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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有效的
能源供应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

件。构建安全、稳定、多元、清

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推动经济持

续增长与人类社会进步，是我们

的重要使命。

巩固资源基础

油气勘探开发是公司发展的基础和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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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科技和管理创新取

得勘探突破，夯实资源基础，提升为社会提供经济、稳定、可持续能源

的能力。

国内油气储量保持稳定增长

2015年，公司实施有利区带和层系精细勘探，优化预探和风险勘探目标

与方案部署，加强重点区域地质评价，获得一批规模优质可动用储量发现。

按国内储量标准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连续10年超过6亿吨，新增天然气探明

地质储量连续9年超过4,000亿立方米，探明油气地质储量当量连续9年超过10

亿吨。

2011-2015年期间，公司累计新增油气

储量当量占全国同期新增油气储量当量

的55%以上

55%能源与人类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联合国数据显示，世界仍有几

十亿人无法享有基础能源供应。未来，人口增长、城镇化、经济发展仍将持

续推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石油天然气仍然是未来较长时期的主导能源。然

而当前，全球能源市场供需的不平衡，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影响，是全球能

源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平衡能源开发使用与区域、经济、环境、人、社区

的关系，才能保证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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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安全、稳定、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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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持续动力。

构建安全、稳定、

多元、清洁的能源

供应体系

塔里木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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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长庆油田分公司等单位联

合研发的“5,000万吨级特低渗

透—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与重

大理论技术创新”成果开创了

中国非常规油气田低成本开发

之路，为国内超过200亿吨特低

渗透—致密油和21万亿立方米

致密气资源的规模有效开发，

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储备和低

成本开发模式，获得2015年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开发清洁能源

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给全球生态和社会系统带来的风险正逐渐显现。加

大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开发利用，降低能源使用带来的碳排放，才能使二

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地球温度升高得到有效控制。天然气是公认的清

洁优质能源，是现阶段调整能源结构、防治大气污染、降低碳排放最现实的

选择。在产生相同能量的情况下，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分别为煤炭和

石油的56%和71%，氮氧化物排放量为煤炭和石油的20%，二氧化硫和粉尘颗

粒的排放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提出2020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0%以上，未来天然气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着力增加油气效益产量

在油价持续较低的市场形势下，公司加大科技创新，从注重产量规模向

突出质量效益转变。油气生产加强动态调整，开展产能部署优化、压减低效

无效项目，扩大水平井应用规模，深化老区精细挖潜、有效控制自然递减。

西南磨溪龙王庙气田产能建设全面建成。大庆油田持续发展水驱技术和三次

采油技术，规模化推广三元复合驱技术，主力区块采收率突破50%。长庆油

田形成的特低渗透—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创建了致密气田规模效

益开发模式，2015年连续第三年油气当量产量5,000万吨以上。2015年，公司

油气当量产量14.94亿桶，油气完全成本比上年下降3.18%。

34.9%

72.7%

2015年，天然气占公司油气总当

量比例达到34.9%

2015年，中国石油国内天然气产

量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72.7%

中国工程院院士翟光明：科技创新是鄂尔多斯盆地勘探开发的第一驱
动力

鄂尔多斯盆地总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上部是陆相地层，下部是

古生代海相地层。由于技术条件的不足，这样一个大型含油气盆地直

到20世纪70年代依然处于“井井有油、井井不流”的状态。古生代海

相地层一直是中国老地质学家们致力攻克的难题。

油 气 资 源 的 成 功 开 发 离 不 开 科 学 技 术 的 进 步 。 “ 十 二 五 ”

（2011-2015年）期间，各种勘探方法和开发技术取得了新的突破性

进展。先进技术撬开了致密油气层，助力长庆油田建成5,000万吨油

气当量的“西部大庆”。未来，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新发展，必将

使鄂尔多斯盆地发挥更大的价值。

降低国家原油对外依存度5％

5%

保障了北京、天津、西安、银川等40多

个大中城市工业和居民的天然气供应

40

长庆油田油气当量产量
5,000万吨以上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化石能源仍是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背景下，

公司着眼于未来清洁能源可持续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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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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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四川盆地发现了中国迄今单体规模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整装

气藏——磨溪龙王庙气藏，为天然气上产提供了资源保障。积极推进长庆、

塔里木、西南、青海四大天然气产区产能建设，2015年新建配套产能110亿立

方米/年。2011-2015年，公司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7.1%。2015年国内生产可

销售天然气29,036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生产供应能力不断提高。

2011-2015年公司国内外油气当量产量（单位：百万桶）

1,286.0 1,343.1 1,400.0 1,450.4 1,493.9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1-2015年，公司国内油气当量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60%左右，继续保持国

内主导地位，有效保障油气供应

60%

世界不同地区天然气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30.8%

22.0%

32.9%

51.0%

25.9%

12.3%

5.9%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欧洲及欧
亚大陆

中东 非洲 亚太 中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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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管道气与海上LNG输气格局

公司建立了资源多元、调度灵活、运行高效、安全稳定的天然气供应体

系，提升资源调配效率和市场供应保障能力。随着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西气

东输二线以及西气东输三线西段等一批重点工程投产，中国石油运营天然气管

道长度达到4.9万千米，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形

成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连通海外的全国性供气网络，惠及人口5亿多。建成

投运11座储气库和3座沿海LNG接收站，供气调峰能力进一步提高。

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开发

公司继续加大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力

度，致密气、煤层气实现了规模化发展，页岩气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致

密气开发努力提高开发效益，转变开发方式，向大井丛、多井型、工厂化作

业、多层系立体开发转变，2015年致密气产量达到270.2亿立方米，占公司国

内天然气总产量的28.3%。页岩气方面，积极推进长宁—威远、昭通国家级示

范区建设，在地质认识、开发技术、组织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水平井单井成本下降，产量大幅提升，截至2015年底建成配套产能28亿立方

米/年，2015年生产页岩气13亿立方米。煤层气方面，国内最大的保德中低阶

煤层气田建成投产，煤层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技术专项支撑

了沁水、鄂东两大煤层气示范区储量增长和规模开发，首次发布煤层气国际

标准《煤层气含量测定方法ISO18871》，达到国际领先技术水平。

天然气利用与燃料替代

公司积极扩大天然气在城市燃气、天然气发电、公共交通、航运领域的

应用。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大气污染严重地区推广煤改气工程，改善冬季

环境质量。在环渤海、长三角、川渝和拉萨等地区的城市公交、长途客运、

物流运输等行业，推广应用LNG车辆，建设LNG加注站等配套储运设施。京

津冀区域已建成投运上百座CNG、LNG加气站，服务新能源车辆近万台，有

效改善了大气环境。

推进管网建设

公司持续推进油气管网建设，降低油气输送成本，增强油气资源运输和

调配能力，优化资源市场配置。

完善国内油气骨干管网

2015年，公司油气骨干管网不断完善，津华、铁锦复线原油管道和沈

阳—长春天然气管道等项目建成投产，西气东输三线东段、锦郑成品油管道

建设稳步推进。公司油气调节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扩展跨国油气输送渠道

2015年，公司继续推进跨国油气管道建设，中俄东线举行开工仪式，中

俄原油管道二线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对于优化我国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

有着重要意义。

拓展国际合作

我们秉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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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伙伴一起参与全球能

源治理，助力全球油气市场供应。

参与国际能源开发

2015年，公司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与中东、中亚、俄罗斯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PK等项目优化调整生产节奏，伊

拉克、乍得等地区油气项目持续增产增效；另一方面稳妥推进北美加拿大和

亚太澳大利亚等发达市场的油气优化运营，加拿大油砂项目一期工程稳妥推

进。公司全年海外业务实现油气当量产量2.035亿桶。

2015年致密气产量占

公司国内天然气总产

量的28.3%

28.3 %

中国石油运营天然

气管道长度达到

4.9万千米

公司全年海外业务实现油

气当量产量2.035亿桶

4.9万千米

2.035亿桶

新能源

我们着眼未来，有序开发利用地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并将积极探

索地浸铀矿、天然气水合物等资源开发利用，切实发挥新能源在构建可持续能

源供应体系中的作用。

地热能

开展建立规模化集约化种植与采

收、原料加工与储运到油品炼制

和加注使用的完整解决方案研

究，燃料乙醇汽油具备规模化生

产供应能力

在华北、辽河、新疆

等油田开展地热资源

开发利用研究；发挥

技术优势，携手肯尼

亚能源与石油部共同

开发当地地热资源

在新疆、吉林等

油田中，应用光

伏发电技术为油

井供能；在北京

销售建成全太阳

能加油站

太阳能 生物质能

管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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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   稳定天然气供应，保百姓温暖冬季

公司供气范围内天然气用气人口超过5亿，遍及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受天然气消费季节峰谷差

大、调峰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因素制约，每年冬季保障用户天然气需求既是一项事关民生的责任，也是对公司的一大考验。

特别是2015年11月下旬，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极端寒冷天气，华北地区遭遇了六十四年以来的罕见低温天气，加之雾霾治

理带动天然气消费，2015年11月天然气销售量同比增幅达到13.9％。2015年11-12月期间，公司向市场供应天然气273亿立方

米，同比增加11.4%，有效保障了冬季天然气稳定供应。

持续开展国内油气对外合作

公司稳步推进国内油气资源对外合作。成功接管大港赵东项目作业权、

长庆长北项目一期作业权，对外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雪佛龙公司合作

开发的川东北天然气项目一期工程投产，将为川渝地区供应更多天然气。

积极扩大国际贸易

公司积极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服务国际油气市场，基本建成亚洲、欧

洲、美洲三大油气运营中心，为国际市场提供贸易、加工、仓储、运输全方

位服务。中国石油国Ⅴ标准车用汽油首次出口澳大利亚，满足国际高端成品

油市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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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秋等农业用油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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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企地协调联动，确保了成品油和

天然气供应。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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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和70%左右。

紧急调配LNG

紧急增加LNG现货采购，三座LNG

接收站外输量调至最大；

加快进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靠岸

卸货；

唐山外输气量增长500万立方米；

大连LNG增加1,000万立方米；

江苏LNG增加200万立方米；

筹措可供天然气资源692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18.3%。

21 3国内气田按最大能力

生产
增加储气库采气

所属储气库采气增幅181.3%

54 6优化管网运行，增加华

北管网进气

通过管网重要节点进行内部转供，将

资源调至用气最紧张的地区；

加大天然气管网管存由西部向东部

转移力度；

2016年1月24日，陕京管道向北京

地区日供气量达到历史最高值

1.09亿立方米，华北地区日用气

量突破1.66亿立方米；

中亚天然气管道日均输量需达到

1 . 1 4 亿立方米以上，创历史

新高。

与国内油气企业沟通

串换资源

与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合作，串

换保供，缓解区域市场供需紧张

矛盾。

压缩自营企业用气，保

障居民用气

冬季用气高峰期，宁夏石化分公

司等企业按低负荷运行，独山子

石化分公司等炼化企业降低用气

负荷。

塔里木油田日增产700万立方米；

青海油田日增产500万立方米；

长庆油田日增产300万立方米。

中国石油冬季天然气保供六大措施

公司供应的天然气占

全国市场销售份额的

70%左右

70 %

公司供应的成品油

占全国市场销售份

额的40%左右

40 %

  保障冬季天然气供应有什么困难？

天然气作为高效、清洁能源，近年来消费量快速增长。然而受天然气消费结构影响，我国天然气消费季节性不

均衡问题突出，淡旺季峰谷差较大，每年采暖季一、四季度消费量比二、三季度大幅增加。2015年采暖季与非采暖

季日均用气量相差约1.2亿立方米，占全年日均用气量的37%。在解决季节性供需矛盾方面，储气库是重要调控手段

之一。国外天然气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储气水平较高，调峰机制完善。美国储气库调峰工作气量占天然气消费总

量的18%，欧洲占比超过20%。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建储气库18座。其中中国石油可用于调峰的储气库17座，工作

气量52亿立方米，仅占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