接收站

最大卸载能力安排天然气生产和进

口，储气库按最大采气能力采气，

努力保障市场稳定供应。

中国石油2017年特殊时段保障市场供应举措

农业生产 春耕、“三夏”和“三秋”时节，我们

●	了解用油需求，制定保供计划，开通绿色通道

●	提前衔接资源，优先组织发运

自然灾害 在四川茂县山体垮塌、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地震和贵州毕节纳雍县张家湾镇山体滑坡时，我们

●	启动油品保障应急方案

●	开辟救灾用油绿色通道

●	全力驰援抗震救灾

国家重大活动 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

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们

●	强化区域资源保供

●	优化二次配送管理

●	保障会议期间资源稳定供应

冬季天然气保供
入冬以来，北方6省市加快推进“煤改气”带来的需求增量快速释放。面对保供形势严峻，我们

●	先后启动冬季天然气销售Ⅲ级、Ⅱ级应急压减预案、Ⅰ级（集团公司级）天然气销售突发事件专项

应急预案

●	协调国内气田全力生产，储气库按最大能力采气

●	增加进口LNG资源，LNG接收站全负荷生产

●	加快推进与中国海油、中国石化互联互通工程

●	确保市场平稳供应和管网受控运行



			专题

  智慧能源时代的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将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油气行业相融合，把“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这些新技术应用于公司生产运营的全过程，在自身实现降

本增效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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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领域，我们以

传统加油站销售体系和网

络为基础，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车联网、物联

网、移动支付等信息技术

手段，给消费者带来更便

捷、更贴心的消费体验。

“中油好客e站”APP以

加油移动支付和加油卡

服务为核心，围绕“人、

车、生活”，为消费者提

供高效、便捷、智能的汽

车服务平台。其核心功能

包括油站导航、加油移动

支付、加油卡在线充值、

加油卡查询等，其中加油

移动支付功能让消费者不

用下车便可完成加油。

智慧加油站

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

用为构建数字化油田创造

了可能性。中国石油将物

联网技术广泛应用在大庆、

长庆和塔里木等油气田建

设中，实现了油气田的跨

地域合作和信息共享。其

中，大港油田利用物联网

技术构建数字化油田，将

物联网思维融入技术、生

产和管理各个环节，实现

了中小站场无人值守、大

型站场少人值守，人工成

本、车辆运行等费用大幅

减少。

智能化油田

以标准统一和管道数

字化为基础，以“全数字

化移交、全生命周期管

理、全智能化运营”为目

标，全面打造数据全面统

一、感知交互可视、系统

融合互联、供应精准匹

配、运行智能高效、预测

预警可控的智慧管网，借

助物联网、智能工地、设

备智能化管理、管网全局

运行优化等系统建设，大

幅提升管道的本质安全，

推动企业卓越运营。

智能管道

中国石油将“互联网+”

应用在环保管理领域。我

们建立的HSE信息系统

（2.0版）上线运行，形成

了全球一体化的HSE工作

平台和风险管控平台，实

现国内国外HSE管理业务

全覆盖，成为公司HSE的

决策预警平台、管理工作

平台、实时监控平台、问

题督办平台。

智能环保管理

智慧管网

持续有效的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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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服务“一带一路”，开启中哈油气合作新篇章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者和先行者，中国石油在哈萨克斯坦实施的能源项目为中哈丝路经济带建设夯实了

基础，成为经济带建设的有力支撑点和强力引擎，受到中哈两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中哈油气合作项目多次被称为

“中哈合作典范”。

项目开发带动经济发展。中哈油气合作从阿克纠宾项目起步，已形成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和销售于一体的完

整的上中下游业务链，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运用先进的勘探理论和技术，发现哈国独立以来最大的

拓展国际合作

公司积极开展油气领域的国际合作，秉承“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国

际合作理念，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能源政策，发挥资金、技术和管理优

势，服务全球油气市场。

参与国际能源开发

充分借力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建设，公司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

阿塞拜疆等国企业签署天然气购销合同、管道运输、储气库建设等一批合作

协议。公司全年海外业务实现油气当量产量189百万桶。

公司全年海外业务

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189百万桶

189 百万桶

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炼厂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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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油田——北特鲁瓦油田，在勘探程度较高的南图尔盖盆地新增了数千万

吨原油可采储量；创新集成先进适用技术，成功解决肯基亚克盐下油藏钻井

难题，实现上亿吨储量油田高效开发；共同投资建成了年输气能力550亿立

方米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已累计输气1,900亿立方米以上；建成年输油能力

2,000万吨的中哈原油管道，累计输油已超1亿吨；建成了哈南天然气管道，

实现哈国“西气南送”。

致力环保清洁生产。中国石油积极推广应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新技术，

切实采取提高能效、循环利用资源、生态修复和减少排放等多种措施保护环

境，努力实现清洁发展，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了总投资达12亿美元的

让那若尔油气处理厂、肯基亚克电站、PKKR油田天然气综合利用等设施，

被授予哈国石油工业环保最高奖——金普罗米修斯奖。

促进当地人才教育培养。公司每年都要在当地培训或选送哈方员工到中

国及第三国培训，不断提高哈方员工的技术操作水平。截至2017年底，已累

计为哈国管理和技术人员提供了上万人次培训机会。2017年，公司开展了岗

位培训和提高技能水平的脱产培训，为当地本土员工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提

升提供了平台。阿克纠宾项目2017年共计培训工人9,100多人次，培训管理

干部2,200多人次。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中国石油通过上缴税费、带动产业发展等多种方式，

积极参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投入专项公益资金，公益活动惠及200多万人。赞

助建设了哈萨克斯坦国家舞蹈学院等一批社会公益设施，多次获得哈萨克斯坦

政府颁发的“最佳社会责任奖”和“最佳社会贡献奖”，实现了企业发展与当

地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受到资源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国内油气对外合作

公司稳步高效推进国内油气资源对外合作。与雪佛龙公司合作开发的川

东北天然气项目——罗家寨高含硫气田为四川、重庆等地区供应18亿立方米

天然气。与壳牌公司合作的长庆长北项目继续保持稳产。公司全年国内对外

合作油气当量产量达到550万吨。

国际贸易

公司依托亚洲、欧洲、美洲三大油气运营中心和贸易网络，以合资合作等

多种形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贸易，提升了中国石油的国际影

响力。2017年，实现国际贸易量3.2亿吨，贸易规模和运营质量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