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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会的公益贡献 企业根植于社会，回馈社会是公司的应尽之责。我们将促进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作为企业的终极目

标，关注民生和社会进步，扩大合资合作、提升地区发展能力、参与捐资助学、开展志愿行动、服务社

区建设，努力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促进当地发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和广大居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持

续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稳定能源供应的同时，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在上

中下游领域全面扩大与当地资本的合资合作，在建设运营中培养本地供应商和

承包商，创造就业岗位，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回馈当地民众。

2016年，抚顺石化公司支持地方招商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为抚顺高新技

术开发区齐隆化工等近10家企业提供裂解碳五、碳九、乙烯焦油等原料，并通

过互供管线为相关配套企业及时运送原料，推动工业园区化工深加工企业的发

展。园区逐步形成有机化工、精细化工、碳纤维、合成橡胶、塑蜡等五大产业

集群聚集地，既创造了经济价值又解决了社会就业。

坚持扶贫帮困

扶贫帮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重要议题，也是中国石油不懈努力的重要领

域。我们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倡议，以及中国政府

关于扶贫减贫的政策方针，聚焦民生、产业、智力、医疗四大领域，结合公司

业务和受援地资源、市场优势，创新模式、精准扶贫，帮助当地获得经济自我

发展能力。

2016年，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一道继续开展定点扶贫和对口支援，在新

疆、西藏、青海、重庆、河南、江西、贵州7个省（市、自治区）13个县（区）

开展基础设施改造、教育培训和健康医疗等扶贫项目30个，促进受援地2万多名

群众增收。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2016年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

暨蓝皮书发布会”上，中国石油荣获企业参与扶贫优秀案例，并分享

实践经验。

学雷锋日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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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方式

项目性质

移动客户端

公益平台

项目成果

公益创想的落地需要经过征集、审核、投票、

资助和执行监督等环节。公众可登录平台网页

版发起公益创想，并下载“益路同行”手机

APP进行创想浏览、投票支持和互动沟通。

负责平台的开发搭建，并向中国扶贫基金

会捐赠专项资金，发掘、资助具有创新

性、操作性和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创想。 

项目行动

项目宗旨

帮助普通人实现公益梦想，传递全民公益

理念。

2016年，完成17期公益创想征

集评选活动，共征集公益创想

221个，其中173个获得资助，

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甘肃、

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24
个省（市、自治区），覆盖高校

学生、社区居民、NGO组织、行

业协会等多种群体，涵盖青少年教

育、老年人服务、社区发展、古迹保护等广泛领

域。平台面向全国43所高校青年学生的“益路同

行·公益未来”资助专题，资助100个公益创想，

获高校学生的热烈响应。

公众参与规模

“益路同行”手机APP有超过7.6万名用

户下载使用（24岁以下占75%），用户

遍布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累计

投票189万，评论近4.6万条，正成为公

众展示创想、交流心得、实现梦想、传

播正能量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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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与中国石油集团共同开展的部分扶贫项目及成效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地  点 合作伙伴 项目内容 项目成效

“同舟工程”

健康扶贫项目
2016年10月 江西横峰 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6年，设立100万元专项救助资金，用

于为贫困人口大病医治和康复治疗提供补

贴，缓解当地因病返贫情况，帮助改善横

峰县医疗状况。“同舟工程”健康扶贫项

目将重点救助18岁～50岁重大疾病贫困患

者，还将在横峰县人民医院成立“天使之

家”，为贫困大病患者多方对接社会救助

资源，减轻患者医疗负担，同时对患者开

展心理疏导工作，重树生活信心，提高治

疗效果。

截 至 2 0 1 6 年 底 ，

“同舟工程”健康扶

贫项目已为当地13个

家庭提供救助。

冷湖设施农业

种植园项目
2015年 青海冷湖 —

2015年8月1日，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

2,258万元，建设规模4,200平方米，主要

建设绿色植物种植区1,000平方米、蔬菜

种植区3,200平方米。

聘请专业团队种植管

理，采用智能设施农

业温棚种植技术，可

同时种植10多个品种

的时令蔬菜，年生产

量达75吨，而且全部

为绿色无公害蔬菜。

“妇女返乡

就业”工程
2016年

面向新疆、

河 南 、 贵

州 、 江 西 4

省 （ 自 治

区）中的10

个国家级贫

困县

  中国扶贫基金会、

腾讯99公益平台

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将合

作社建设和旅游产业管理相结合，将红色

旅游与民宿经济相结合，着力打造特色乡

村，拉动帮扶地产业经济发展，重点扶持

劳动密集、妇女就业率高的村级合作社，

帮助外出务工妇女实现返乡就业，培育壮

大贫困村集体经济，缓解留守儿童及空巢

老人等社会问题。

解决了家庭妇女的就

业问题，带动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缓解儿

童留守现象。

宁夏中南部

城乡饮水

安全工程

2012年11月 宁夏中南部 —

出资1.5亿元，参与援建该项目。该项目解

决中南部地区原州、彭阳、西吉、海原4

县（区）44个乡镇603个行政村113.53万

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改善基本生存条

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

安全工程全线通水，

113.53万西海固当

地 群 众 终 于 喝 上 干

净、安全的自来水。

“益路同行”自主公益平台项目发起方
构成

  个人（高校） 63%

  机构 37%

20多人次

提高挂职干部精准扶贫能力，全年培训定点

扶贫与对口支援干部20多人次

2,800人

援建贵州习水县坭坝乡南天门村公路，解

决近2,800人交通运输困难

900名

援建察布查尔县红花种植园项目，拉动地

方特色经济发展，解决900名贫困人口就业

问题

2,000万元

在西藏双湖县投入2,000万元，援建乡镇光

伏电站维修扩容、小学校园改造、扶贫综合

市场建设等民生项目

2,800多人

组织医疗专家到新疆吉木乃和清河、西藏冷

湖、贵州习水开展医疗巡诊，累计诊疗患者

2,800多人

3,000多人

在巴里坤县开展金融扶贫，将帮扶资金作为

贷款风险金，为1,000户提供脱贫贷款，帮

扶脱贫人数3,000多人

实例   “益路同行”：只为实现普通人的公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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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育事业

公司把支持教育作为履责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帮助青少年获得公平教育

机会。我们与中国石油集团一道，继续推进传统的支持教育项目，包括设立奖

学金和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支持相关赛事活动等。公司设立的中

国石油奖学金与中国石油大学、清华、北大等13所高校合作。2016年，中国石

油奖学金表彰优秀学生635人，发放奖学金399万元。连续6年支持昆仑润滑油

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搭建“政产学研用”平台，帮助培养汽车产业

人才。同时，我们探索支持教育的新模式，倡导全社会关注并携手解决教育公

平问题。例如，我们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开展的“旭航”助学公益项目，通

过中国石油加油站平台与广大司机朋友共同资助一批贫困地区高中学子圆大学

梦。实施“益师计划”，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带到贫困地区，提高当

地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

实例   “旭航”助学公益项目

爱心助考

走进石油体验日

勤工俭学 

为四川、河
南贫困县近
万名考生提
供 送 考 专
车、考点服
务站支持。

组织河南、四川
两省60多名受助
学生到中国石油
销售企业参观，
感受石油文化，
经历人生首次职
业体验。

为河南、四川两省70
余名高中在读和进入
大学的“旭航”学子
提供加油站勤工俭学
机会，提升学生能力
素质，进一步减轻家
庭负担。

中国石油捐资助学贫困学生，组织青年志愿者设置爱心服务

站，并出资为考生租赁“专车”护送出行，一点一滴的善举让学校

广大师生为之感动，也深受鼓舞。这是中国石油作为央企传递社会

正能量的最好诠释。

——新县高中校长

“旭航”的关爱，给予我前进的动力。我会加倍刻苦学习，用

实际行动回报帮助我的热心人。

——通江县中学  受助学生

一分钱虽然不多，但汇流成河、聚沙成塔，为贫困学子实现求

学梦，为他们的人生道路提供前行助力。

——人民日报 - 河南分网

线下活动

线上活动

以成都、郑州的80座中国石油加油
站为平台，客户在加油站每加一升
油、中国石油配捐一分钱的形式筹
集善款，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由爱心人士、消费者、员工、媒体
记者等组成的志愿车队走进校园与
学生互动，见证了爱心行动给贫困
学子带来的变化。

借助腾讯、联益会等线上平台，
项目获得12,378名网友捐款支持，
一周内筹集善款10万元。

捐资助学解决学子后顾之忧 关爱学子
成长成才

我们不仅为贫困学生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而

且让他们通过加油站体验、勤工俭学等活动增强

与社会的交流，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帮助

他们开阔眼界，全面提升素质。

——“旭航”项目负责人

“旭航”帮助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

完成学业，对于即将步入大学校门的寒门学子来

说就是雪中送炭。慷慨解囊、捐资助学，功在当

代，利泽千秋。

——通江县教育局副局长  冯春

“旭航”助学于2015年启动，是中国石油集团与中国扶贫基金

会共同发起的专注于教育领域的公益项目。公司积极参与该项目，

对部分欠发达地区贫困高中生提供学习、生活资助，帮助他们获得

公平教育机会，架起通往大学的桥梁。

截至2016年底，项目已累计投入400万元，为四川、河南两省

1,000名贫困高中生提供了助学支持。其中，受助的400名高中毕业

生中300余人实现了大学梦，获得5,000元/人的入学奖学金资助。数

百名中国石油青年员工志愿者、超过500万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参与

了“旭航”助学活动。

中国石油奖学金2002年启动至

2016年底，累计奖励优秀学生

达11,047人（含贫困生4,207

人），发放奖学金4,970万元

11,047人

实例   “益路同行”：只为实现普通人的公益梦想

关注微信公众号 扫描下载APP

中国石油加油员给“旭航”学子赠送饮用水

创想故事：带上环卫工人去旅行

2016年2月，河南新乡志愿者联合会提出“带上环卫

工人去旅行”的公益创想，在“益路同行”自主公益平台

正式上线，吸引了众多网友。5万张投票让这个创想脱颖而

出，获得了中国石油的资助。

2016年5月1日，14位河南新乡的环卫工人开启了为期

3天的北京之旅，参观了故宫、长城、南锣鼓巷以及天坛，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了保证活动可以顺利实施，团队带

上了1位随队医生为团队的安全保驾护航，2位志愿者随时

应对突发事件，并邀请了3位专业人士对全程进行跟拍。

中国石油的资助，网友的热情点赞，让这个酝酿已久

的公益梦想具备了成熟条件。我们希望通过项目唤起社会

对环卫工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尊重和关爱。现在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他们，这种影响力比项目本身更有意义。

——“带上环卫工人去旅行”项目发起人  刘富鹏

成就公益梦想只是第一步。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

平台上的项目开始获得更多关注，更多的公益梦想在这里

聚合、交流、共享。

——“益路同行”项目运营负责人  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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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益师计划”

“益师计划”是由中国石油集团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开展。公司积极参与该项目，旨在通过组织教育发达地区优秀

教师赴新疆、河南、江西、贵州定点扶贫县开展学科交流，同时筛选贫困地区青年骨干乡村教师到发达地区进修等形式对

贫困地区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受援地区师资力量和义务教育水平。

2016年，我们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共同举办了中学教学管理人员培训班，来自河南、贵州、江西、

青海的40名教务管理者参加培训。同年，我们邀请北京人大附中和171中学名师赴新疆、河南、江西、贵州定点扶贫县，进

行教师培训。此前，我们于2015年选派贫困县青年骨干乡村教师12人，在北京171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跟班培训。

“益师计划”实施以来，依托各地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累计培训教师近500人次。

建设海外社区

我们尊重业务所在地的文化习俗，致力于与东道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推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16年，凭借本土化运营方面的卓越表现，获得印尼政府授予的“2015年

度印尼本土化份额履行承诺奖”。凭借在中哈油气合作、促进哈国社会经济绿

色可持续发展、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哈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签发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二级“友谊勋章”。

加强社区沟通

公司在海外许多地区设有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协调机构，与当地政府、非

政府组织、社区代表等建立起多种形式的沟通机制，通过会议、报告和走访等

方式，加强沟通协调，实现合作共赢。在伊拉克，我们对当地社区的安全教育

活动覆盖了油田及周边社区所有学校，共计18所。

参与社区公益

我们积极帮助改善社区居民生活条件，通过资助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

实现与当地社区的和谐共处。

铁骑返乡活动提供的免费服务

沿途每50〜100千米处设

置一座“爱心驿站”，确

保铁骑骑行1〜2个小时就

有一个免费补给点

据不完全统计，6年来“温暖回家路·铁骑返

乡”活动已累计帮助13万人次

13万人次

美国

哈萨克斯坦

为纽瓦族（Nueva Froutera）的村子修道路

开通达拉波瓦（Tarapoa）及周边社区的校车

和中国政府一道为厄瓜多尔建设200所“千禧学校”融资，
援建教室、图书馆等

建立了2所医院，免费为周边社区提供医疗救助

为当地居民提供技术培训和就业机会

参与地震救灾

厄瓜多尔

赞助筹建哈萨克斯坦国家舞蹈学院

资助当地少年儿童参加夏令营

北布扎奇项目2016年提供了168.4万元人民币用于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

与阿克纠宾州政府签署了《关于援助建设阿克纠宾市青年宫合作备忘录》，将在阿克纠
宾市总统公园修建阿克纠宾市青年宫，建成后可容纳1.5万人

组织志愿者队伍前往休斯敦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教会的花生酱工厂开
展服务社区志愿者活动，为休斯敦救济食品仓库生产花生酱。该组织通过食品发放
点，每年为美国得克萨斯州18个县提供180万人次的食品帮助

免费加油
       免费快餐
             免费姜汤

休息室

赠送一份爱心驿站地图

邀请摩托修理师傅帮

修、更换摩托车机油

赠送一份30万元交通

意外险

赠送一件交通反光背心

开展志愿服务

公司不断丰富完善志愿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员工积极参与志愿者行动，

贡献个人时间、技术与特长，服务社区，关爱社会。

公司青年志愿者队伍达到6,892支18.4万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到42.1万

小时，先后开展了捐助困难群体、无偿献血、植树造林、救助野生动物、保护

自然和文化遗产等活动，受益人数184.3万人次。大庆油田“蓝天志愿者协会”

发起“蓝天生命手环”项目，关爱包括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老弱病残

弱势群体。2016年，向松原市700名孤寡老人和自闭症儿童发放了手环，并组建

应急小组为佩戴者及时提供帮助。长庆油田青年志愿服务队在靖边县开展“企

地共建友谊林”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植树面积达到20,600平方米，有效遏制土地

沙化。

2017年春节前夕，公司连续第六年在春节期间开展“温暖回家路·铁骑返

乡”志愿服务，活动时间从以往的2天延长到10天。我们开放福建、江西、湖

南、湖北等4个省份沿途65座国道和省道加油站，为春节不得不骑行返乡的打工

兄弟提供食品和加油等免费服务。

志愿者与同学们做游戏

中哈原油管道员工与老兵庆祝哈国二战胜利
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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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塔天然气管道项

目公司（TTGPB）为塔吉克阿巴

德区国际学校的孩子们送上礼物

和节日祝福。

“对于基金会来说，中哈天然气管道合资公司的捐赠创造了三个第一：

一是中哈天然气管道合资公司是第一个向基金会提供捐助的合资企业。二是

捐助覆盖对象比较广。有了这笔捐赠，又有20多名二战老兵可以添加到基金

会帮扶计划中，及时解决了目前基金会面临的困难。三是捐助决策效率最

高。捐助活动从发起到收到捐助用时仅仅一个多月。”

——哈萨克斯坦二战老兵基金会会长  扎巴尔汉诺夫

保护当地环境

我们坚持开发与保护同步，严格遵守业务所在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准则，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作业后马上

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貌，努力做到生产作业时对生态环境不造成影响。

● 完善环保体系建设，持续开展环保体系建立和审核工作。PK、MMG等项目每年

初都会制订环保体系认证复审计划，并按照年度计划全面实施ISO 14001环保体

系的相关审核工作。

● 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和风险控制。在炼厂、油田、油库和管道运输等重点领域定

期开展风险评估和隐患监控治理。新、改、扩建项目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

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设计方案优化环境保护措施，环保设施设备与主体工

程同时施工、同时调试、同时验收，合格后才能投产。阿克纠宾项目对重点单

位进行污染土重点监管，分区域与当地专业公司签订处理合同，保证油污土治

理方案全部落实；PK项目根据有关的环境因素及其影响，建立了专门的环境保

护数据库。

● 加大投入，推进环境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哈萨克斯坦公司的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

建成投用，成为当地石油行业天然气处理的典范。

● 哈南线项目：从2015年起，保持

合理的投入，在全线进行固沙工

作，并坚持站场建设完成后统一进

行绿化，美化保护环境。

● 中乌天然气管道项目：全线6个压

气站在冬季都选择余热锅炉作为站

内的主要供热热源，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

哈萨克斯坦公司 中亚管道公司

印尼就业部勘探零事故奖

在印尼，公司严格遵守

评估环境文件（E I A / U K L -

UPL），努力管控空气和水污

染，大力开展危险和有毒物质

的废物处理，在各项生产活动

中特别是在油气开采活动中

预防环境损害。2016年，公

司在HSE方面取得良好成绩，

获得了当地政府和国际专业

机构的认可，获得印尼就业

部勘探零事故奖、印尼就业部

作业零事故奖、印尼就业部长

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系统

（SMK3）感谢证书”、印尼

检验机构Sucofindo出具的ISO 

14001证书。

印 尼 检 验 机 构
Sucofindo出具的
国际ISO 14001
认 证 （ 环 境 管 理
体系）

印 尼 就 业 部 长 颁
发 的 “ 职 业 安 全
与 健 康 管 理 系 统
（ SM K3） 感 谢
证书”

印尼就业部作业零事故奖

慰问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阿巴德区
国际学校孤儿

中塔天然气管道项目塔方员工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综合管理培训课上

2016年，中哈天然气管道合资公司向哈
萨克斯坦二战老兵基金会捐赠，收到哈
国二战老兵理事会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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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当地经济

我们积极落实本地化战略，优先考虑采购和使用当地产品和服务，为当地

承包商及服务商提供参与项目服务的机会，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和社区创业者发

展，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2016年，哈萨克斯坦公司阿克纠宾项目积极雇用当地

员工，尽可能与当地物资生产厂家签订物资供货合同，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

依法透明纳税

公司严格遵守运营所在地法律法规，依法透明向当地政府缴纳税收，为地

方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在伊拉克、蒙古等实施EITI（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

划）的国家，我们积极参与利益相关方团体，向社会公开我们的项目和向政府

纳税情况，超越EITI最低信息披露要求。我们支持并响应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遵循《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税收政策》，承诺在经济活动

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依法纳税，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同时，实现公

司可持续发展。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税收政策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税收政策与公司战略协同一致，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依法纳税，为社会

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同时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 依法筹划。在符合国际税收协定、国际税收规则和业务所在国税法规定的前提下，根据业务需求安排合理的纳税筹

划，反对激进的纳税筹划，避免激进的纳税筹划对公司声誉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损失和负面影响。

● 依法纳税。遵循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的税法、公司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坚持高水平的专业标准，依法、准

确、及时交纳各项税款。

● 合规有据。支持提高税收透明度，按规定进行税收信息披露，以真实、完整的涉税资料作为支持依据，符合税务机

关监管要求。

● 风险可控。通过完善有效的内控制度和工作流程，管理控制税收风险。当重要税收事项的相关税法规定存在歧义

时，在咨询职业税收机构意见并与税务机关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作出职业判断。

● 承诺关联交易遵循独立交易原则，不以侵蚀税基和转移利润为目的。

● 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各国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一致性，创造公平、稳定的税收环境，并与各国税务机关建立公平、

畅通、透明的沟通渠道。

尊重原住民权益

我们在项目开工前，对当地原住民需求、人权影响、文化遗产和非自愿移

民等社会、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并尽最大可能保障原住民各项合法权益。在土

地赔偿方面，我们坚持规范操作，参考当地政府、合作伙伴及原住民的意见制

订补偿方案，确保原住民利益，先补偿再用地，及时发布土地赔偿信息，保证

工作透明度。

实例    印尼项目开展本土化经营  维护当地员工利益

2016年，印尼能矿部代表印尼政府向中油国际（印尼）公司授予“2015年

度印尼本土化份额履行承诺奖”。此奖重在鼓励在印尼进行国际油气合作的上

游石油天然气公司尽可能多的使用印尼本土材料设备和人力技术资源，奖励石

油公司在印尼履行合同本土化份额承诺中的优异表现。

为应对低油价，中油国际（印尼）公司作出了深化企业管理、强化成本控

制、做好经济效益评价和成本分摊、最大限度地减少支出等举措。

截至2016年底，中油国际（印尼）公司本土员工比例高达98.6％，已为印尼

当地社会提供了3,300个直接就业岗位和1万多个间接就业机会。同时，公司在设

备材料和技术服务采购中，本土化份额分别达到75%和90%，超过印尼能矿部的

要求。

截至2016年底，中
油国际（印尼）公司
本土员工比例高达

98.6％

98.6%

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处理厂 姆特瓦拉天然气处理厂向周围村民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