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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
企业简介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第三大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在中国海域对
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及天然气资源，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
公司拥有油气勘探生产、天然气与发电、化工炼化化肥、专业技术
服务、综合服务与新能源、金融服务六大产业板块。２００７ 年，中国
海油入选《财富》杂志全球 ５００ 强，并获得标准普尔 Ａ－ 及穆迪 Ａ１
的中国企业最高资信评级。
中海油坚持以“双赢”理念引领企业的发展和对社会责任的履
行，致力于通过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和社会公益行为，改善民众的
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促进各相关领域的共同进步与和谐发展。
“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是中海油不变的追求与信念。
对外信息披露：公司网站及相关报告

企业在环保方 面，最重要的就是 建
立一个健康安 全环保体系。 中国政府的
环境标准高的 我们执行中国 政府的环境
标准， 中国政府的环 境标准低于发 达国
家环境标准的 ，我们执行发达 国家的环
境标准。”
“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就意
味着我 们必 须是 一个 合格 的世 界公民 ，
所以企业的社 会责任要延伸 到我们对国
际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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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
总公司专门设立委员会领导小组并下设专门的慈善公益办公室，履行其相应的工作职责。
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建立了相应的 ＨＳＥ 管理体系，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２００６ 年，中海油发布
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生产经营型投资项目社会责任管理指导意见》，要求各新建项目投资决策前要分析评价项目
所在地的社会环境及对项目的适应性和接受程度。

绿色公司评审情况
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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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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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员工规模（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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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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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

３７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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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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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或组织的专项基金
（公益基金或者环境基金）

“ 中 海油 大 学
生 助 学 基 金 ”，
为期九年

案例描述
加强环境管理
中海油关注建设项目在设计、建设、生产等各环节的环境保护，各所属单位的 ＨＳＥ 管理体系均强调对项目的过
程管理。中海油制定了《工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和审批制度；
“三同时”制度；工业建设项目应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对于收购兼并项目必须进行环境保护的尽职调查。
中海油制定了《生产经营型投资活动健康安全环保管理规定》，对投资活动中的环境保护及健康、安全管理进行了详
细规定。
中海油鼓励所属单位开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已有文昌油田、秦皇岛 ３２－６ 油田、流花油田、中海石油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了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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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在企业中培育爱护环境的文化氛围。中海沥青（四川）有限公司在建厂时专门请植物专家协助，移植保护了
１６ 棵珍贵的成年桂圆树，目前长势良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壳牌集团合资的南海大石化项目码头建设前，为
保护原址海底 ４００ 平方米的珊瑚，出资将其移植到西海岸，成为后续同类工程项目的典范。生态调查与保护已成为中
海油各个新建项目前期的必要环节。

强化污染防治
中海油对在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对于钻井液、各类污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及噪声控制进行全过程防治，防治措
施贯穿于设计、施工、投产的各个阶段。严格执行国家的钻井液排放标准，对于油基泥浆、含油钻屑等污染物超标的
物质，全部运回陆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污染环境。在海上油田生产中，外排生产水中的石油烃是主要的污染物。
采用物理、化学及生化处理措施，选用适合当地生产水特点的污水处理设备，使外排生产水的含油浓度大大低于国家
的标准。对海上作业产生的工业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全部运回陆地由具备处理资质的厂家进行处理，最大程度地减少
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减排温室气体
中海油将二氧化碳大规模的综合利用列为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０ 年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一，２００６年利用二氧化碳制造可降
解塑料的项目正式启动。２００６ 年 ２ 月，中海油投资建设的食品级二氧化碳项目投料试车成功，项目总投资 ２３００ 万
元，设计年产液体二氧化碳 ３ 万吨、干冰 ６０００ 吨；每年可回收利用二氧化碳 ３．６万吨。从 ２００７ 年起，改进温室气体
排放的统计工作。

建立溢油响应机制
溢油事故是海洋生态的头号杀手。中海油为每个海上油气田制定“溢油应急计划”，每年进行溢油应急演习。２００６
年所有船舶未发生任何溢油及危险货物泄露事故。
中海油建 立了中国 第一家专 业化运作 的具有 二级溢油 应急响应 能力的公 司——中 海石油 环保服务 公司 （简称
ＣＯＥＳ），填补了国内溢油响应领域的空白。在 ２０１０ 年前，沿中国海岸线建立 １４ 个溢油应急响应基地，最终形成覆盖
整个中国海域的溢油应急响应网络。

节约能源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中海油与集团内被列入国家“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名单的 ５ 家单位签署了节能目标责任书，明确
了这 ５ 家单位“十一五”期间的节能目标。２００７ 年初，中海油与所属二级单位全部签署了节能目标责任书，集团在
“十一五”期间计划节能总量达到 ２５．９５ 万吨标准煤。通过在全系统内建立能耗统计和节能报告制度，有效提高了能
源使用效率。
２００６ 年，中海油能源消耗总量为 ４１３ 万吨标准煤，与 ２００５年相比上升了 ５．６％，能源消耗增幅大大低于全国石
油石化行业能耗增幅。全年实现节能 ８．７万吨标准煤，节水 ５７７ 万方。万元企业产值综合能耗为 ０．２７４３ 吨标准煤，万
元企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为 ０．５７２４ 吨标准煤，同比分别下降了 １９．５％和 １４．９％。万元企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２．２ 方，同
比下降了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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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清洁能源事业
液化天然气（ＬＮＧ ）是新兴的清洁能源类型，中海油是中国 ＬＮＧ 产业的领跑者，率先将 ＬＮＧ 引入中国，并在东
南沿海开展 ＬＮＧ 项目的建设。广东大鹏 ＬＮＧ 项目是我国第一个进口 ＬＮＧ 试点工程，按照国际产业惯例并结合中国国
情规划建设，一、二期总规模将达到 １２１０ 万吨 ／ 年，按照热当量计算，可替代 １５７０ 万吨原油或 ２２５０ 万吨标准煤。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一期工程投产。除 ＬＮＧ 产业外，中海油还将目光转向海洋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领域， 不
断跟踪前沿技术的发展，择机投资实验性项目，力争在未来取得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先发优势，以支撑企业长期的可持
续发展。

积极回馈社会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５ 年，中海油捐款 ２２０万元用于全国妇联发起的“母亲水窖”后续行动。２００３ 年向宋庆龄基金会捐
赠 １０００ 万元，建立“中海油贫困大学生助学基金”，过去的四年中共帮助 ３５００多名学生安心完成学业。未来五年，中
海油将追加投入 １５００万元，帮助 ５８００ 多名学生走出逆境，实现梦想。参与司法部、残联等单位组织的“残疾人法律
援助基金”，２００６年向中国红十字会捐助 １０００万元资助国内外减灾救助活动。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中海油向广东省慈善总
会捐款 １０００万元，以扶助遭受台风“碧利斯”袭击的灾区人民。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０７ 年对西藏自治区尼玛县投入扶贫资金
４５００ 万元。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 １０００ 万元支持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建设。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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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组点评：
作为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中海油从创始之初即拥有了国际化的绿色基因。在积极贯彻落实本国政府的政策法规
的同时，直接运用全球一流的环境安全标准来提升公司整体运作水平。中海油在 ＥＨＳ 体系构建、温室气体减排、作业
地环境改善、新能源投资等方面都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列，并在世界舞台上积极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大型企业的风
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