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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清洁的
生产运营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

要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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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 HSE 管理

安全环保是我们实现稳健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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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HSE体系建设，以更完善的管理制度、更严格的责任落实，推进安

全生产绩效考核，强化生产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隐患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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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每年开展两次全覆盖的体系审核。2015年抽调审核人员组成审核

组，审核作业现场，提出建议并对问题整改督办。试点开展企业HSE体系量

化管理，组织编制《HSE管理体系量化审核评估标准》，帮助所属企业对标

先进，提升管理水平。量化审核标准采取得分制，结合风险分级防控、承包

商管理、隐患治理、污染减排等重点工作和薄弱环节，既包含法律法规和公

司制度要求，又体现优秀企业HSE最佳实践。

推广基层HSE标准化建设

为消除基层HSE工作与日常生产作业活动相脱节现象，公司深入开展基

层HSE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以管理合规、操作规范、设备完好和场地整

洁为主要内容，以强化风险管控为核心，以提升执行力为重点，以标准规

范为依据，以达标考核为手段，促进HSE管理先进理念和方法落实到基层岗

位，带动基层安全环保工作持续改进。

管理制度与绩效考核

2015年，我们制修订《生产安全风险防控管理办法》等安全管理规章制

度，强化落实全员安全环保职责，全面推进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考核。层

次清晰、分级负责、覆盖全员的安全管理体系日益建立健全。

基层HSE标准化建设目标

活动计划到2020年，80%以

上基层站队实现HSE标准化建设

达标。整体上实现基层HSE管理

科学规范、现场设备设施完整

可靠、岗位员工规范操作、生

产作业活动风险得到全面识别

和有效控制。

安全环保履职考评内容

对员工在岗期

间履行安全环

保职责情况进

行测评，测评

结果纳入业绩

考核内容。

对转岗调岗员工

是 否 具 备 相 应

岗位所要求的安

全环保能力进行

评估，评估结果

作为上岗考察依

据。

安全环保
履职考核

安全环保履职

能力评估

生产运营与环境和谐共存



2015可持续发展报告

28
安全清洁的生产运营

29

强化安全生产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抓安全”和“安全源于责任、源于设计、源于质

量、源于防范”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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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年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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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开展

专项排查整治，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推进管道隐患治理。开发油气输送管

道隐患整改跟踪平台，实现隐患整改情况的实时跟踪。

危化品管理

我们对危化品的生产、经营、包装、储存、运输、使用和处置废弃实

行统一管理。作为相关行业企业，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的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

故，给我们深刻的借鉴意义。我们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危险化学品和易燃

易爆物品专项整治，及时整改和治理排查出的各类问题和隐患。

应急管理

我们坚持“应急准备为主、应急准备与应急救援”相结合的原则，不断

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2015年，制定《安全生产应急

管理办法》，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启动基层岗位应急处置卡全覆盖的试点；

开展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建设，加快重点区域应急物资布点储备，参与溢油救

援演习和海上搜救，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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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准入、选择、培训、

使用、评价和考核进行全过程管理，努力防止和减少供应商和承包商事故发生。

道路交通安全

我们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制度建设，持续推进集监控、管控和调度等功能

于一体的车辆管理系统建设，辽河油田分公司、新疆销售分公司等7家所属企

业成为首批实施单位，实现了车辆安全管理动态实时管控，有效遏制了较大

交通事故的发生。

保护生态环境

公司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长输管道和炼化装置存在着一定的环境风

险。我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严格执行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法

规，主动将决策和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整体考虑，加强生产全过程隐患

防治和环境保护，珍惜土地、水、生物多样性，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努力

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相处。2015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事故。

环境风险管理

我们开展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价，实施环境预测、预警、监控的风险防

控管理模式，将环境保护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建立健全“分层管理、分级

防控”的风险管理机制。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执行环境保护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确

保环保风险全面受控。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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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源头治

理和过程控制。

车辆管理系统功能示意图

2015年公司事故死亡人数

比上年下降53%

53 %

2015年公司事故起数

比上年下降50%

50 %

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改跟踪

总部
专业公司

运行指标分析 宏观监控 事故处理

违规违章处理

天气路况地灾服务 驾驶行为分析风险预警违规提示

指标分析

安全考核评价 监管上报

考核评价

安全等级考核

车辆管理系统无线基站

有线网络

过程监控

任务评价

GPRS/GSM

人车调派

任务提示

车载终端

地区公司

司乘人员

信息源

严格筛选
能力提升

过程控制

中国石油供应链
安全管理流程

●   按照“谁发包、谁监管，谁用工、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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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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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旦发生事故，立即予以清退，取消准入资格

●   实行供应商和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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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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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方面培训

评价考核

应急准备

监  测

预  警

应急处置与救援

应急评估

对生产安全事件实施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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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完善的环境监测能力，有效提高了我们应对有害物质泄漏事故的能力

中国石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具备6大模块45项功能，可以实时准确监控、统计、分析各监测点排污数据，实时

监控重点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情况，评估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实现超标报警的数据采集分析。截至2015年底，中国石油

共有298个重点监测点实现联网。

水资源管理

我们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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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通过加强用水过程管理，采用污水处理回用及中水回用

等技术和措施，减少新鲜水用量。全年新鲜水用量比上年下降1.07%，节水量

1,683万立方米。

吉林油田英台采油厂针对历史形成的采油和湿地保护矛盾，制定《英东作业

区现地状况及湿地恢复工程规划方案》，计划用两年时间将332口老井场所占的

120万平方米裸露地进行植被恢复。截至2015年，第一期示范工程已结束，恢复植

被面积33.36万平方米。治理后的老井场栽种的小叶樟格外葱绿。

公司2015年实现节水

量1,683万立方米
公司2015年实现节约

用地1,200公顷

1,683万立方米 1,200公顷

中国石油在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管控上做了大量工作，污染源在线监测工作符合国家相关要求，达到一流

水平，为企业环境管理决策指挥提供了有力支持，希望今后在保证运营的同时不断完善，拓宽应用范围，争取

在环境执法管理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  汪冬青

中国石油环境监测总站

大庆油田环境监测中心站

吉林石化环境监测站

辽河油田环境监测中心站

长庆油田环境监测站

川庆钻探安监院

兰州石化环境监测站

青海油田环境监测中心站

独山子石化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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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取得，
规范使用土地

  统筹规划，
节约集约用地

  有效盘活，
合理处置土地

  加强监督，
维护土地权益

土地利用
管理原则

工程修复与土地恢复

我们实施作业时，按照节约集约的用地要求，在油气勘探开发、管道

建设及炼油化工等建设项目前期，优化项目平面方案设计，努力减少土地占

用。针对新增加油（气）站，我们合理布局站场，最大限度提高土地使用

率。对于项目需要占用耕地、林地，或因管道敷设对地上附着物产生影响的

情况，我们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实现土地复垦。

勘探开发

管道运营

炼油化工

在油气开发活动中，我们对防控水污染和水循环利用并重。回收的污水经油水分离和过滤处理

后，实现油回收、水回注，避免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截至2015年底，各油气田采油污水

的处理率达到97.7%以上。

开展水系统维修改造，提高水质达标率、优化运行方案、改造污水外排处理工艺，减少采出水

外排量，推广水处理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地节约用水。2015年，公司油田采油污水的水质

综合达标率为94.08%，外排水量比上年减少30%。

重点管理工程施工建设对水资源的影响以及运营中的泄漏事故风险。开展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环

境影响评估，将节水、保护水资源的理念融入施工活动。

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从源头节水，优化用水系统，提高用水效率；提高循环水浓缩倍数，减少

补充水量；加强蒸汽凝结水回收，实现节水；重视污水处理与回用，减少污水排放、提高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加强地下水管网测漏堵漏，降低地下水漏失率。

全产业链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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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规划

（2014－2020年）

废弃物及排放物管理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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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公司进行污染减排专项审核，对审核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整改。

2015年底国家考核污染减排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京津冀油气田及炼化企业锅

炉实现零燃煤。系统开展VOCs排放综合管控，完成炼化企业VOCs综合管控

信息平台建设，全面开展加油站改造和油气回收治理工作。

公司积极加大污染治理技术创新。“石油石化污染物控制与处理国家重

点实验室”获批建设，将在石油石化污水处理与回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

理、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与回收和场地污染风险防控与修复四个方向，形成多

项特色领先技术和成果。大港石化的“炼油化工高浓度有机废水及碱渣处理

技术”工艺包，彻底解决碱渣废水治理难题。长庆油田含油污泥微生物处理

技术及其配套体系，每年可减少约2.3万吨的油泥产生。

推进节约能源

我们努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使用给环境带来的

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强化节能源头管理，在新建、改

（扩）建工程项目可研阶段，开展项目节能评估；加强生产过程用能管理，

对主要耗能用水装置和设备进行节能监测和评价，采取“电代油”、“气代

油”、太阳能等能源替代措施；开展节能技术改造，2015年实施油田机采系

统、乙烯裂解炉节能改造等50项节能项目；实施油气田加热炉提效，开展炼

化能量系统优化等，促进能效持续改进。2015年公司实现节能量104万吨标准

煤。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和宁夏石化分公司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石

油和化工行业重点耗能产品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称号。

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温度升

高、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显著影响，成

为当今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巴黎气候协议的最终达成，标志着清

洁能源开发的提速和全球碳评估标准体系的即将形成。作为负责任的能源公

司，中国石油严格按照中国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有关要求，积极支持和参与国

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作为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成员

公司，主动采取措施减碳、固碳，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保护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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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面排查整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严格评估进入敏感区域的项目，

并通过降噪、减排等多种方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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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当地的生态平衡也是我

们的责任。河里的鱼是当地生

态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

的生存环境恶劣，生态链中的

一个环节被破坏就会影响其他

生物。这都写在咱们《HSE作

业指导书》里了。”

——安全员工  徐伟

中国首套页岩气水平井高性能
水基钻井液体系试验成功

目前页岩气钻井开发使用

的钻井液有油基钻井液和水基钻

井液两种。油基钻井液回收处理

是很大的问题，根据《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含油岩屑属于危险

废弃物，其管理和处置需按照危

险废弃物相关规定执行。美国油

基钻井液一般采用工厂化回收处

理。随着中国新《环境保护法》

的实施，对油基钻屑环境影响的

要求更加严格。2015年公司自主

研发的中国首套页岩气水平井高

性能水基钻井液体系试验成功。

该水基钻井液性能与油基钻井液

基本相当，相对于油基钻井液，

机械钻速明显提高，无事故复

杂，且具有成本低、安全环保性

强、配制维护简单、可循环再利

用的优点，能够完全替代油基钻

井液实现安全钻井。

工程减排 管理措施

吉林石化污水深度处理达标升级；

大庆石化腈纶污水处理改造；

大庆油田热电厂脱硝；

独山子石化热电厂脱硝改造；

呼和浩特石化催化裂化再生烟气脱

硫脱硝改造等工程……

考核追责：四项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

纳入企业主要负责人绩效考核；

污染减排过程控制：污染减排审核，

对污染减排进展缓慢企业督办约谈；

自动在线监测管理系统：重点废水废

气排放口实时监控和预警。

公司减少污染物排放主要措施

我们支持

在伊拉克当地施工作业中，为保护Suwaib河生态环境，我们在进行Suwaib河导流围堰穿越施工时，给水坝间的鱼儿“转场”，在泵

口套上纱布，防止小鱼被吸入泵中，围堰的同时还在局部埋设了导流用的涵管，不让下游因为施工断了水源。

中国石油
低碳发展
路线图

发展
目标

减排
措施

技术
路线

碳盘查

碳减排近零碳
排放示
范工程

认同全球气
温升幅控制 

2℃以内
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
国家方案

实施火炬熄灭行动

我们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加

强技术攻关，实施了火炬熄灭行

动。塔里木油田针对油田勘探开

发过程中的伴生气放空问题，采

用橇装化伴生气回收工艺，建成

了年回收能力9.9亿立方米的天然

气回收网络，减少轻烃排放。



2015可持续发展报告

34
安全清洁的生产运营

35

中国石油凭借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

的优异表现，在中国新闻社、中

国新闻周刊主办的第六届“低碳发

展·绿色生活”公益展暨“2015

中国低碳榜样”发布会上，连续第

5次当选“中国低碳榜样”企业。

碳排放管理

我们关注温室气体排放，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已着

手研究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和碳排放管控体系，规划发展目标、减排措施、

技术路线，以碳盘查、碳减排、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建设为重点，加强温室

气体管控工作，从源头、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三个环节全过程规划和减缓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并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和国际惯例进行碳盘查与报

告。我们参与了碳信息披露计划（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称CDP），

进行问卷回复，主动积极披露碳管理相关信息。

发展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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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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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应用低碳技术

我们深知科学技术应用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开展二氧化碳驱油与埋存等重要低碳技术。承担的国家863计划“二氧化碳驱

油提高石油采收率与封存关键技术研究”项目，2015年通过国家验收；在吉

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二氧化碳分离、捕集和驱油等全产业链CCUS基地。与

GE公司签署技术与研发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二氧化碳捕集、埋存与利用，低

碳、环保技术等领域进一步合作。

市场机制节碳

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碳交易活动，借助市场化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签订

海外投资、并购项目前，充分考虑所在地区的碳价格约束和温室气体总量控

制的要求。我们联合出资成立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

权交易机构。2015年完成国内最大单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

交易量达506,125吨。

林业碳汇

我们积极支持中国碳汇林建设和植树造林活动。在长庆油田，携手当地

政府联合开展庆阳碳汇林基地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碳汇林。

开发一个区块，建设一片绿洲，撑起一片蓝天

   
完成耕地复垦1.2
万亩、覆土整治68
万立方米、绿化面积 

1.69万亩。

继续完善10万

亩碳减排林

基地建设。 

主动承担地方

3,000亩沙

漠治理任务。 

漠大线 新疆油田 宁夏石化

2014年   植树487.12万株。

2013年   植树70万株。

以建设碳汇林的方式，承担北京“平原造林工程” 200亩造林

绿化任务。

和国家林业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绿色碳汇基金

会”，并助力中国林业碳汇发展。

与国家林业局和7省市联合，启动碳

汇林建设项目。

2008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投入环境保护资金9,295万元。

大庆石化实现与湿地和谐共处

中国执行碳交易体系的影响是什
么？公司制定的目标？对公司长
期战略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目前，中国碳交易体系正

在试点，2017年将在全国范围实

施，对公司影响正在研究。公司

将严格遵守国家碳交易体系的相

关规定，规范开展碳盘查，积极

参与碳交易，确保符合国家有关

要求和国际石油公司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