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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底，中国海油累计供应海上天然气 468 亿立方米——

中海油：建“绿色油田”守护海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扔了员工证 丢了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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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
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
任、道德责任。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
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东进近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作为连续 16 年获评中央企业经营
业绩考核 A 级的能源央企，中国海油的责任
和使命就是履行社会责任、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保障。

业”
。此外，中国海油大力推动绿色工厂建设
工作，打造具有中国海油特色的油气田、终
端、炼厂、电厂等绿色制造工程。
中国海油湛江分公司涠洲终端，不仅仅
是海上油气处理终端，还建立了国内海上油
田首座余热回收电站和尾气脱硝净化处理
电站。
在湛江分公司东方作业公司，海上油气
开采伴生的二氧化碳被输送至中海化学，作
为合成氨、尿素等产品的原料，实现了片区内
油气生产、炼油化工、化肥等各板块能源供给
和消耗的优化联动。
去年 7 月份，东方作业公司、中海化学入
选第四批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获评绿色工
厂。截至目前，中国海油共创建 6 家国家级
绿色工厂，
在中央企业中位居前列。

加大清洁能源供应
汪东进表示，作为我国海上最大的油气
生产商，中国海油通过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
力度、非常规气开发能力和液化天然气供应
保障能力建设，持续提升清洁能源供应水平。
渤海湾盆地是目前我国探明原油储量最
多、产能最大的盆地。历经半个多世纪勘探，
该盆地探明程度高达 50%，却始终没有发现
大气田。
去年 2 月份，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终于在
渤海发现大气田——渤中 19-6 气田。该气
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可供
百万人口城市的居民使用上百年，是渤海湾
盆地 50 年来最大的油气发现。此后，通过高
效钻井、优快钻井，渤中 19-6 气田探明油气
地质储量增至 2.8 亿吨，极大增强了华北地区
天然气供应能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
更加安全、清洁的能源保障。
我国南海西部海域油气资源丰富，是我
国近海主要天然气产区。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中国海油就开始在此寻找大气田，不断提
高南海天然气资源开发能力。
2014 年，中国海油在南海深水海域勘探
钻获我国首个海上大型深水自营气田——陵
水 17-2，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
米；2015 年 8 月份，我国首口深水高温高压
探井——陵水 25-1S-1 井顺利完钻；2015
年 12 月份，我国首个超深水气田——陵水
18-1 气田钻探成功。
汪东进表示，这些深水气田的发现，标志
着我国已基本掌握深水油气田勘探开发全套

培育绿色低碳文化
图为中国海油锦州 25-1 南油气田。
技术，具备了自主开发 1500 米级深水油气田
核心技术能力，对加快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 6 月份，陵水 17-2 气田顺利完成首
口开发井作业，预计投产后，每年将为粤港琼
等地稳定供气 30 亿立方米，可满足大湾区四
分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海油累计供应海上
天然气 468 亿立方米，非常规气 52 亿立方
米，液化天然气 8772 万吨，供应天然气发电
的清洁电力 658 亿千瓦时。相对于燃煤，可
以减排二氧化硫 71.7 万吨、氮氧化物 16.1 万
吨、颗粒物 12.5 万吨、二氧化碳 1.85 亿吨。
同时，中国海油积极培育可持续发展新
动能，努力实现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跨
越。为此，中海油进军海上风电业务，首个风
电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建成投产。

坚持绿色清洁生产
汪东进说，为守护海洋生态环境，中国海
油一方面在新建项目中采用先进装置、设备

（资料图片）
和工艺，另一方面持续实施现有装置、设备和
工艺的节能减排改造，
减少污染排放。
以渤海油田为例，近 5 年来，中国海油已
投入 70 多亿元用于生态保护，未来还将继续
投入 45 亿元实施 62 个环保升级项目。
汪东进表示，今年是渤海油田环保升级
3 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为实现海上设施生
产污水“零排放”
、井喷失控“零记录”
、溢油污
染“零事故”目标，中国海油多措并举——通
过新建智能化平台、设施设备升级改造等减
少生活污水排放量，将天然气回收利用以削
减排空量，新增 3 座溢油应急基地实现应急
能力渤海海域全覆盖。
他说，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常
常出现在各个海上平台。在渤海，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斑海豹频频造访海上平台；在南海，
时常可见鲸鲨在油气田附近出现。
据统计，
“十三五”
以来，中国海油累计实
施了 448 个节能项目，节能年收益 4.5 亿元；
重点减排项目 60 余项，国控污染物大幅下
降；在国务院国资委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
护 考 核 中 ，被 评 为“ 节 能 减 排 突 出 贡 献 企

今年 5 月份，一场放流活动在辽河入海
口开展，中国海油联合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等
放流了 18 亿尾中国对虾，9 头由中国海油海
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提供救助和保
护基金的斑海豹一并被放归大海。
汪东进告诉记者，为维护生物多样性、改
善水域生态环境以及促进渔业增效和渔民增
收，
中国海油几乎每年都会配合国家和地方定
期开展海洋生物资源修复、
增殖放流等活动。
去年 6 月份，中国海油发布《绿色发展行
动计划》，明确了近期 2020 年、中期 2035 年
和远期 2050 年三个阶段的绿色发展目标，推
进实施绿色油田、清洁能源和绿色低碳三方
面的具体行动方案。
汪东进表示，中国海油把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上升到文化建设的高度，通过长期树立
低碳经营意识和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将低
碳发展融入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为此，中
国海油组织开展了“蔚蓝力量”
微公益、
“绿色
低碳办公生活方式创意活动征集”等系列活
动，
创建中国海油蚂蚁森林公益林等活动。
汪东进说，中国海油正深入实施《绿色发
展行动计划》。在建设“美丽中国”
的道路上，
中国海油将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为海洋石
油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绿色动力。

近日，江苏昆山市世硕电子（昆山）
有限公司培训部负责人粗暴发放员工工
作证，
将证件扔在地上，
让员工弯腰去捡
的视频火爆网络，
引发广大网友愤怒。
面对网友质疑，昆山世硕电子公司
回应称，此事是“招工旺季场地受限，现
场管理不到位”导致的。该公司随后做
出主管率团向员工致歉；重新审视及完
善培训人员管理与训练，把关爱员工理
念贯穿始终等承诺。不过，这一回应显
然没有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谅解，不少网
友表示，
“轻飘飘”
“不买账”
。
“扔证事件”
究竟是
“个别”
管理人员
行为不当，还是企业价值观以及基于价
值观的管理体系出了问题？透过这个侵
犯员工人格权的“个别”现象，我们不难
发现，世硕公司培训部门已把企业权威
凌驾于员工尊严之上。表面看，这是一
起个人不当行为事件，但背后是企业漠
视劳动者尊严的错误观念作祟，折射出
企业价值观出现了严重错位。
企业的价值观决定了企业发展的视
野，
员工职位虽有高低，
但人格并无高低
贵贱之分。因此，尊重员工不仅是企业
发展的底线，更应该成为企业价值观的
核心。
笔者认为，要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需要做好四方面工作。首先，企业应
当从该事件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杜绝类似事件
发生；其次，有关部门可以此事件为契机，加大对辖区企业
的宣传引导力度，帮助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第三，要
帮助企业建立健全机制，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第四，对
于企业无视劳动者尊严的行为，员工也应增强自我维权意
识，
倒逼企业规范自身行为。

华晨宝马纯电 SUV 首发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宝马在中国的电动化战略
再次加速。9 月 13 日，华晨宝马在中国首发全新纯电 SUV
宝马 iX3。紧随其后，为该车提供电池的华晨宝马动力电
池中心二期在沈阳投入运营。今年 iX3 将在中国率先上
市，
并以中国沈阳为唯一生产基地出口海外。
据 介 绍 ，宝 马 iX3 是 宝 马 集 团 首 款 搭 载 第 五 代
BMW eDrive 电驱技术的车型，未来，第五代电力驱动技
术还将被用于量产 BMW i4 及 BMW iNEXT 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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