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内最大的油气生产供应

企业。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石油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不忘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始终牢记推进我

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使命，积极履行国企责

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提升综合实力

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

的骨干力量。

40年来，中国石油着力发展油气业务。

2017 年中国石油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排名

第四、世界50大石油公司中排名第三。

40年来，中国石油着力深化改革。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发展道路，落实国

家关于政企分开、建立现代公司体制等决策

部署，推进集约化管理、专业化运营、一体化

发展，调整优化管理体制、市场化机制，稳步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

促进公司治理体系和管控能力现代化国际

化。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实施创新战

略，复杂油气藏勘探和高含水、低渗透油田

开发等技术国际领先，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

开发技术成熟配套，油气管道关键技术不断

发展，炼化重大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取得突

破，物联网、云技术等信息化应用走在央企

前列，获得一大批国家专利和科技进步奖

项。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全面落实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要求，牢牢把握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这一独特政治优势，将党建工作总体

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

理各环节，大力弘扬石油精神，深化企业形

象建设，统一思想、建强组织、锤炼作风、严

明纪律，团结带领百万员工坚决听党的话、

跟党走，铸牢企业发展的“根”和“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判断。经过几

十年改革发展，中国石油在资源基础、科技

实力、业务布局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积淀形

成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具备了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良好基础条件。中国石油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

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健发展

方针，突出创新引领、整体协调、绿色低碳、开

放合作、共建共享，提升资产创效能力、改革

创新能力、质量管控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实

现业务发展高质量、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基

础高质量、运营水平高质量，为国家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作出新贡献。

突出创新引领，加快转换发展动能。中

国石油将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机遇，坚持“业务主导、自主创新、强化激励、

开放共享”，大力加强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

等创新，大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

合，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技术标准

引领能力。

突出整体协调，提升主营业务价值创造

能力。中国石油将着眼于发挥综合一体化

优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

供给质量和效率为重点，以完善利益分配、

价格传导和联动考核机制为突破口，加快补

短板、强弱项，提升整体价值创造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

突出绿色低碳，推动构建现代能源体

系。中国石油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资源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环保优先，实现绿色生产现绿色生产、、绿色绿色

能源和绿色技术全面进步能源和绿色技术全面进步，，加快建设资源节加快建设资源节

约型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企业。。

突出开放合作突出开放合作，，打造国际油气合作利益打造国际油气合作利益

共同体共同体。。中国石油将全面贯彻中央对外开放中国石油将全面贯彻中央对外开放

战略部署战略部署，，推动国际油气合作向更宽领域推动国际油气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更

深层次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更高水平发展，，促进国内外两种资源促进国内外两种资源

高效配置高效配置、、两个市场互补联动两个市场互补联动。。

突出共建共享突出共建共享，，巩固和谐稳定大局巩固和谐稳定大局。。中中

国石油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石油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推

进企业与员工进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及合作伙伴共享企业与社会及合作伙伴共享

发展成果发展成果。。

在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石油中国石油

将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将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一重大

政治原则，坚持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贯穿

于工作全过程。坚持党组织“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的定位，增强历史担当，完善工

作机制，压实各级责任，层层抓好落实，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坚持“党

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选拔培养一批忠

诚、有担当、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打造

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领军人才和紧缺应用型平的领军人才和紧缺应用型

人才人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纪律挺在始终把纪律挺在

前面前面，，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保持反腐败高压保持反腐败高压

态势态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生态。。

担当央企责任使命担当央企责任使命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王宜林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改制 20 周年。
在改革开放 40 年征程中，中国石油完成了
一次又一次蜕变。从 1978 年产量突破 1 亿
吨，到 1998 年成立集团公司，再到 2018 年
阔步迈向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中
国石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劈波斩浪，坚定
前行。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石油资
产总额达到 4.1 万亿元，当年实现营业收入
2.34 万亿元，占央企的十一分之一，同比增
长 25%；2018 年，中国石油品牌价值达到
312亿美元，位居世界500强榜单第四位。

波澜壮阔的过往

中国石油4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波澜
壮阔的改革奋进史。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石油工业发
展迅猛，至 1978 年原油产量已经突破 1 亿
吨。此后，原油产量一度下滑。针对这种情
况，中央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行“1亿吨原
油产量包干”政策，全国原油产量从1982年
起逐年增长，至1985年已经达到1.25亿吨，
居世界第六位。

1998年，中国石油进入“集团公司时
代”。谁承想，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石油石
化产品产销率大幅下降；国际油价跌入历
史谷底，中国石油工业举步维艰。此时，
中央强力推动两大石油石化公司在几个月
内完成重组分家。中国石化所属19家石化
企业划转给中国石油，原属中国石油的 12
家石油企业划转给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转
变成为一家业务覆盖上中下游的一体化
公司。

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迈出这
关 键 一 步 ，海 外 上 市 是 个 不 错 的 选 择 。
2000年 4月 6日和 7日，中油股票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重组、改制、
上市——三大步，三次大跨越。

2007 年 11 月份，中国石油“走出去”七
载后终于回到“主场”，正式在A股挂牌。

砥砺奋进的跨越

数据显示，40年来，中国石油资产总额
和销售收入分别增长近 1000 倍，国有资产
实现翻番式的保值增值。

更核心的变化是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一直以来，储量都是国际大公司公认的核心
指标。因此，中国石油坚持“资源为王”，努
力打造企业最强竞争引擎。进入新世纪以
来，中国石油瞄准储量增长高峰工程，一度

创下连续 10 年国内新增探明储量保持 10
亿吨当量的高位增长纪录。

如果说，储量“秀”的是未来潜力，产量
展示的则是当下实力。1998 年以来，中国
石油发挥国内油气产量“压舱石”作用，原油
产量连续 20 年高于 1亿吨。天然气表现尤
其亮眼，20年产量猛增近6倍。

一流企业拼技术，二流企业拼产品，三
流企业拼价格。技术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凸
显实力的“王者之矛”。比如，深层古老碳酸
盐岩油气成藏理论开辟了中国石油油气勘
探新领域；三元复合驱技术引领了全球采收
率技术发展新趋势……中国石油40年高擎
技术利剑，尖端科技挺进世界第一方阵。

此外，中国石油还不断推进企业制度创
新。从重组改制到成立股份公司，从持续重
组整合到由全民所有制改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的筋骨愈发强健。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石油将混改作为突
破口，优选实力强劲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参
与公司治理，促进企业转化经营机制，激发
发展活力，将现代管理理念、市场化意识、资
源优势等优良基因注入中国石油。

40 年来，中国石油积极用好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提升中国在世界石油工业的话语
权、影响力。继 1993 年迈出“走出去”第一
步后，中国石油先后完成了一系列重大项
目。从成功收购PK项目到发现世界级大油
田；从东方物探成为世界第一大地球物理公
司到把石油技术标准带出国门，使其成为资
源国标准；从建设五大油气合作区、四大能
源战略通道、三大油气运营中心到推进“一
带一路”国际油气合作……中国石油国际化
战略步步进阶，国际合作实现了从1.0到2.0
的升级，企业也逐渐由全球油气市场规则、
油气产品标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全球油气
规则和标准的参与者与贡献者。

勇攀高峰的征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对于中国石油来说，未来的工作重点就

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
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壮大国有
经济贡献更多“石油力量”。

——千方百计保障能源安全。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
略高度，敏锐洞悉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
上升可能带来的重大挑战，对石油发展作出
重要批示。中国石油立即响应，专题研究部
署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中国石油勘探战线捷报频传，
一口口高产“明星井”扎堆诞生。

——积极稳妥推进改革。4年前的4月
17 日，中国石油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以此为标志，中国石油进入

“改革时间”。4年间，集团公司先后召开了
26 次深化改革会议，陆续出台了一批具有

“四梁八柱”性质的专项改革方案。在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优化管理体制、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方面，
推出了16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
体框架基本确立，改革工作呈现出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的良好态势。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
石油紧紧抓住历史机遇，继续巩固和扩大先
发优势，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积极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能源支点。2017
年，集团公司在“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取得油
气权益产量当量超过 7300 万吨的好成绩，
占中国石油海外油气权益总产量的 80%以
上。“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石油海外核心
油气合作区，成为跨国油气战略通道的资源
保障区和优势产能合作的主要市场。

面向未来，中国石油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在建设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进程中走在前列，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永 远 在 路 上永 远 在 路 上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纪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齐 慧慧

2017 年 ，国 内 消 费 天 然 气 接 近
240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4.8%；天然
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首次突破
7%，达到7.3%；短短1年间，用气人口增
长4000万。上述数据正是“气化中国”
深入推进结出的丰硕成果。

作为国内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
商，多年来，中国石油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大力推进“气化中国”工程，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成功将天然气这种绿色清
洁能源送进千家万户。

同时，中国石油的业务结构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从过去的“以油为主”过渡
到目前的“油气两旺”，天然气已经占据
公司总业务量的“半壁江山”。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石油已建成
投运天然气管网超过 5 万公里，99%的
天然气会通过这些管道运输到全国各
地，供气范围覆盖除台湾地区之外的几
乎全国所有省区市。公司天然气供应
覆盖人群已经超过 5 亿人，平均每 5 个
中国人中就有 2 个人是中国石油天然
气业务的用户。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中国石油大力推
进“油气并举”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从

“十五”期间至今，中国石油天然气产量
成功实现了两个翻番，相继形成了塔里
木、长庆、西南3个年产天然气规模超过
300 亿立方米的大型气区以及青海、新
疆、大庆3个中型气区。

2017年，三大主力气区的天然气产
量总和为1215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
总产量的80%以上。

在天然气管网建设方面，2000年初
投产的西气东输管道（一线）工程以及此
后相继建成的西气东输二线、三线及四
线工程堪称标志性工程。这些超级工程
打通了天然气产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鸿
沟，并将全国不同地区的天然气管道（陕
京线、忠武线等）联结成一张互联互通的
巨大网络，构成了“气化中国”的能源大
动脉。

在大力开发国内天然气资源的同
时，中国石油还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
个市场”，相继与俄罗斯、缅甸、印尼等国
家和地区签署了多个合作开发项目，并
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和地
区分别签署了天然气引进和油气田合作
勘探开发的相关协议，建成中亚、中俄、
中缅及海上四大油气输送通道，形成多
元化供应格局。

2016 年 11 月份，中国石油推进天
然气销售管理体制改革，正式将旗下天
然气业务与管道业务分离，进一步突出
天然气业务主体地位，并对天然气下游
运作体制开展大规模改革；成立北方、东
部、西部、西南、南方五大区域销售公司，
为进一步拓展下游天然气市场奠定了基
础；参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成立
运行，并通过改革定价模式促进天然气
价格市场化改革。

在民生工程方面，中国石油在新疆
喀什、和田等南疆地州建成了总长度达
2500 千米的环绕塔里木盆地的输气工
程，南疆五地州30多个县市上百万居民
一夜之间告别了烧煤烧柴火的历史。

根据计划，至 2020 年，中国石油天
然气销售量将达到 2000 亿立方米左
右，其中进口气超过 800 亿立方米；同
时，将配套建设超过 1 万公里的天然
气管道工程（主要为支线工程，完善

“毛细血管”）以及多达 10 座用于调峰
的大型储气库群。此外，集团公司还
将进一步加大在页岩气、煤层气等非
常规天然气领域的探索力度，这些都
将进一步奠定中国石油在国内天然气
市场的领导者地位。

“气化中国”结硕果
本报记者 齐 慧

本版编辑 韩 叙

美 编 夏 一

19881988 年年 88 月月 2929 日日，，中国石中国石

油天然气总公司正式成立油天然气总公司正式成立。。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19891989 年年 1010 月月 1818 日日，，中国中国

石油塔中石油塔中11井喷出工业油流井喷出工业油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中国石油可燃冰试采现场图为中国石油可燃冰试采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中国石油长庆苏里格第一天然气净化厂图为中国石油长庆苏里格第一天然气净化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年来近年来，，中国石油加快开发中国石油加快开发

非常规能源非常规能源，，取得丰硕成果取得丰硕成果。。

图为川南页岩气开发现场图为川南页岩气开发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