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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
企业简介
可持续发展是壳牌的核心价值观，也
壳牌在中国开展业务已经超过百年。目前壳牌在中国共成立了

是商业原则的一部分。壳牌在中国的所有

３０多家全资或合资公司，员工总数近 ８，０００人，其中 ９８％ 以上为中

业务都必须遵循壳牌的七项可持续发展原

国籍员工。至 ２００６年底，壳牌在中国的总投资约 ４０ 亿美元，是在

则，其中包括保护环境、管理资源、尊敬和

中国进行投资的最大的国际能源公司之一。壳牌致力于天然气和煤

保护员工、造福社区和与相关利益方合作。

炭的洁净利用方式，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提供清

这些原则已经内化为壳牌战略、
程序、

洁能源。壳牌的核心业务——勘探与生产、天然气和发电、下游业
务（油品和化工）和氢能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为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预算、培训和奖励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中国，壳牌要求所有核心业务都要
根据壳牌的指导原则制定具体的可持续发
展计划，做到既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又

对外信息披露：公司网站、可持续性发展报告（中英文）

能符合我们的商业利益并为国家做出贡献。
——林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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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应对全球变暖
“ＧＨＧ ｉ 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Ｗ ｈｉｌ ｅ ｗ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 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ａｒｌｙ 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
——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壳牌是最早意识到全球变暖的威胁也是最早呼吁政府、
能源行业和能源用户共同采取应对措施和主动采取行动的
能源公司之一。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发生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我们应
该做些什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壳牌首席执行官范德伟先生说。壳牌采取的应对策略包括：⑴减少公
司运营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⑵提高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⑶提供更多天然气、更清洁煤炭工艺和更先进的运输燃
料；⑷在至少一种可替代能源领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业务；⑸呼吁政府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
经过持续努力，壳牌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志愿减排目标：至２００２ 年使壳牌业务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１９９０ 年
降低 １０％。壳牌新的志愿减排目标是：至 ２０１０ 年使壳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１９９０ 年的降低 ５％。
壳牌是美国“气候行动伙伴计划”
（ＵＳＣＡＰ）的成员之一。
２００６ 年壳牌经营的生产设施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为 ９８００ 万吨，比 ２００５ 年降低约 ７００ 万吨，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
降低了 ２０％ 以上。

中海壳牌的环境绩效
中海壳牌从项目之初就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项目管理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通过采用先进的控制、监管和信息
技术以及流程设计工艺，把项目建设成为世界上技术和环境方面最先进的石化企业之一。

联合化工厂设计遵循能源效率最大化原则。
各工艺装置所产生的碳氢废蒸汽被收集起来并作为其它工艺流程的燃
料用气。火炬气回收系统用于回收可利用的碳氢化合物。

项目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来降低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量。壳牌独有的苯乙烯 ／ 环氧丙烷联产工艺生产１ 吨环氧
丙烷，只需消耗 １ 吨水，而传统工艺至少要消耗 ２２吨水。据测算，中海壳牌的水使用量约比中国现有石化项目低 ２０－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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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壳牌的废弃物管理战略是尽可能降低废弃物产生并实现废弃物最大程度循环使用的原则。超过 ９０％ 的项目
液体和固体废弃物被回收或者再利用来提供能源。
不适合回收或者再使用的可燃烧的固体和液体废弃物在专门的处理
装置进行焚化，为项目提供水蒸汽。其它废弃物运到垃圾集中分类处理厂处理。

中海壳牌采用了先进的流程和技术，使其成为世界最安全、最高效的石化生产企业之一。它采用了先进的环氧丙
烷（ＳＭ／ＰＯ）生产工艺取代传统氯醇法，避免了传统生产工艺产生的对环境有害的含氯副产品。

环境参数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温室气体

１．１２ 亿吨

１．０５ 亿吨

９８００ 万吨

二氧化硫

３０．４ 万吨

３０ 万吨

２９．６ 万吨

氧化氮

１９．７ 万吨

１８．４ 万吨

１８ 万吨

２６５ 吨

２４４ 吨

２２４ 吨

４５．５ 万吨

４５．１ 万吨

５２．２ 万吨

４７ 万吨

６６．８ 万吨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
危险废弃物
非危险废弃物

１０６ 万吨
（来源：壳牌 ２００６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壳牌煤气化技术帮助中国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使用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ｏｗ （ｂｕ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ａｌ．
——Ｚｈｏｕ， Ｄａｄｉ ｅｔｃ．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ｉｎｇ Ｃ 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 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ｌｌ ｅｎｇ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 ｎ Ｃ ｈｉｎａ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ｗ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壳牌煤气化工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煤气化工艺之一。该工艺的主要产品是合成气，即一氧化碳和氢的混
合物。合成气中含有原煤中约 ８０％ 的能量，另外 １５％ 的有效能量以蒸汽的形式回收。整个气化过程只有约 ５％ 的能
量流失。壳牌的煤气化技术没有浪费煤炭里的任何成分。硫可以变成纯硫被回收，出售给化工企业做原料。灰可以变
成清洁炉渣，用来生产陶瓷瓦和砖。该煤气化流程耗水量很小，产生的废水很容易净化。该工艺的另一个显著优势是
对煤的质量要求很低，适用于各种品质的煤，包括劣质的次烟煤和褐煤。截至 ２００８年 ３ 月， 壳牌已经在中国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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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份煤气化技术许可合同，其中 ５ 个项目已经顺利投产。壳牌的煤气化技术正在为中国的节能减排、煤的清洁应用做
出更多贡献。

壳牌太阳能造福“丝绸之路”
２００２ 年起，壳牌与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丝绸之路”太阳能项目。该项目获得了荷兰政府 １５００ 万美
元的赠款，也是国家发改委 “光明计划”中第一个批准立项的项目。五年时间里，壳牌与合作伙伴一共为 ６５，２００ 户
家庭提供了可移动家用太阳能系统，让天山南北 ２５ 万原来没有电力供应的农牧民从项目中受益，其中绝大多数是哈
萨克、维吾尔、蒙古等少数民族群众。
一位从项目中受益的哈萨克牧民这样评价：
“这套太阳能系统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了。有了它，我们不用再忍受幽暗
的蜡烛、呛人的煤油灯，还能听收音机，真是太方便了！“
壳牌还承接为青海省的 １２ 个偏远村庄提供太阳能电力的项目。该项目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中国财政部提供总
额超过 １２８ 万欧元的资金，由壳牌太阳能有限公司为这些村庄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系统安装于 ２００５年底完成。总装
机容量达到 ８０ 千瓦，为 ５５１ 个尚不通电的家庭提供电力。

壳牌的社会业绩

壳牌“美境行动”是一项面向中小
学生的环保实践活动， 旨在鼓励学生发
现校园、社区等身边的环境问题并加以
分析，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自己设计、
动手实施环保方案， 以实际可行的方式
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
１９９６年，壳牌“美境行动”首次在
广州启动。现在，壳牌与各地的教委、科
协、环保局和民间环保组织合作，推动壳
牌“美境行动”在全国 １６个城市蓬勃开
展。
１０多年来，共有 １００ 多万名学生参
加了壳牌“美境行动”，共提交了超过 １０
万个环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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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壳牌在北京和上海办公室分别成立了壳牌员工志愿者协会。两年来，约 ２００ 名员工贡献了 ２２１８ 小时的
个人时间参加志愿者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例如，绿色办公室活动旨在鼓励员工节约用电、回收废旧报纸、减少纸杯
的使用、鼓励绿色出行。壳牌倡议支持开发了一套面向中小学生的可再生能源教材。壳牌员工利用这套教材，通过动
手实验向中小学生们传授可再生能源知识。另外，员工还为打工子弟学校教授环保、英语等课程。老人和贫困山区的
孩子们是壳牌员工关注的重点。员工们定期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并举办爱心拍卖活动，为边远山区的孩子们们采购教
学用具。

１

３

２

（１．壳牌志愿者活动－ＪＡ ｊｏｂ ｓｈａｄｏｗ ｄ ａｙ．）
（２．壳牌志愿者活动 － 义务教学 １）
（３．壳牌志愿者活动 － 家庭日）
（４．壳牌志愿者活动 － 打工子弟学校义
务教学）
（５．壳牌志愿者活动 － － 爱心捐赠 － 向
４

山
５

西湍水头山区小学捐物）

壳牌基金会在中国
壳牌基金会于 ２０００年 ６ 月在英国注册成立，是一家旨在为与贫穷、能源及环保相关的问题寻找和开发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的独立的慈善机构。

２００３年起，壳牌基金会向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赠款 ７６万美元，支持中国加强能源和环境规划的能力，制定中
期能源计划。基金会还资助这一项目工作报告的出版和发行。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壳牌基金会宣布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建设管理委员会以及世界资源研究所运输与环境中心合作，创
建一系列可持续交通指标并设计一套创新的公共交通系统。
２００５年，壳牌基金会支持陕西省西安市的可持续交通项目，由世界资源研究所交通与环境中心与西安市建委、长
安大学合作，开发可持续交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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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壳牌研究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资助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设立清洁能源讲席，目的在于帮助
清华大学在化学工程和其它领域的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加强清华大学与壳牌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壳牌中国支持的可再生能源夏令营）

（壳牌大学生能源调研项目）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７９．３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９

８

７．６

８．２

９

１０

８．４

５．３

８．６

５．２

评审组点评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壳牌较早意识到全球变暖不仅是危机，也意味着全新的商业机会。中海壳牌在建
设和运作的过程全面融入了可持续方针，在废物处理、节约用水和能耗率等方面堪称是世界最先进的化工项目。壳牌
通过向中国企业转让煤气化技术，积极资助环境教育、能源研究项目，专门发布反映在华可持续运作的中文责任报告，
体现了善尽本地责任的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