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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
企业根植于社会，回馈社会是公司的应尽之责。中国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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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消费者满意行动、服务社区建设，努力推进经济与社会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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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消除贫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公司关注的重要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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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产业资源优势，开展精准扶贫，

提升当地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2019年，公司继续与中国石油集团共同开展定点扶贫和对口支援，在中国新疆、

西藏、青海、重庆、河南、江西、贵州等7个省（市、自治区）的13个县（区），重点

推进产业合作、特色旅游、光伏发电、教育培训等精准扶贫项目近70个，数万人从中

受益。

无贫穷 零饥饿 良好
健康与福祉

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

负责任
消费和生产

减少不平等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8个县

3,570人次

1,200万元

10个定点扶贫县中8个县实现脱贫摘

帽；2020年将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培训基层干部3,570人次、技术人员

3,138人次，较2018年增幅分别达

到50%、182%

累计投入1,200万元援建新疆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生态

扶贫林项目，种植果树6,000亩

1.52亿元

1,000+名

投入扶贫资金1.52亿元，实施帮扶项

目近70个，定点扶贫资金较2018年

增幅超过73%

通过多种途径解决1,000多名贫困群

众就业问题

962万元

1.68亿元

200+人次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组织合作，引入社

会资金962万元，较2018年增幅47%

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走进食堂、超市

及加油站，购买和帮助销售贫困地区

农产品1.68亿元

打造“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合作

模式，在各定点扶贫县扶持合作社26

个，带动贫困户入股、就业200多人次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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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开展旅游扶贫，打造美丽乡村

2017年起，中国石油分别在贵州习水、河南台前县与范县三个贫困县开展实施“中国石油乡村旅游扶贫示范项

目”。项目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投资建设特色民宿，通过村民合作社模式发展以乡村旅游为引领的第三产业，最终形

成种植、加工、旅游、文创、休闲度假等多产联动的产业体系。截至2019年10月底，河南两县项目正式投运，已实现收

益近30万元。

这些项目的投运极大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

的提升：

●  采用保护性规划原则，充分利用农村闲置房屋建设精品民

宿，尽可能保留乡村风貌

●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

●  优化旅游环境、丰富旅游产品，带动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

●  培训村民劳动就业技能，实现村民整体素质及城镇化水平

提升

● 以乡村旅游为平台，发挥人文与自然环境优势，打造和谐

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乡村

2019年中国石油部分精准扶贫项目及成效

项目 地点 内容 成果

光伏扶贫项目 江西横峰县
援建龙门畈乡1.05兆瓦集中式光伏扶

贫电站

提高了所在地区16个村集体及贫困户

收入

“益师计划”

特色学校
河南范县、台前县

引进优秀教育资源和理念，帮助贫困地

区培养优秀的校长管理团队

促进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整体优化，带动

整个县域教育水平的提升

特色旅游扶贫

示范项目
青海格尔木市

依托唐古拉山镇独特的藏民族文化特

色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援助长江源村

综合服务中心和唐古拉山镇文化旅游

项目建设

帮助唐古拉山镇打造“长江生态第一

镇”的旅游品牌，推动格尔木市旅游产

业发展

抗击自然灾害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为遭受严重雪灾的牧民援助生活物资
帮助灾区牧民抗击雪灾，最大限度减少

财产损失

消费扶贫对接会 新疆乌鲁木齐市

依托公司加油站及便利店销售网络销售

帮扶地区农产品及手工艺产品，畅通扶

贫产品销售渠道

展示扶贫产品682种，现场签约达成扶

贫产品采购意向1.5亿元

河南范县韩徐庄村民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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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生态扶贫林助力脱贫增收

2018年起，中国石油陆续捐助1,200万元，助力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展6,000亩生态扶贫林，创造贫困户生态护

林员就业岗位，在治理生态环境的同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至2019年年末，生态扶贫产业已初见成效，长期稳定吸纳贫困户就业120人，人均年劳务收入达12,000元。五年经济

林挂果后，果品收入的10%将分配给贫困户，帮助贫困户家庭实现稳定增收。

刚脱贫的热合买提江·阿依瓦洪通过承包果树找到了致富新途径。现在，他每个月有1,000元的工资收入，家庭生活

质量稳步提升。2019年，他又承包了50亩果园，按考核出工，每年能有1.2万元的管护费。

实例	 妇女赋权，实现“她”的价值

贫困地区女性是脱贫攻坚和乡村发展最重要的潜在力

量。公司聚焦贫困地区女性具体需求，积极开展女性技能

培训，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关注她们的家庭与工作平

衡，帮助她们享有更加幸福和睦的生活。

返乡就业，让“她”更好兼顾家庭事业

为鼓励当地外出务工妇女返乡就业，中国石油2016年

起，在江西横峰县姚家乡琯山村开展“妈妈去哪儿”公益

项目，在当地投资建设苗木种植合作社，提供适合妇女就

业的密集型轻劳动力工作。为方便女性员工照顾小孩和老

人，合作社还提供推迟一个小时上班和提前一个小时下班

的便利。

项目运营后，该村外出打工的妇女纷纷选择回到家乡

务工。截至2019年年底，该村苗木种植合作社解决了80多

名妇女的就业问题，人均实现年收入5,000元到10,000元。

职场发展，助“她”获得家庭地位

当前，有些农村还沿袭着保守的家庭观念，宁愿“守

穷”，也不愿意让妇女出门就业。中国石油在调研中发

现，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塔兰奇

食品加工厂适合当地女性就业，于是从2014年起陆续向该

厂捐赠食品加工设备，帮助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公司还帮助当地妇女转变家属的传统观念，为有劳动

意愿的妇女卸去心理负担、扫清就业障碍、提供一技之

长。随着工厂的发展，当地越来越多的女性实现了从传统

家庭主妇到职业妇女的转变，变得更加独立、自信，也促

进了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一技傍身，帮“她”改善生活水平

贫困家庭的很多女性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劳动技能单

一，难以实现就业增收。考虑到当今社会对月嫂需求大，

而且门槛低、收入高、好就业，中国石油2016年起，启动

“爱心月嫂”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地区妇女提高育婴技

能，获得就业机会。

截至2019年底，项目已带动贵州习水县、江西横峰、

河南范县、台前县等4县118名学员接受了家政、新生儿家

庭护理等培训，实现了就业和薪水的提升。

“这两年我在家门口做事每年也能挣到一万

多，丈夫在外安心打工，挣钱也多了，家里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感谢政府和中国石油这么好的政策，

让我们全家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江西横峰县姚家乡  樊菊兰

新疆塔兰奇食品加工厂帮助当地妇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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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社区建设

我们尊重业务所在地文化习俗，致力于与东道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主

动将公司发展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与东道国

政府、商业伙伴等共同促进当地社区的繁荣发展。2019年，印尼项目佳步油气区块

获得绿色环保等级证书。

合作共赢

我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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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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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优选合资合作项目：

●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液体化工码头工程增资扩股项目

● 收购天津泰达燃气公司股权

● 参股华电江苏项目

实例	 长庆油田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长庆油田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构建

互利双赢、共享发展的新型企地关系，结成共享共荣的利益共同体，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造福一方百姓。

辐射当地经济

伴随着油田的快速发展，长庆油田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凸显。

油气资源的开发，催生了当地石油化工、发电、炼化等工业集群的迅速崛起，并发

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大规模产能建设和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了当地350多家民

营企业和10多万人参与，促进了当地劳务输出、建材、物流、制造等相关产业以及

生产、生活服务行业快速发展。

实施产业扶贫

2017年起，长庆油田在陇东油区共投入资金1.83亿元，实施了道路建设、环境修

复、农村供水、乡村办校等帮扶项目75个。通过项目扶贫，带动当地钻采工程、井

下作业、交通运输等关联产业发展，创造了近2万个就业岗位，人均实现年收入4万

余元。

投入资金1.83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75个

创造近2万个就业岗位

人均实现年收入4万余元

吸引当地350多家民营企业和
10多万人参与

1.83亿元

75个

2万个

4+万元

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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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区公益

我们积极帮助改善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条件，通过资助教育、开展卫生医疗服务

等公益事业，实现与当地社区的和谐共处。

中东 在伊拉克

● 免费为当地供应清洁能源，28万个家庭受益

● 设立咖啡基金，为社区提供帮助

● 成立社区贡献委员会，每年提供500万美元用于社会公益建设资金	

● 建设社区医院、学校校舍

美洲 在秘鲁

● 为社区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医疗现场咨询，捐赠医疗器材和用品

● 对1,200名文盲母亲进行育儿培训

● 帮助1,200个家庭开垦土地，建设1,200个生态厕所

亚太

在新加坡
● 与南洋理工大学联合设立专项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 连续8年参加“少年旅爱心礼物活动”，认领并兑现了来自7个社会福利机构的共100个圣诞愿望

在日本

● 赞助当地市民的围棋大会

● 对外开放公司足球场，组织社区少年足球赛

● 接待地区小学参观炼厂，向小学生普及石油知识

● 开展护林活动

非洲 在乍得

● 2018-2019年，累计向“伟大之心”基金会捐款95万美元，帮助乍得发展当地教育、文化及

医疗事业

● 赞助乍得“和平杯”半程马拉松比赛

● 为油田社区居民修建水井、修筑道路、兴建学校并捐赠学习用品

中亚-俄罗斯 在哈萨克斯坦
● 支持属地州社会基金、孤儿院、瘫痪人士保障协会、盲人协会等开展的有关公益项目

● 资助贫困和独居的二战老战士及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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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互利双赢的原则与所在国进行合作，助力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海外业务决策过程中

评估并考虑生产经营活动对社区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在业务全生命周期内

保持与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良好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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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积极满足社区需求		带动周边小型村镇发展

乍得Ronier油田附近的古达瓦镇，原本是一个不到500人的小村庄。该村基础生

活设施落后，没有像样的道路和学校，供水设施严重不足。在炎热的旱季，当地村民

只能逐水而居，生活极不稳定，得不到接受教育、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

2011年中国石油接管Ronier油田起，公司公关部门通过走访当地社区，积极主动

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需求。为方便村民获取清洁饮用水，公司陆续打了49口水井，惠

及包括古达瓦村在内的周边39个村落及2.5万周边社区居民。公司还为古达瓦村修建

了村里的主路，援建了一所包含6个年级、可容纳300名学生的公立小学，满足了当地

人民的交通和教育需求。油田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人口就业，截至目前已解决当地

969人的就业问题。

几年时间里，以公司援建的水井和小学为中心，其他村镇的人逐渐往古达瓦村聚

集，村庄规模已超过一万人，变成了一个小型村镇，形成城镇化效应。当地居民给予

中国石油公益项目高度评价。该镇镇长也向公司发来表扬信，感谢中国石油对当地建

设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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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为古达瓦村打水井 向古达瓦村捐赠水井和书包

中国石油秘鲁项目安全环保施
工，保护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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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用心爱护阿拉伯剑羚羊

在阿联酋，公司严格遵守当地环境保护政策，遵守动植物交易法律法规，注意

保护当地的阿拉伯剑羚羊、火烈鸟、儒艮、绿海龟及红树林等珍稀物种，严禁非法

进出口珍稀动植物标本。

在地震采集施工现场，公司的

施工队伍为了保护在此生活的阿拉

伯剑羚羊，对周围环境进行了详细

踏勘和评估，仔细记录羚羊活动路

线和时间地点，制定了避让、减缓

和转移方案，没有让施工影响剑羚

羊的正常生活。

促进本土化运营

我们积极推进本土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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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中国石油已累计为当地创造超4亿美元商机，提供就业机会2万

余个，本土化率总体达到85%。

实例	 乍得本土人才培训计划

我们将乍得本土人才培养作为公司的一项战略任务。根据发展需求，制定“长

短期结合、多层级并进”培养方针，为乍得培养全产业链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每年选拔10名优秀高中毕业生赴中国学习石油专业知

识。在高级专家培训方面，按需派遣本地员工前往海外进行专业培训。在基本岗位

技能培训方面，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和Ronier油田设置培训中心，聘请国际专家，从

细节入手培养本土员工专业技能。

阿联酋项目埋线保护阿拉伯剑羚羊

“我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我非常认同中国

石油的企业文化。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幸

福？’其实，我的幸福很简单。当我在工作中

解决了一个难题，那一刻，是我感觉最幸福、

最满足的！”

——新加坡公司当地雇员、油库经理  林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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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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地方经

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在伊拉克、蒙古等实施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国

家，我们积极参与利益相关者团体，向社会公开我们的项目及向政府纳税情况，超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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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同时，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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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补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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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税收政策》详情，请访问公

司网站。

实例	 改善印度尼西亚Suku	Anak	Dalam土著居民生活

Suku Anak Dalam是印度尼西亚传统土著游牧民族之一，居住在占碑省丛林中，

依靠狩猎和采集水果为生，长期与现代世界隔绝。公司充分尊重土著社区的存在和土

著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时希望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

公司与印尼社会事务部和占碑省基金会KKI Warsi合作，为Suku Anak Dalam定居

的两个村庄Gurun Tuo和Sungai Surian建设清洁供水设施，解决了80多个家庭无清洁水

可用的困难。此外，公司还为土著居民提供定期身体检查、必要的药物及教育服务。

服务客户

作为中国主要的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坚持“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质量方针，以标准制修订、质

量监督检查、质量文化建设等为重点，持续完善质量管理，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清

洁、优质、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质量与安全

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与标准要求的产品。在提供产

品的过程中，公司综合考虑其对消费者的影响，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

公司严格遵守适用的质量管理法律法规，制定了覆盖所有企业、全体员工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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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管理规定和实施细则。2019年，公司强化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制定

质量提升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产品质量升级，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多元、优质产品。

公司按期完成国ⅥA阶段汽柴油质量升级工作，实现稳定供应；全年开发化工新产

品72个牌号，产量70.5万吨。中国石油昆仑润滑油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

滑油供应商。

在 吉 林 销 售 的 首 座 智 慧 加 油
站——延东加油站开设的便利店
里，机器人吸引了众多来加油站
的小朋友

2019年质量管理工作主要进展

工作重点 内容

体系审核 ● 实施QHSE一体化体系审核，实现质量体系审核全覆盖

质量文化

● 22.3万名员工参与群众性质量活动

● 超过25万名员工参与国资委组织的质量管理知识竞赛

● 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收集有效问卷30,607份，提出

6项改进建议

监督检查

● 加大自产产品监管力度，开展原油、天然气、成品油、

化工产品专项抽查1,570批次

● 开展采购物资质量专项监督，累计抽查1,258批次，发现

不合格产品90批次

100%

2019年质量管理体
系第三方认证通过

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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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

我们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

则》等适用的产品和服务广告、标签及隐私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准则。制定了客

户资料管理相关规定，并严格按照该规定对客户资料进行管理和使用，注意保护消

费者数据安全及隐私。

增值服务

我们以“客户满意”为宗旨，努力完善服务网络和功能。2019年，公司继续加

强线上线下融合，首批加油卡移动支付业务成功上线，在南宁建成首座“人·车·生

活”一站式服务驿站——仓储式便利店，消费者服务更加便捷。

品 牌 评 级 权 威 机 构

Chnbrand发布2019年中国顾

客满意度指数SM（C-CSI）

品牌排名和分析报告，中国

石油综合评分连续三年位居

榜首

昆仑好客·美好生活“优行动”全面启动

2019年，中国石油在全国1.9万座加油站便利店，全面启动昆仑好客·美

好生活“优行动”。活动以优品、优质和优享为核心，推动商品和服务品质

再升级，服务于广大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住。同时，公司同步在全国开展

“金牌体验官”行动，邀请广大消费者进店体验、评价，确保“优行动”取

得良好效果。

97.1%

中国石油95504客服
热线客户回访满意度

达到97.1%

油

加油站3.0

2万多个
加油站
网点

互联网
营销
平台

车联网平台  物流平台
● CN98  ● 用油管理  ● 跨省结算

会员联盟

产业链金融
● 信用支付
● 聚合支付
● 定制车险

电子商品平台  商务集采平台
● 自有商品  ● 汽服业务  ● 整车销售

综合维修平台

车生活平台
● 产品定制
● 换油服务
● 2S店

综合能源服务  投资租赁平台
● 加气业务  ● 充气服务

卡

非

润

气
（新

能源
）

2019年，公司油品零售网络遍
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3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