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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冬奥
   加油未来 

2022 年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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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向您呈现这份报告，这是我们连续 23

年发布《环境保护公报》，感谢您一直以来给予的

关注。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大计。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

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以高水平

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石油从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绿色低

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以优异的生态环保业绩助力

公司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为国家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厚植最鲜明的绿色底色。

强化绿色发展顶层设计，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新

路径

2021 年，我们将“绿色低碳”纳入公司五大

发展战略之一，明确了“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

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并制定时间表、路线图、

施工图，力争在 2025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2050 年

左右实现“近零”排放。

我们研究制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3.0》，

提出构建碳循环经济的理念，计划实施“绿色企业

建设引领者行动”“清洁能源贡献者行动”“碳循

环经济先行者行动”等三大行动和节能降碳等十大

工程。我们加快构建多能互补新格局，将新能源业

务纳入主营业务发展，围绕风、光、热、电、氢实

施一批新能源项目；同时加强氢能、新材料、CCS/

CCUS、新能源服务支持战略布局，超前储备一批

清洁低碳关键核心技术；荣获“中国低碳榜样”和

“2021 年度碳中和典范企业”称号。我们联合国

董事长致辞



内油气产业链主要企业成立了“中国油气企业甲烷

控排联盟”，举办了“双碳目标驱动下的能源转型

与国际合作”论坛，与OGCI 成员公司联合发布了

《OGCI战略改革原则》《力争实现甲烷零排放倡议》。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2021 年，我们坚

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经营同向发力，持续加强生

态环境源头防控和过程管控，在大气、水、土壤、

固废四大领域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坚决守住环

保依法合规的底线和红线。一年来，全面开展“绿

色油气田”“绿色工厂”创建活动，实施 133 个

重大环境隐患治理，完成历史遗留含油污泥“清零

行动”，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四项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环保治理水平稳步提高，

全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	

事件。

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使命呼唤担当，责任引领未来。我们充分践行

央企使命，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在繁荣生态文化、

融合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树立了多个行业标杆。我们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

代化水平。我们坚定“水生态”优化治理，制定黄

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工作方案，积极推进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丽河湖保护建设。我

们咬定“蓝天”不放松，专题部署开展“VOCs 管

控能力提升百日专项行动”，落实重点区域企业秋

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坚定不移打好蓝天

保卫战。我们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助力碳市

场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我们助力“绿色冬奥”，

打造首支以中国石油自主研发的绿氢燃料火炬，向

北京冬奥组委赞助 20 万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圆满完成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空气质量保障任务。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2022 年，我们将继续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

奉献能源，为客户成长增动力、为人民幸福赋新能”

的价值追求，稳中求进推动绿色低碳变革，全力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努力成为生态治理与清洁能效“领

跑者”，奋力谱写“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中国美丽”的中国石油特色篇章。

	 	 	 董事长：

32021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全球

主要的油气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是集国内外油气勘探开

发和新能源、炼化销售和新材料、支持和服务、资本和金

融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在全球 32 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油气投资业务。2021 年，在世界 50家大石

油公司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三，在《财富》杂志全球 500 家

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

我们致力于为全球能源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等气候和温控目标提供中国石油解决方案，为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石油力量。2021 年，公司持续

完善战略体系，更加突出创新驱动和绿色低碳，更好发挥

战略对可持续发展的引领作用。

4

3

在全球

32
国家和地区开展油气投资业务

在《财富》杂志全球

500 强排名中位居第

在世界 50 家大石油公司

综合排名中位居第

关于
我们

个

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大力弘扬石油精神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建设基业长青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

52021 环境保护公报



 焦聚

集团公司化学需氧量、氨氮、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持续
下降。

固体废物管控平台建立 2 万
余个各种环节点位的基础信息

档案，对所属企业固体废物进行全

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固体废物数

据的“可申报、可核查、可追溯”。

持续推进 94 项黄河流域、

24 项长江经济带重点污染防

治项目实施，对重点项目进展定期

跟踪调度。

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每年参加义务植树约 50
万人次，植树 200 万株。

完成集团公司33 家企业环保全

要素帮扶督查。

773 个 重 点 污 染 源 实 现 在

线监测联网，在线监测数据完整率

100%。

为确保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目标，

2021 年 12 月，中国石油自愿向北京

冬奥组委赞助20 万吨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CCER），以实际行

动积极支持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

2021 环境保护公报 7



入深
污染防治
攻坚战

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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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印发《中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党组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进一步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升污染防治水平，强化环境风险

管控能力。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

“十四五”及今后一段时期集团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

全面部署和安排。从总体要求、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

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深入打好净土保

卫战、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大力发展低碳环保产业、构

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八个方面提出 31条实施意见。

中国石油细化污染防治攻坚措施，健全任务层层分解、责

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传导的工作机制，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加强环境风险防控，守牢生态环保红

线，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稳定，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集团公司

高质量发展。

总体要求

加快推动

绿色低碳

发展

切实维护

生态环境

安全

大力发展

低碳环保

产业

构建现代

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

深入打好碧

水保卫战

深入打好净

土保卫战

深入打好蓝

天保卫战

污染防治

攻坚战

92021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工作原则

			坚持方向不变、力度加大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治理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进一步

加强集团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部署，提升

污染防治水平，强化环境风险管控能力，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导语

1总体要求

坚持系统观念、减污降碳

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引领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

方针，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以更高

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实现

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

1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目标

• 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走在中央企业前列；

• 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

排放量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8%、8%、10%、10%以上；

• 甲烷排放强度比2019年下降50%，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逐步下降；

• 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治理与管控能力明显增强；

• 生态保护水平持续提升，杜绝较大及以上环境事件，绿色企业创建取得

明显成效，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

• 广泛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基本达到世界一流

企业水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一步

下降，甲烷排放强度比 2025 年下降 20%。

化学需氧量

到2025年

到2035年

8%

50%

8%

20%

10% 10%

氨氮 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
（VOCs）

甲烷排放强度
比2019年

甲烷排放强度
比2025年

112021 环境保护公报



实施土壤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工程

推进土壤地下水污染修复

强化危险废物治理与管控

推动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实施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工程

强化VOCs治理

加强大气面源污染治理

着力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

实施废水污染治理升级工程

持续强化重点流域企业污染治理

开展深度节水控水行动

强化陆域海域污染协同治理

5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

实施甲烷控排工程

建设碳资产管理平台

实行能耗碳排放强度双控

全面创建绿色企业

2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3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4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加强施工作业生态保护

强化水土保持

严密防控生态环境风险

实施低碳环保产业发展工程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业务

布局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业务

6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7大力发展低碳环保产业

8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强化生态环境责任落实

强化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管理

强化生态环境隐患排查治理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建设

132021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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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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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初，根据集团公司党组《各级党组织生态环境保护重大

事项议事规则》，集团公司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审议生态环境保护事项，进一步发挥党对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领导作用。各企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所属企业

党委议事会议 229 次，健全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

传导的工作机制，细化污染防治攻坚措施，切实推动生态环保重大问

题解决。

定期召开生态环境保护
专题议事会议

229
所属企业
党委议事会议

次

152021 环境保护公报



集团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石油炼制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陆上石油天然

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等国家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履行污染物

排放控制义务。

污染减排

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

氨氮
排放量

二氧化硫
排放量（含火炬）

氮氧化物
排放量（含火炬）

0.57万吨

0.016万吨

1.36 万吨

10.8万吨

2021 年，集团公司

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

污染物排放管理

主要举措

加强火炬放空气回收利

用，减少火炬排放，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实施污染治理设施提标改

造，确保废水、废气各项

污染物平稳达标排放

严格污染物排放达标管

控，落实生产源头污染治

理措施，强化现有污染治

理装置的运行管理

加强污染物达标排放预

警，利用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对外排废水废气

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将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指标纳入企业主要管

理层年度业绩合同，严格

考核完成情况

1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高度重视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工

作，不断加大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投入力度，切实推进含油污泥

专项整治。公司持续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监管体系，通过集团公

司固体废物管控平台，针对不同工艺环节设置了20个功能模块，

建立 2万余个各种环节点位的基础信息档案，对 102 家企业固

体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转移、综合利用和处理处

置全过程实施信息化管控，覆盖集团公司全产业链，对所属企

业固体废物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固体废物数据的“可

申报、可核查、可追溯”。2021 年，集团公司组织开展历史遗

留含油污泥“清零行动”，彻底消除了历史遗留含油污泥带来

的生态环境重大隐患。

固体废物管控

企
业
固
体
废
物
数
据

可
追
溯

可
核
查

可
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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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 2021 年 2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建立生态环境隐患调度平台，

实现隐患上报和治理进展信息化调度、一体化管控。组织开

展年度生态环境隐患全面排查，建立覆盖油气田、炼化、成

品油销售、天然气销售、工程建设、工程技术服务、装备制

造等企业的重大生态环境隐患治理清单。对治理进度缓慢的

重大生态环境隐患进行督办，组织开展重点企业隐患治理情

况现场检查，大力推动重大生态环境隐患治理销项。

生态环境隐患
排查评估

2021 年，集团公司落实国家新颁布的《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要求，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切实提高排污单位主体责任意

识，加强企业取证后排污管理，将排污许可管理纳入日常工

作，提高排污许可证质量和落实执行报告制度。建立集团公

司排污许可管理平台及执行报告提交信息上报系统，按月开

展排污许可证关键情况跟踪调度，强化证后管理，不断完善

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

排污许可管理

1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深入实施“三线一单”，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认真执行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规范开展自主环境保护验收，

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保护管理，从源头控制污染和保护生态。建立实施重

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度协调机制，认真执行法规标准、环评报告、设计规范，

落实排污许可管理法规，规范排污取证、证后监管、执行报告报备等管理，做

好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的有效衔接。

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

资源利用

上线

生态保护

红线

环境质量

底线

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

三线
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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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集团公司先后印发《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强化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

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工作方案》，部署生态保护、

清洁生产、三废污染防治、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

治、环境风险防控、环境监管等领域强化措施；

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落实黄河流域、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案要求的通知》，持续

推进 94项黄河流域、24项长江经济带重点污染

防治项目实施，对重点项目进展定期跟踪调度。

重点流域

94

24

持续推进

黄河流域

长江经济带重点污染
防治项目实施

项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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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圆满收官后，2021 年，中国石油

对企业用地进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实施了包括隐患排查、自行监测、初

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等多项管控措施。为落实国家相关要求，中国石油组织

对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了验收和评估总结工作，完成

1081 个地块的技术验收、行政验收和评估总结。

中国石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受到生态环境部的高度赞扬，生态环

境部办公厅专门发函至中国石油，赞扬中国石油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政治自觉，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政治担当，落实环保责任、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

土壤地下水
风险管控

1081
完成

地块的技术验收、行
政验收和评估总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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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

环境保护
技术攻关

加强大数据监测预警管理，持续规范集团公司重点污染源监管，严

格监控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对超标和异常排放实施在线监测升级预

警，并开展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核查。2021 年，773 个重点污

染源实现在线监测联网，较 2020 年增加 93 个，在线监测数据完整率达

到 100%。

加大环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依托《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开发环

境检测与保护关键技术》《低碳与清洁发展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等重大

专项研究形成一体化科技成果。安排部署《绿色油气田污染防治及生态保

护研究》《炼化企业绿色智能化污染防治系统建设研究》等基础性超前性

重大科技项目，依托《二氧化碳规模化捕集、驱油与埋存全产业链关键技

术研究及示范》等重大科技专项，开展CCUS产业链技术、油气资源开发

HSE风险防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攻关。

100%
2021 年 完整率达

重点污染源实现在线
监测联网

77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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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团公司党组会议（扩大）

部署建立集团公司督查、专业公司督查、企业自查三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查体系。模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订印发集团公司生态环境

保护帮扶督查工作方案和工作规范，发现主要环境问题、追溯问题原

因、帮扶督促加大问题整改力度，促进企业环保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

全面防控环境风险。2021 年完成集团公司 33 家企业环保全要素帮

扶督查。

生态环境保护
帮扶督查

集团公司党组

会议（扩大）

部署建立

集团公司
督查

专业公司
督查

企业
自查

三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查体系33
2021 年
完成集团公司

企业环保全要素
帮扶督查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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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
    目标
注关

2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低碳发展
行动计划 3.0

中国石油深刻地认识能源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意义，公司制订

《中国石油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 3.0》，推动中国石油从油气供应商向综合

能源服务商转型，按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

实施绿色企业引领者行动、清洁能源贡献者行动、碳循环经济先行者行动，力

争 2025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2035 年外供绿色零碳能源超过自身消耗的

化石能源，力争2050年左右实现“近零”排放，确保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

清洁替代

（2021-2025 年）

◆	 	以生产用能清洁替代为抓手

快速起步，产业化发展地热

和清洁电力业务，加强氢能

全产业链、CCS/CCUS 等

战略布局

◆	 	2025 年 新能源产能比重

达到 7%

战略接替

（2026-2035 年）

◆	 	扩大地热、清洁电力，产业

化发展氢能、CCS/CCUS

业务，大幅提高清洁能源生

产供应能力和碳减排能力

◆	 	2035 年实现新能源、新业务

与油气业务三分天下，基本

实现热电氢对油气业务的战

略接替

绿色转型

（2036-2050 年）

◆	 	锚定碳中和目标，继续规模

化发展地热、清洁电力、氢能、

CCS/CCUS 等新能源新业

务，助力社会碳中和

◆	 	2050 年 热电氢能源占比

50%左右，实现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

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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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企业建设引领者行动

清洁低碳能源贡献者行动

碳循环经济先行者行动

节能降碳工程

甲烷减排工程

生态建设工程

绿色文化工程

“天然气 +”清洁能源发展工程

“氢能 +”零碳燃料升级工程

综合能源供给体系重构工程

深度电气化改造工程

CCUS产业链建设工程

零碳生产运营再造工程

清洁替代 战略接替 绿色转型

2
0
2
1
-
2
0
2
5
年

2
0
2
6
-
2
0
3
5
年

2
0
3
6
-
2
0
5
0
年

油气化石能源业务

新能源新业务

总体部署

行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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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坚持“绿色发展，奉献能源，为客户成长增动力，

为人民幸福赋新能”的价值追求，将绿色低碳纳入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按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

实施“减碳、用碳、替碳、埋碳”四举措。以下精选的 23个中国

石油绿色低碳发展典型示范项目，是集团公司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建设绿色工程、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的具体写照。

践行
绿色低碳理念

积极探索完善碳捕集、

碳封存的技术路径和效

益路径，规模实施二氧

化碳驱油、二氧化碳埋

存，不断做大“零碳”“负

碳”产业，增强生态系

统固碳能力与规模。

从源头减少碳排放，大

力实施节能工程，提高

能效和能源利用水平，

降低能耗，大力发展天

然气业务。

不断提高碳的利

用率，加大二氧

化碳化工利用与

产业化发展布局。

对传统化石能源进行有

效接替，大力推进地热、

光热替代油气生产传统

用热，推进清洁电力替

代煤电，加快氢能制取

与规模应用，扩大“绿

电”利用规模，持续提

高电气化水平。

减碳 用碳 替碳 埋碳

低碳发展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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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发展地图

1	 长庆姬塬油田回收利用伴生气

2	 大庆油田马鞍山“碳中和”林

3	 吉林油田CCUS示范工程

4	 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欢三联合站地热应用工程

5	 冀东油田曹妃甸新城地热供暖项目

6	 大港油田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项目

7	 玉门油田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目

8	 塔里木油田塔中沙漠公路太阳能利用工程

9	 南方勘探福山油田气藏CCUS项目

10	 独山子石化塔里木乙烷制乙烯项目

11	 长庆石化“炼化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12	 大港石化生产国ⅥB清洁汽油保供冬奥

13	 华北石化副产氢提纯项目

14	 吉林石化二氧化碳回收装置

15	 北京销售金龙综合能源服务站

16	 河北销售张家口太子城服务区加氢站

17	 甘肃销售兰州分公司莫高综合能源站

18	 浙江销售金华分公司永康石江综合供能服务站

19	 东方物探山西临兴东三维项目

20	 西部钻探能源替代项目

21	 中俄东线管道项目

22	 西气东输三线闽粤管道项目

23	 	新疆五家渠市新湖芳草湖生物质热电联产清洁供热目

2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司加快推动碳排放管控体系建设，制定了《关于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考核

管理办法》《碳交易管理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管理办法》，

确立了集团公司碳排放“1+3”制度体系，成立“温室气体核查核

算中心”，全面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核算，把节能减排、减污降

碳纳入公司管理层和各子分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业绩合同，强化落实。

温室气体
排放管理

1+3
确立了
集团公司碳排放

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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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积极参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21 年 7月 16 日，参

加了在上海环境排放交易所举办的首日上线交易活动，成为获得“全国碳市

场首日交易集团证书”的 10家企业集团之一，见证了中国碳市场发展的重要

历史时刻。

参与中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

中国油气企业甲烷控排联盟是国内首个由企业发起、联合油气产

业链主要企业进行甲烷管控等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的组织，油气行业也

是国内首个明确提出 2030 年甲烷强度控制目标的能源行业。联盟成

立被写入 2021 年 10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与行动》白皮书，并获得国际能源署 (IEA) 的高度认可，在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油气行业甲烷排放》报告中专文进行肯定。

发起甲烷
控排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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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积极探索完善碳捕集、碳封存的技术路径和效益路径，

持续加大在碳捕集、利用、封存（CCUS）方面的研究，推动示范

项目建设，从总体规划、科学研究、基础建设、试验示范及产建、

人才队伍等 5个方面进行工作部署。

低碳技术
研发应用

长庆油田姬塬油田、
南方石油勘探

CCUS
先导试验区建设投运

2021 年
集团公司
实现 CO2 埋存量

56.7万吨

吉林油田
CCUS 示范工程
稳定运行 13 年，
累计 CO2 埋存量

209万吨

松辽盆地

200万吨

CO2 注入规模
进入工程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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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国际气候倡议

OUR BELIEF

The Oil and Gas Climate Initiative
(OGCI) supports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well below 2°C and pursuing efforts 
to limit it to 1.5°C, and recognizes that 
there is a real urgency to act. 

We support the need for the world to move to a net zero carbon emission 
future, also called carbon neutrality. This will requi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an energy transition and a reduction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oil and gas. 

OGCI and its members companies, by tak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ctions, will help accelerate the energy transition through deep reductions in 
greenhouse gases. 

OGCI Climate Investments supports these efforts to drive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carbon emissions by investing in technologies and projects that 
lower methane 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r capture and store carbon 
dioxide. It seeks to accelerate global implementation of low carbon solutions 
across the energ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nsport sectors by 
collaborating with OGCI members, governments and other investors. 

The energy transition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s. But 
there is no one single solution. It will require changes among consumers,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We aim to act, innovate, invest in and 
implement solutions at scale, working in partnership and creating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WARDS NET ZERO OPERATIONS
All OGCI member companies aim to reach net zero emissions from operations 
under their control1, and also leverage their influence to achieve the same 
in non-operated assets, within the timeframe set by the Paris agreement, 
recognizing that we have many, but still not all, the answers needed to get there. 

We will continue to stay action-oriented, continue to report transparently, and 
update our ambitions as we progress towards net zero. Our updated set of 
ambitions include reducing upstream methane emissions intensity to well 
below 0.20% by 2025, bringing carbon intensity from our upstream operations 
down to 17.0 kg CO2e per barrel of oil equivalent by 2025 and bringing routine 
flaring to zero2 by 2030. These are important near-term steps on this journey. By 
2025, this could bring an additional reduction of around 50 million tonnes of CO2 
equivalent per year. 

Our success will rely on acceleration of innovative and large-scale solutions 
such as applications of efficiency measures,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electrification, hydrogen solutions, and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methane leak detection and elimination, bioenergy as well as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in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NCS)3. 

1	 	Defined	as	Scope	1	and	Scope	2	emissions	
2	 	Per	the	World	Bank	“Zero	Routine	Flaring	by	2030”	Initiative.	
3	 Carbon	credits	should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itigation	

hierarchy.	Avoiding,	minimizing,	and	reducing	emissions	should	be	prioritized	and	continue	
in	addition	to	the	use	of	NCS	credits.

OGCI STRATEGY 
September 2021

Patrick Pouyanné 
TotalEnergies S.E.

Amin Nasser 
Saudi Aramco

Ben van Beurden 
Royal Dutch Shell plc

Joaquim Silva e Luna 
Petroleo Brasiliero SA

Vicki Hollub 
Occidental

Josu Jon Imaz 
Repsol S.A.

Michael K. Wirth 
Chevron Corporation

Bernard Looney 
BP Plc

Darren Woods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Anders Opedal 
Equinor ASA

Dai Houliang 
CNPC

Claudio Descalzi 
Eni S.pA.

ogci.com/strategy 

In addition to collaborating and investing together with industry, it is essential for governments to develop enabl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provide certainty for long-term, large-scale profitable investments needed to reduce 
emissions. We encourag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plicit mechanisms giving a value to carbon, such as explicit or 
implicit carbon prices or incentives.

LEADING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As a leadership group, but still only representing around 30% of the world’s tot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we will work 
proactively with and encourage the entire oil and gas industry, also the 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ies, towards net 
zero operations, including the ambition of near zero methane emissions. Total direct emissions from the global oil and 
gas industry are estimated to be around 4 gigatonnes of CO2 equivalent per year4. 

ACTING TO HELP DECARBONIZE SOCIETY

OGCI members, with their innov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and execution competenc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solutions at scale, enabling society to reach net zero and a circular carbon economy faster.

Our member companies are already active in areas such as sustainable mobility and product stewardship, low carbon 
hydrogen, energy storage, bioenergy and biofuels, synthetic fuels, CCUS, energy efficiency and digitalization and many 
other key parts of the future energy system including large investments in renewables, such as solar and wind.

OGCI member companies have a key role in working with their customers, partners, other industries and policymaker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help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to a net zero society. 

OGCI Climate Investments, as a specialist investor, commits capital exclusively to drive substantial realized emissions 
reduction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Our industry backgrounds, deep technical knowledge, operating experience, 
expansive networks and collaborations, track record of commercializing complex and nascent technologies enable us 
to open customer markets, scale and expedite our portfolio companies’ deployment, 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s a 
net zero carbon future.

LEADERSHIP TO ACCELERATE THE ENERGY TRANSITION

OGCI will continue to be a CEO-led platform for its members to act, share, reflect upon and evolve climate ambitions, 
and accelerat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ctions towards a net zero emissions future consistent with the Paris 
Agreement. We believe in pro-competi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mpanies, across value chains and across regions.

OGCI recognizes that companies have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and stakeholders, and in some cases national 
obligations. These factors may impact the form of their climate strategies. 

Oil and ga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s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and OGCI and its members have a role 
continuing to provide access to energy in an affordable, reliable, and sustainable manner and to collaborate to be key 
architects of the energy system of the future.

4  Rystad,	IEA,	McKinsey ogci.com/strategy 

2021 年，中国石油不断加强OGCI 相关工作，与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成

员公司共同签署发布公开信，重申继续加快碳减排行动，承诺在《巴黎协定》规定的时间

框架内，实现所管辖经营活动碳中和（净零排放），加速推进温控目标实现，加大在能效提升、

低碳氢能、低碳燃料、CCUS等领域全产业链技术合作，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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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要求，集团公司结

合实际，克服疫情影响，坚持“领导带头、员工广泛

参与、尽责形式多样”原则，继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近几年，集团公司每年参加义务植树约 50万人次、

植树 200 万株。下属各企事业单位统筹规划，以不

同方式开展植树造林工作，一些单位还按照政府要求

参加当地国土绿化活动。大庆油田义务植树采取集中

栽植与分散栽植相结合的方式，将义务植树与油田各

类绿地建设有机结合；长庆油田把义务植树与绿色油

气田、绿色场站、绿色油库、碳汇林建设等工作有机

结合，整体统筹安排，确保活动方案符合实际。

创新开展
义务植树

50
集团公司每年参加
义务植树约

万人次

200
植树

万株

为更好地发挥中国石油集团在应对气候变化，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集团

公司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公司与中国绿化基金会签订

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绿化基金会合

作协议书》，合作开展“中国石油绿色碳中和行动”

项目。

中国石油集团与中国绿化基金会商定，以“我为

碳中和种棵树”作为项目名称，在全民义务植树网开

展募资，计划募集资金不少于2000万元，募集期4年，

所募资金用于集团公司义务植树、规模化建设碳汇林、

碳中和林，计划造林 4000 亩，布局集团公司碳汇林

工程，打造央企碳汇林、碳中和林建设示范工程。

我为碳中和
种棵树

4000
计划造林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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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冬奥
力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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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日，集团公司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荣誉——北京冬奥组委向中国石油颁发碳中

和特殊贡献牌匾。此前北京冬奥组委还专门致函，

感谢中国石油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碳中和工作做出的贡献。为助力北京冬奥会实现

碳中和目标，2021 年 12 月，中国石油自愿向

北京冬奥组委赞助 20 万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北京冬奥会的

筹办工作。

实现碳中和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申办承诺，北京冬奥组委

于 2019 年从低碳能源、低碳场馆、低碳交通等方面提出了 18

项碳减排措施。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中国石油积极

履行职责使命，全力以赴从油、气、氢、餐、宿等方面提供立

体保障，参与北京冬奥会碳中和专项工作，从低碳能源、低碳

交通等方面为绿色冬奥赋能。

赞助 20 万吨
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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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首座新形象标准综合能源站

2021 年 12 月 16 日，在距离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 50天之际，中国石油首座新

形象标准综合能源站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

北油氢合建站正式发布，这不仅是中国石油

全面助力“绿色冬奥”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也标志着中国石油秉承“绿色发展、奉献能

源，为客户成长增动力、为人民幸福赋新能”

的企业价值追求，开启综合能源服务新时代

的到来。

此次发布的新形象综合能源站以白色为

主色调，辅以红色的线条，寓意新时代中国

石油新发展的无限空间、无限可能，整体设

计更具包容性、未来感、时尚感。这座油氢

合建站，距离崇礼区太子城场站 26公里，在

奥运赛事期间，承担为冬奥车辆提供油、氢

能源保供服务等任务。

综合站的加氢装置

发布
综合能源站
新形象

3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
   企业

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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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企业创建行动是集团公司党组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集团公司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进行的重大行动部署，将成为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动世界一流综

合性能源公司创建的重要激励机制。2021 年，集团公司印发《绿色企业创建行动指导意见》，

完成了油气田、炼化、油品销售业务绿色企业评价标准编制工作，从绿色产品和服务、绿色生产

和工艺、绿色文化和责任三个方面，引导企业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转型。2021 年完成了首批长庆

油田、塔里木油田、西南油气田、南方油气勘探，独山子石化、大港石化、长庆石化、北京销售

8家绿色企业认定工作。

长庆油田

塔里木油田

西南油气田

南方油气

勘探

独山子石化

大港石化

长庆石化

北京销售

家绿色企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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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新疆油田以集团公司固体废物管控平台为抓手，以

固体废物全过程依法合规闭环精细管理为目标，细化完善固体废物

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固体废物第三方运输、处置、利用的资质审查

和能力评估，以及处置、利用去向的监管。全面排查、精细治理，

完成历史遗留含油污泥清零工作。

新疆油田不断深化完善油泥减量工作机制，制定 6类 17 项减

量措施，在生产各环节推进源头消减、过程控减和综合利用，在油

气上产的形势下，新产生油泥减量 10%以上，实现增产不增污，

“油气田企业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的含油污泥立体式污染防治管理

实践”获得 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

等奖。

新疆油田固体废物
全过程管理

6
制定

类

17 项

新产生油泥减量

减量措施

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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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勘探公司针对钻井过程中泥浆池环境风险问题，创新研发

了钻井泥浆随钻不落地处理技术，实现了钻井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

资源化利用。随钻不落地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取消了钻井泥浆坑，

水基钻井泥浆经随钻处理后，液相可以回用、固相用于制砖，单井

减少井场用地面积 20%，减少钻井用水 35%。同时，通过对水基

钻井岩屑危险特性的研究，推动了水基钻井岩屑从危险废物名录中

去除。该技术在中国石油全面推广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该技术被评为集团公司和海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南方勘探科技研发
提升绿色钻井水平 

20%
单井减少井场用地面积

35%
减少钻井用水

4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独山子石化推行
清洁生产源头管控

独山子石化公司积极推行清洁生产，炼油采用加氢处理

工艺，以清洁生产审核为抓手，从源头减少资源浪费，严格

过程管控，废润滑油送入常减压装置进行回炼，苯乙烯废液

送入乙烯加氢单元作为原料，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严格废水分级管控，实施上游点源治理，废水经预处理

后进入污水处理场，避免造成系统冲击。建成并投用污水提

标和减排系统，实现污染物减排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污水回

用率至 75%以上，再生水回用于动力站原水和循环水系统。

高效运行环保治理设施，开展VOCs 网格化监测，区域空气

质量逐年向好。与政府联合举办“无异味企业示范工作现场

会暨公众开放日”，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进厂参观，实地了解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感受绿色发展。

412021 环境保护公报



北京销售公司建有并运行油气回收系统、埋地油罐防渗措施、在

线监控系统，发明的清净剂下装设备、免洗新型油样瓶得到推广。库

站全部取得排污许可证，完成京ⅥB油品升级，执行最严环保标准。

淘汰所有燃煤、燃油采暖锅炉，推进光伏、地热等新能源利用，

建成两座加氢站，向社会供应氢能，连续两年碳排放核查结果均低于

政府核发配额，奠定“双碳”基础。

北京销售
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

福田加氢站

金龙综合能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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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销售将
“排污许可”作为
库站环境保护的核心

浙江销售公司所属 475 座库站，在国家及地方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要求的时间节点前，全面完成了排污许可证的

申领、核发工作。在申报前，全面梳理环境影响评价、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危险废物处置协议、雨污水纳

管、油气回收检测报告、资料与现状是否相符等方面的工

作。以“排污许可”作为库站环境保护的核心开展工作，

从设施设备完好性、油品接卸和加油两个现场操作规范性、

督导检查等方面着力提高管控力度，明确 LDAR检测、自

行监测、年度执行报告等重点内容及频次要求并不定时督

导库站完成情况，严守环境保护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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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首个碳中和林——中国石油大庆油田马鞍山碳

中和林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在大庆油田举行了揭牌仪式，

完成一期苗木种植。2021 年 4 月，大庆油田生态环境管护

公司与大庆油田广电集团一起，组织 3000 多名油田职工家

属和热心市民志愿者以义务植树方式参与碳中和林二期建设，

栽植乔灌木 6200 株，累计栽植 2.13 万株。至此，该碳中和

林共造林 510 亩，造林计划全部完成。大庆油田还在碳中和

林基础上，启动万亩碳中和园建设。

大庆油田建设
碳中和林

3000
2021 年 4 月

油田职工家属和
热心市民志愿者

多名

6200
栽植乔灌木

株

510
碳中和林共造林

亩

造林计划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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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哈法亚项目以“合规、履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

展”作为油田绿色开发的主题，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安全环保指

导方针，严格遵守所在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持续加强污染防

治和生态建设，积极开展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让“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落地，让生态环保

与生产经营同轨同步。

伊拉克哈法亚项目靠近哈维则湿地，该湿地是伊拉克唯

一一处受《国际湿地公约》保护的湿地，生态环境高度敏感。

项目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多举措开展湿地生态保护，严格执行

HSE标准，减少人为活动给湿地带来的污染，努力保护湿地

候鸟栖息环境，赢得了伊拉克政府和合作伙伴认可与信赖。

伊拉克哈法亚油气处理三厂全景图

伊拉克哈法亚项目
坚持环境保护与
生产经营和谐发展

272
素有伊拉克石油市场“原油外输生命
线”之称的米桑原油管道，全线

公里

将油田生产的原油沿底格里斯河向东
南方向运抵法奥港

在管道建设期，项目采用定向钻穿越
施工方案，并选取环保泥浆材料及泥
浆回收系统，使泥浆重复利用率达

80% 以上

努力避免了因开挖河流导致环境破坏
和水体污染

伊拉克哈法亚油田外成群结队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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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项目
环保获奖

Betara 天然气处理厂获得天然气绿色等级环保奖Geragai 原油处理厂获得原油绿色等级环保奖

奇姆肯特炼油公司获

哈石油“生态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
奇姆肯特炼油公司获

哈石油“巴雷斯”企业社会责任奖

曼格什套公司获哈石油

“2021 年环保最优奖”

哈萨克斯坦
多个项目公司获得

环保奖项

印尼公司佳步项目
获环境林业部

绿色等级环保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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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奉献能源 

为客户成长增动力 为人民幸福赋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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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表达和阅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报告中还以
“中国石油”“中国石油集团”“集团公司”“公司”和“我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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