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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
企业简介
Ｂ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其

ＢＰ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在于通

生产和经营活动遍布六大洲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拥有近１０

过负责 任的 生产 和经 营活动 造福 社会 ，

万名员工。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在《财富》全球 ５００ 强排名中，ＢＰ一直

同时为应对全 球或经营所在 国面临的能

位居前五位（２００７ 年度位居第四）。

源、 环境和 社会 发展 等挑 战作出 努力 。

ＢＰ是最早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外资企业之一。迄今为止 ＢＰ在

“做社会好公民，与社区共繁荣”，是 ＢＰ一

华商业项目累计投资已达 ４５亿美元，拥有独资、合资企业 ３０多家，

贯的追求。 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并行不

员工总数超过 ４０００ 人。

悖则是 ＢＰ坚定的信念。
——德开瑞

对外信息披露：公司网站、可持续发展报告（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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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应对全球变暖
ＢＰ是石油行业第一个对气候变化问题公开表态的企业：
“如果人类事实上是在改变气候，那么能源产业必须是解
决问题的一员”。 随后ＢＰ迅速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致力于在四个领域应对气候变化：一是管理 ＢＰ
自身运营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ＢＰ原先制定的到 ２０１０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 １９９０ 年的
排放水平上降低 １０％的目标，于 ２００１年—即提前 ９ 年—得到了实现。自 ２００１年以来，ＢＰ 已成功地将自身的温室气体
排放增幅减少了 ５０％，平均每年约减少 ５００ 万吨。二是开发新型低碳能源业务。２００５ 年 ＢＰ成立了“替代能源”业务
部门，并承诺在未来十年投资 ８０ 亿美元开发风能、太阳能、氢能和高效燃气发电。２００６ 年，ＢＰ 创立生物燃料业务部
门，并宣布投资 ５ 亿美元建立能源生物科学研究院，应用生物科技新成果来发展低碳运输燃料。三是提高公众意识。
四是积极参与政策辩论。
２００６年，美国“对环境负责经济体联盟”组织塞利斯（Ｃｅｒｅｓ）指出在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方面，ＢＰ 在
全球企业中排名第一。
ＢＰ于 ２００７年正式启动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２００７品牌推广活动，通过多种多媒体形式推出“碳排放计算器”，
旨在呼吁整个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给予关注。
ＢＰ是美国“气候伙伴行动计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的发起者之一。该组织致力于推动
美国联邦政府尽快制定全国性温室气体减排法案。

合作共赢，共同提升行业标准
ＢＰ制定了详尽严格的规则来规范企业自身及其供应商的行为，并在中国及其它地区，执行统一的业务操作准则，
使公司所有员工和供应商、合作伙伴都能享有最高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标准。在中国，ＢＰ一直致力于将这种高标准和
丰富的业务运作经验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分享，在构筑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为提高整个行业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标
准做出积极的贡献。

环境参数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７６８０ 万吨

７３２０ 万吨

５９３０ 万吨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９９０ 万吨

１３９０ 万吨

１０１０ 万吨

二氧化硫

１２．６ 万吨

１２．４ 万吨

１０．６ 万吨

氮氧化物

２１．５ 万吨

２１．８ 万吨

１９．６ 万吨

一次能源消耗量

Ｎ．Ａ．

Ｎ．Ａ．

１０．３ 亿吉焦（ＧＪ）

非温室气体排放

Ｎ．Ａ．

Ｎ．Ａ．

５２．７ 万吨

碳氢化合物放空燃烧（勘探与生产）

１３４．３万吨

１５１．４万吨

１２４．１万吨

淡水抽取

４．９３ 亿 Ｍ３

４．７９ 亿 Ｍ３

３．４２ 亿 Ｍ３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向水体排放

５．７万吨

４．６万吨

７．１万吨

处置的有害废弃物

１５．９ 万吨

２３．７ 万吨

２７ 万吨

（来源：ＢＰ２００６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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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员工权益保护
ＢＰ将员工安全放在第一位，即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第一考虑人的
安危，第二考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之后再考虑财产损失。ＢＰ的ＨＳＳＥ
（健
康、安全、保安和环境）条例明确列
举了员工需要遵守的安全行为准则。
ＢＰ深切地认识到，安全的经营不仅
取决于技术可靠的装置与设备 ，更
离不开称职的人员和积极的ＨＳＳＥ文
化。因此，ＢＰ不断加强对员工日常
工作生活中安全意识的培训。 例如
在开任何会议的时候，ＢＰ的第一项
内容永远都是讲解现场的安全通道。
ＢＰ公司对员工权益的保护不仅
限 于 为 员 工提 供 基 本的 社 会 保 障
（如医疗、社会养老以及各种企业补
充保险），还包括通过安排月度安全

（ＢＰ风能加油站）

检查、防御性驾驶培训课程、职业卫生健康教育等活动进一步主动地保护员工的个人权益。此外，公司根据劳动市场
和经济状况调整薪酬，并实行透明的内外职务公开招聘。
ＢＰ内部设有员工满意度调查（ＰＡＳ）系统，鼓励所有员工每年就公司的管理、工作环境、管理层的表现、奖惩制
度等打分。管理层被要求对员工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最终ＰＡＳ 系统所反应的积分将体现在对管理层和
各级别的经理所进行的业绩评估上。
ＢＰ非常注重人文环境的创造，努力营造一个相互信任的工作环境，使每一个为 ＢＰ工作的员工都享有尊严、得到
尊重。员工的招聘、选拔、发展和晋升均以才能为准，而不受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残疾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推进行业标准的发展
ＢＰ与中石化合资的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ＳＥＣＣ Ｏ）不仅有着世界级水平和规模的乙烯装置，
同时建立并
实施着一套源于 ＢＰ的严谨完善的健康、安全、环保（ＨＳＥ）体系。该体系保证了这个需要 ５０００ 万人工时的建筑工程极其
罕见地实现了零伤害率。为了总结经验并向业界推广，ＢＰ联合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ＣＢＣＳＤ）一起总结了上海赛
科项目中安全施工方面的经验，并参与制定和推广环境保护、生产安全机制及健康方面的指导准则和最佳范例。该指
导准则已经递交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有望成为新的行业标准。同时，为了让业界同行更好地理解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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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科专门邀请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成
员公司以及非成员公司的管理人员到赛科进行
现场考察，并为他们组织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的培训，切实帮助同行提高化工工程的安全和
环境标准。
在油品运输行业，ＢＰ与中石油组建了燃油
合资公司中油 ＢＰ。中油 ＢＰ在运营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一套包括对车辆和罐体标准做出详细要求
的运油槽车新标准，以确保油品运输操作的安
全性和环保性。通过三年的不断努力，中油 ＢＰ
的这个标准在安全环保表现、配送效率和运输
成本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并逐步被其他石
油企业、危险品运输公司、制造厂和政府有关
部门所认知和采用。

上海赛科和珠海 ＢＰ 的环境绩效

＊ 在安全生产方面，健康、安全、保安、环保和质量（ＨＳＳＥＱ）体系顺利推行。需要 ５０００ 万人工时、持续 ３６ 个
月的建筑工程实现了零伤害率。无论是进度、质量还是费用控制，均创造了国内外同类领域工程建设的奇迹。
＊ 在污染控制和节能减排方面，在设计阶段力求以“零”排放为评估和选择生产工艺的起点，在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气体排放，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减少噪音污染等方面实现高标准。赛科融入上海化学工业区一体化环境保护体
系，依托园区集中生化污水处理装置和集中废弃物焚烧处理装置分别处理废水和废弃物。２００７年总体实现节约 ３．８万
吨标油，减少成本投入约 １ 亿元人民币。
＊ 在道路运输安全方面， 赛科亲自对运输承包商进行防御性安全驾驶以及道路安全等常识的培训。 在每年送货
需行驶 １３００ 万公里的情况下，２００７年度，仅发生一次交通事故。这样的安全纪录在 ＢＰ 全球乃至整个石油化工行业中
也是名列前茅。

＊ 在安全生产方面，珠海 ＢＰ连续四年实现无工伤缺勤事故的安全业绩。
＊ 在节能减排方面，珠海 ＢＰ是第一家采用 ＢＰ 尾气处理专利技术的企业。ＰＴＡ 二期装置与传统技术相比，拥有更
高的能量利用效率，在一期比传统技术节约能耗 ４０％ 的基础上，ＰＴＡ 二期单位能耗方面又进一步降低。由于在节能减
排上的杰出贡献，公司总裁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 被评为珠海市“２００７经济年度人物 － 节能减排奖”。
＊ 在污染控制方面，新开发的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绿色 ＰＴＡ 技术已经可以将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控制到最低。 相
对传统技术，可以降低温室气体 ６５％、减少液体废物排放 ７５％、降低固体废物（有机碳总量）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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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投资于可持续能源研发

２００２ 年，ＢＰ正式启动与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合作的“清洁能源 面向未来”项目。该项目为期 ３０ 年，投资逾
３０００万美元。项目关注中国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也承担该领域的本土科技创新，目的在于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
展提供可靠、清洁的能源。在此项目之下，ＢＰ与清华大学合作，与 ２００３年成立了 ＢＰ－ 清华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

２００７年 １２ 月，ＢＰ与大连化物所联合成立了大连化物所 －ＢＰ能源创新实验室。这不仅是筹建中的洁净能源国家实
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ＢＰ研发清洁能源全球规划中的一部分。ＢＰ 公司为此捐赠 ３００ 万美元，同时承诺在今
后的 ２０ 年中，每年对该实验室投入不低于 １００ 万美元经费的支持。

２００５年，ＢＰ与广东中山大学合作建立了中山大学— ＢＰ液化天然气教育培训与研究中心。作为中国首个液化天然
气（ＬＮＧ ）工程方面的教育与科研机构，该中心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 ＬＮＧ 工程科学基地，为中国快速发展的 ＬＮＧ 产
业做出积极贡献。

２００７年 ８月，ＢＰ与中国科
学院在上海 签署谅解备 忘录，
宣布携手建立清洁能源商业化
中心的意向。２００８年 １ 月，双
方进一步签署了为成立清洁能
源商业化中心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框架协议。清洁能源商
业化中心致力于在中国加快清
洁煤及相关 转化技术的 发展，
并通过主要技术的商业化，综
合 协 调管 理 以煤 炭 为主 要原
料、以燃料和化学产品生产以
及 发 电为 目 的的 大 型示 范项
目，同时开创并提供相关价值
链的投资机会。
（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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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学生绿色教育行动”
１９９７年，ＢＰ联合中国教育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为期十年的“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 ＥＥ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评为“社会公益十佳示范工程”。
截止 ２００７年底，ＥＥＩ 项目覆盖了全国 ２３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 １９ 所重点高等师范院校和 ２ 所综合性大学建
立了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为全国近 ５０００ 名教研员进行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直接受益
学生已逾 ５００万人次。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８０．８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９．２

８

８

８．４

８．６

８

８．４

７．８

９

５．４

评审组点评
作为应对全球变暖的领导者之一，ＢＰ公司率先在新能源研发、投资等领域确立了先发优势，并借此开启公司的竞
争战略转型；同时在推动公众对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的意识提升方面不遗余力。ＢＰ中国与本地伙伴进行密切合作，通
过引入安全管理体系、资助清洁能源研发、实施环境教育者计划等策略，有效地融入了本地社会，为中国能源战略的
可持续性贡献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