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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生产运营
中国石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质量至上、安全第一、

环保优先”的理念，追求“零缺陷、零伤害、零污染”

的目标。公司将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提供优质产品和

服务作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础，持续完善产

品服务质量管理，坚持推行安全生产、绿色生产、节约

生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企业。

●	安全环保履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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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新任职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

安全述职，对安全隐患风险突出

的企业领导班子进行约谈

●	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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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2020年，公司

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态势。

管理制度与绩效考核

2020年，我们出台《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记分管理办法》《安全生产承包点管理办

法》等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强化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约谈述职、

履职能力评估，加强单位和全员安全绩效考核，公司上下层次清晰、分级负责、覆盖全

员的安全管理体系日益建立健全。

安全运营

2020年

百万工时生产安全
事故死亡率

0.0018
人/百万工时

治理二次密封油气浓
度超标外浮顶储罐

212 具

整改油气田
集输管道隐患

5800 处

●		全面启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		强化油气集输管道等重点领域

隐患治理

●		开展储气库生产、含硫天然气开发、压裂

施工、井控管理、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安

全生产集中整治

●		制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安全生产禁令

●		开展多轮井控专项督查

安全隐患治理

我们坚持隐患防治并举，建立隐患治理保障长效机制，确保隐患得到及时有效治

理，切实提高公司本质安全水平。

安全环保履职考评内容安全生产约谈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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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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

加强优质战略承包商选用，严格落实不合格承包商“零忍容”措施，开展承包商关键岗

位人员培训，考试不合格的不予录用。

●	建立安全绩效评估制度

●	评估承包商安全能力、日常安全工作

和安全绩效

●	对违反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合同

约定的承包商追究责任

●	对安全绩效评估不合格和发生严重事

故的承包商一律弃用

●	按照“谁发包谁监管，

谁用工谁负责”原则，

严格落实承包商安全监

管责任

●	对承包商安全管理情况

进行专项督查

●	推行承包商管理人员持

证上岗制度

●	提供制度建设、HSE

体系审核、安全管理、

应急处置等培训

●	实行承包商和供应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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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提升 过程控制 评价考核严格筛选

2020 年，承包商事故比
例由“十三五”前 4年
年均 49.1%降至 14.3%

安全风险管理

公司全面实施生产安全风险防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分级

防控体系，努力将风险控制在隐患产生之前，将隐患消除在事故发生之前。

● 完善生产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所属企业进行风险分级监

管、精准施策

● 全面梳理油气管网改革、“三供一业”移交等改革调整中的变更安全风险

● 制定强化油气增储扩能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方案

● 开展人口密集区油气井等重点风险井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抽查

● 开展海上油气生产、春季开工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重点项目专项安全风险评估，强化防台

风应急保障

2020年

14.3 %

中国石油供应链安全管理流程

海外社会安全管理

我们坚持“员工生命高于一切”，建立健全社会安全管理体系，全面加强社会安全

风险防控，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2020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通过建

立四级境外联防联控机制和覆盖全球78个国家（地区）的区域协调组等举措，实现海外

疫情防控“零”亡人，全年杜绝社会安全亡人事件。

2020年海外安保重点行动

强化社会安全

风险应对

●	审查社会安全管理五维绩效考核和应急预案，升级公司 6项社会安全管

理标准

●	完善国别风险评估指标，持续跟踪重点国家安全形势，开展安全风险评

估，调整 13 个国家（地区）社会安全风险等级

●	组织关于疫情常态化下的绑架风险应对和热点地区形势分析视频研讨会，

共享安保资源

●	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11 次

●	严格海外高风险以上国家（地区）新项目安保风险管控和安保方案制定

妥善应对突发

事件

●	更新发布公司《涉外社会安全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和《涉外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	在伊拉克，严格承包商管理、严肃出行管理、排查防弹车质量

●	升级公司在阿塞拜疆、莫桑比克和吉尔吉斯斯坦项目的安保管理

严格抓好防恐

安全培训

●	开设海外防恐安全培训班 130 期，培训 9841 人次；海外员工防恐安全

培训率为：管理岗 89.24%；操作岗 97.38%（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海外项目员工倒班轮换严重受阻，导致培训率低于往年水平）

清退各类不合格承
包商队伍1838支，

整顿 2800 支

2800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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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管理和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整体考虑，致力于减少企业生产运营对环境与

气候造成的不利影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节能减

排，努力实现绿色生产、节约生产，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实现能源与环境和谐。

强化风险防控

我们开展环境风险识别、评价，建立实施预测、预警、监控的风险防控管理模式，

将环境保护的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建立健全“分层管理、分级防控”的风险管理机制，

对环保风险实行分级、分层、分专业管控，确保环保风险全面受控。2020年，公司全年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

环境保护

2020年环境风险管理机制年度进展

建成生态环境隐患常态化排查治理机制

加大事故问责力度

印发《关于开展2020年度生态

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

修订《环境事件管理办法》

制定《生态环境隐患排查实施规范（试行）》

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和环境违法违规事件管控，实施环境事件升级调查及升级处理

开展生态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油气泄漏污染

放射源

失控

污染物

超标排放

安全事故

发生污染

生物多样性

破坏

环境违法违规

环境风险

分类管理
分层管理

分级防控

事
故
事
件

升
级
管
理

事
故
经
验

教
训
分
享

严
格
事
故

责
任
追
究

责
任
人
问
责

升
级
处
理

中国石油作为全国企业用地调查试点单位，积极配合国家生态环境部工作要

求，形成《中国石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工作方案》，并邀请国家级专家定期对

企业人员进行专项培训，保证参训人员及时掌握管理和技术要求。2020年底，中国

石油完成全部调查工作，国家抽查通过率达到100%。2021年2月，生态环境部土壤

生态环境司对中国石油在全国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的突出表

现予以表扬。

中国石油助力净土保卫战 获生态环境部肯定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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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利用资源

我们重视资源保护以及合理化使用。加强水资源保护，节约淡水资源，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努力提高能源和材料使用效率，最大程度减少资源消耗。

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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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强化用水过程管理、应用先进节水和污水回用技术、将节水指标纳入业绩考核

等举措，减少新鲜水用量。公司全年新鲜水用量同比下降4.47%。独山子石化公司获得

工信部等四个部委授予的“2020年重点用水企业乙烯行业水效领跑者”称号。

全产业链水资源管理

全年节水量

万立方米1033

建立安全、及时、有效的污染综合预防与控制体系，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采

取必要的防控措施，有效控制水体污染风险，预防石油泄漏。

一级预防控制体系 二级预防控制体系 三级预防控制体系

三级污染防控体系减少水体污染风险

通过设置围堰、罐区火堤及

其配套设施，防止可能产生

的轻微环境污染风险。

通过设置末端事故缓冲设施

及其配套设施，防止可能产

生的重大环境污染风险。

通过设置雨水切断系统、拦污坝、

防漫流及导流设施、必要的中间事

故缓冲设施及其配套设施，防止可

能发生的较大环境污染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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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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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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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整个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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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探开发

管道运营

炼油化工

中国石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具有灵活、高效、直观、智能等先进技术特点。

系统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通过缺失异常数据自动识别研判、

超标异常数据级报警、污染物排放数据智能预测、多参数排放数据校准统计等方

式，实现重点排污单位主要生产装置及排放源全方位、智慧化管控。

截至2020年底，中国石油联网监控污染源达680个，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录中的

所有重点污染源全部受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高架源全部受控。污染源自动监控范

围覆盖中国石油全部主要生产装置及污染源。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实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304
350 344

463

680

联网监测点数量（个）

2020年完成《污染治理升级方案》

实施《2020年污染防治项目清单》

制定公司《强化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案》

全面完成加油站防渗改造

蓝天、碧水和净土各项攻坚目标实现

中 国 石 油 智 能 环 保 管 理

系统

●	环境风险管理平台

●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	固体废物管控平台

●	环境事件管理系统

●	VOCs管控平台

●	生态环境隐患排查与治

理调度平台

●	VOCs综合治理督办平台

100

0

200

300

400

5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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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我们按照科学选址、高效使用、妥善保护、及时恢复的原则，通过创新节地技术和

管理模式，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节约集约用地，严控土地增量、盘活土地存量，并积极开

展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等工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020年，公司节地

1190公顷。

全年节约建设用地

1190 公顷

全年复垦土地

8220 公顷

全年退出建设用地

471公顷

废物处置与生态修复

我们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监管，重要的生态环境风险领域实现生产全过程管理。建立

了统一的危险废物全过程管控平台，实现危险废物三级管控机制。开展含油污泥、钻井

废物、废催化剂等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管控，完善污染防治

设施。2020年，公司固体废物管理平台上线运行。

4.0 % 4.5 % 7.3% 6.4%

加强VOCs排放管控，推进炼化企业2020年VOCs治理攻坚和对标达标行动，成品油销售

企业开展重点区域夏季“夜间卸油、错峰加油”让利行动，得到各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高度认可。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同比降幅

氨氮排放量

同比降幅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同比降幅

氮氧化物排放量

同比降幅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

我们致力于减少生产运营可能给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潜在影响，坚持源头

管控，实施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管理；全面排查整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问题；通过降噪、减排等多种方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公司有序退出环境敏感区，尽最大努力减少耕地占用，做好水土保护、植被恢复，

努力恢复作业区域生态环境。2020年，公司清退环境敏感区油气水井281口，2.03万座

在运加油站防渗改造全面完成。

公司所属 47家油气田
企业和油气田生产单
位入选国家绿色矿山

创建示范单位

47 家

全过程环境管理

多级风险防控

生态保护 监测治理 生态恢复环境管理 评  估

施  工 投  产 验  收项目建设 设  计

销售和贸易

勘探开发 油气储运

炼油化工

利
益
相
关
方
沟
通

利
益
相
关
方
沟
通

大港油田

大港油田地处渤海之滨，辖区内湿地、水库、河

道、滩涂、农田等环境形态共存。每年，北大港湿地

有数十万只鸟类栖息、停留，其中不乏东方白鹳等濒

危鸟类。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油田：

●	革新生产方式，实施清洁生产，废水、废气固

定源达标排放率稳定保持100%，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率

达100%

●	应用钻井泥浆不落地处理技术，彻底消灭了

“泥浆池”，全部实现油水不落地

●	变过去的“一井一场”为现在的“多井一

场”，源头设计远离环境敏感区

保护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发展
实例

大庆油田

在进行环境治理前，大庆油田示范区所在区域内有

多处干涸湖泡、盐碱地等裸露地块，生态环境的治理难

度和复杂程度都远远高于油田其他区域。

为此，大庆油田开展义务植树前期准备及树木栽植

等活动。如今，大庆油田生态建设示范区内：

● 栽植苗木34.6 万株

● 河渠湖泡岸边扦插杞柳 501.7 万株

● 格桑花种植区1000 余亩

● 苗木繁育达到30 多公顷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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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质量方针，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严格过程

质量控制，培育名牌产品，以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质量管控

2020年，公司以质量体系审核、质量监督检查和质量文化建设为重点，持续完善质

量管理提升，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产品与服务

2020年质量管理工作主要进展

工作重点 内容

提升产品质量

●	25 家航煤生产企业通过民航局民用航空燃料适航审定

●	4套航煤生产装置通过国产航空（舰艇）油料鉴定委员会的航煤认证，

新增航煤产能 266 万吨 / 年

●	开展外采油为重点的国ⅥB油品质量专项抽查等质量监督抽查

启动油气水井

质量集中整治

●	编制公司《油气水井质量三年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	启动实施套损套变井等 4个专项整治行动

●	成立公司油（气）井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	明确井身质量和固井质量不合格判定的七条红线

开展质量

文化建设

●	1.08万个QC小组、3626个班组、18.7万员工参与群众性质量活动

●	超过 55万名员工参与国资委质量管理知识竞赛	

●	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

产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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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其对消费者的影响，确保产品安全。积极与消费者沟通，向消费者公

开产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努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长庆油田是中国第一大油气田，在上产6000万吨的征程中，坚持以绿色矿山创建为中心，加大油气田污染防

治力度，以实际行动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创建绿色矿山 打造生态示范油田
实例

环境
保护

绿色
生产

● 退出环境敏感区油气水井近千口、场站数十座，并对退出井场和站点及时进行了生态恢复。

● 在陇东油区建成20个生态环境保护区和80多万亩碳汇林。

● 油气开发区域每年新增绿植30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95%。

● 5座天然气净化厂配套尾气处理装置，年减排SO2约数千吨。

● 142座站点加热炉由煤（油）改气。

● 2018-2020年，拆除井口燃煤加热炉3968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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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产品与服务

提供优质产品。我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优化产品结构，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

优质、环保的产品。2020年，公司持续提升高端高性能产品比例，高标号汽油产量较

2015年实现增幅524%；化工产品产量比2015年增长29%，PX、合成树脂、合成橡胶

等高效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1.1%、7.4%和10%。

品牌评级权威机构

Chnbrand 发布 2020

年中国品牌力指数 SM

（C-BPI）品牌排名

和分析报告显示，中国

石油综合评分连续四年

位居榜首。

2020年

服务网络

●	服务范围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	销售能力超过 1.1 亿吨 / 年

●	每天服务进站消费者 1000 万人次

服务品类

●	国内加油站 2.26 万座

●	昆仑好客便利店 2万座

●	昆仑加油卡实名发卡量超过 1.88 亿张

消费者满意度 ●	95504 客服热线客户回访满意度 97%

提升服务水平。我们持续提升消费体验，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2020年，

持续推进“智慧加油站”建设，努力满足消费者“人·车·生活”全方位消费需求。截

至2020年底，公司2.26万座加油站服务网点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

 化工新产品

公司坚持全球寻源、开放合作、资源共享、互惠双赢的供应商管理理念，实行供应

商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公司把环境、质量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纳入一级供应

商准入标准。积极引导供应商加强依法经营，遵守商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供应商和

承包商应遵守中国石油统一的质量、环境、健康和安全标准以及反商业贿赂、反腐败有

关政策规定，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可靠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保护劳动者人权，满足人

的发展需求。

中国石油注重与供应商的互联互通，建立了与供应商的沟通机制，通过多种方式主

动了解供应商的关切与诉求。2020年公司年采购支出近1683亿元，与中国石油合作的

境内外物资供应商23699家。

供应链管理

2020年供应商管理重点举措

完善供应商管理体系

●	强化从供应商准入到供应商退出的全过程管理，持续优化供应商资源结构，优先准入节能环保型

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	加强供应商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供应商重视商誉、诚信经营、合规

操作

推进与供应商合作，建立沟

通协调机制

●	加大供应商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开展积极交流，挖掘双方合

作潜力

●	关注供应商健康、安全、环保和合规操作，与供应商及时沟通，提升供应链的协同水平

优化供应商考核评价，促进

供应商绩效提升

●	考评 1426 家一级物资供应商 4223 项产品，动态量化考评率 100%，将企业实力、产品创新、

诚信合规纳入考评体系，对供应商进行A、B、C、D分类管理，考评结果应用于供应链建设

加强对第三方中间人/代理的

尽职调查和监测

●	实施专业化管理和动态监管，严格市场准入、网上实时评价和年度考评，建立完善退出机制

●	持续开展专项治理，查处领导人员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为亲友提供便利和谋取利益

●	运用大数据平台，交叉关联贸易商、代理商、供应商企业信息，锁定问题线索

●	深化联合监督信息系统功能应用，主动监督发现问题线索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0）
认证比例

98.14%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0）

认证比例

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ISO18000）

认证比例

92.73% 91.2%

供应商
管理原则
与理念

全球寻源		开放合作

资源共享		互惠双赢

管理理念

合规		质量		效率		效益

管理原则

一级制造商通过 ISO9000、ISO14000、ISO18000 认证比例

乙烯	产量

合成树脂产量

合成橡胶产量

乙烯	产量同比增加量

合成树脂产量同比增加量

合成橡胶产量同比增加量

634.5 万吨

化工新产品牌号

87 个

化工新产品产量

82 万吨1028.7 万吨

100.1 万吨

48 .2万吨

70.7 万吨

9.1 万吨

 优质化工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