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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致辞
“欢迎阅读《壳牌集团 2011 年可持续发展
报告摘要》，这是《壳牌集团 2011 年可
持续发展报告》的概要版。”

2011 是 经 济 持 续 动 荡 的 一 年， 这 再 次 证 明， 壳牌相信，以负责任的方式提供更清洁、更可
壳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业务决策中的核心考虑

靠和更经济的能源，是当今我们为保障全球稳

要素，的确是正确之举。这意味着，在大型能

定和经济发展所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为此，

源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中，我们始终

我们积极与社区、其他企业、政府、消费者以

认真考虑安全、环境以及社区这三大因素。壳

及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

牌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生产和提供能源。
尽管目前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再加上一些国家

对于壳牌，确保安全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制订了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万一发生

正在经历重大的社会变革，但人们不能忽视全

实际情况偏离计划的情况，我们将能够迅速果

球需要应对的长期挑战。

断地做出响应。与此同时，我们还对所有事故

全球人口现在已经达到 70 亿，到 2050 年将
增至 90 亿。在今后的数十年里，主要经济体
的能源消耗将继续攀升。而在发展中国家，很

进行详细调查，并从中汲取教训，不断提升我
们的表现。
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我们在计划和

多人将更为富裕，开始购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 运营过程中是否能保持强大的应变能力。我们
冰箱或第一辆汽车。简而言之，全球将需要更

必须确保壳牌能够从容应对未来的挑战，这样，

多能源。

我们才能不断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认为，矿物燃料仍将在能源结构中占主体
地位，而燃烧更清洁的天然气将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与此同时，包括运输用低碳生物燃料在
内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迎来稳步增长。
要构建可持续的能源体系，我们需要提升协作
和领导水平，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解决方案。
我们不仅需要富有远见，而且还要积极采取行动。
壳牌这样的大型企业将能够推动政府和私营部
门以及各行业之间所需的全球合作。

傅赛
壳牌集团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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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壳牌业务
我们的宗旨是：以对经济、环境和

路线或地震勘测时间，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对当

社会负责任的方式，帮助满足社会

地社区或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的能源需求。

在开发新项目或扩建现有设施的时候，我们遵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认识到，与所在社区开
展合作不仅有助于分享项目带来的收益，而且
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业务。通过在早期将
社区邻居的意见纳入项目规划，我们能够更有
效地设计和交付项目，并规避延期风险。此外，
及早与社区开展互动，还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对
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商业带来冲击，并尽可能地
减少对当地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在社区之外，我们还与各国政府、环保专家以
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以更好地设计并交付项目。
在项目早期就开始与社区邻居开展互动，有助
于壳牌改进工作方式，比如我们可以调整管道

循规范的流程，这可帮助我们确认项目开发或
者扩建活动对当地居民和环境有哪些潜在影响，
并有效管理这些潜在影响。流程中包含一些关
键决策点，我们会在这些时候判断是否继续推
进项目。在每个决策点，我们都会在考虑商业
和技术因素的同时，对法规、环境和社会影响
进行评估。
我们开展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评估，来了解
和管理相应的风险和机遇。在项目实施的各个
阶段，我们会充分考虑并采纳这些评估意见。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我们还会考虑项目的潜在
二氧化碳排放成本。

我们的员工以及他们的福祉至关重要，这关乎壳牌是否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提供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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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安全是壳牌的重中之重。只有确保
安全，壳牌才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
提供能源。

定了健康、安全、保安、环境以及社会业绩方
面的一系列标准，壳牌的所有运营活动都必须
达到这些标准。
所有为壳牌工作的人员以及我们负责运营的合

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壳牌运营过程

资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循壳牌的安全准则、干预

中的一项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零死亡

不安全的行为，并尊重社区邻居和环境。与此

事故，杜绝对员工、承包商和社区邻居造成伤

同时，我们还鼓励我们的承包商和非控股合资

害或者危及生产设施的事故。我们继续加大力度， 企业在工作中形成自己的安全文化。
保障那些为壳牌工作的人员（参见第 15 页）和
自从壳牌 2009 年推出 12 条强制性救命规则
壳牌设施的安全。但在 2011 年，壳牌还是发
生了几起事故，这再次提醒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

以来，我们的安全记录取得了显著的改善。这

惕，在运营过程中时时处处注意安全。

12 条救命规则主要关注日常作业活动中的高风
险领域，包括高空作业安全以及驾驶时严禁超

壳牌通过执行严格的流程，并将安全文化融入

速等内容。

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来进行安全管理。我们制

预防与响应
预防事故和风险管理对于我们的业务以及周边社区的安全至关重要。针对可能伤害员工、承
包商、社区邻居或环境的潜在事故，壳牌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我们识别并评
估可能导致事故的风险，并采取必要措施来降低或消除风险。另一方面，我们时刻做好准备，
力求在一旦事故发生时，也能从容应对。壳牌备有多项补救措施，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对
人们和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针对诸如漏油或火灾等事故，壳牌员工制订了应急行动计划 ，
并开展相应的演习。此外，为了不断改进，我们还与业务所在地的应急人员以及政府机构紧
密合作，定期对壳牌的应急计划和流程进行测试。
位于英国北海的一座海上平台正在开展安全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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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我们的目标是：在业务所在的社区

我们还不断提升壳牌员工直接与社区沟通的能

发挥积极作用。

力。2011 年，我们发布了《社会业绩手册》，
为相关员工提供实用的工具和指导。此外，我们

壳牌业务能够为周边社区创造就业机会，并通过

还推出了交流计划，为这些员工互相借鉴学习提

供应链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

供平台。

也认识到，我们的运营活动还可能引发人们的担
心和关切。为此，我们携手社区邻居，共同应对

成为业务所在社区的一部分也意味着利益共享。

这些关切，也共同分享壳牌业务所带来的收益。 在可能的情况下，壳牌尽量选择在本地采购服务
和产品。2011 年，我们总共投入了约 120 亿美元，
对于所有的重大项目和主要设施，壳牌都要求
用于在低收入国家采购产品和服务。
制定社会业绩计划，以帮助评估项目可能带来
的消极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减轻这些影响。当

我们投资于壳牌的专业能力能带来长期积极影

开发新项目或计划扩建现有设施时，我们会与

响的社区项目。壳牌社会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包

当地社区紧密协作，制定互惠互利的方案，并

括：道路安全、当地企业发展，以及确保当地社

回应社区的需求和期望。这有助于改进我们的

区获得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等。比如，壳牌的“创

决策和运营方式。

业奇兵”等项目就旨在通过为青年企业家提供业
务咨询，从而推动当地企业的发展。

在尼日利亚的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壳牌的“创业奇兵”项目助力当地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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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随着全球人口的激增和发展中国

400 万吨二氧化碳，并将其封存到地下。如

家财富的积累，长期能源需求不断

果我们位于加拿大的 Quest 项目能够成功，每

攀升。而与此同时，全球必须实现
二氧化碳大量减排。壳牌尽己所
能，帮助应对这一艰巨的挑战。
我们主要立足四大领域来帮助解决全球的二氧
化碳排放问题：提高天然气产量、帮助发展碳

年的二氧化碳封存量可能超过 100 万吨。在
挪威，我们与多家合作伙伴携手，共同开发一
座规划规模最大的示范中心，用于二氧化碳捕
集技术的开发和测试。这家座落在蒙斯塔德
（Mongstad）的示范中心预计将在 2012 年
正式投入运营。

捕集与封存技术、生产低碳生物燃料以及提升

生物燃料

运营过程中的能源效率。此外，我们还开发了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汽车保有量也将持续上升。

一个全面的治理框架，来监管所有与二氧化碳

为了在满足燃油需求的同时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相关的业务活动 , 其中包括研发能够提高能效

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低碳燃料。将汽油、柴油

和帮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

与可持续的生物燃料混合使用，有助于减少运
输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天然气
整个能源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三分之一
是来自发电。如果电厂用燃烧更清洁的天然气
来取代煤，那么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一半左右。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推广天然气发电可以最快速、

2011 年，我们成立了 Raízen 合资企业，在巴
西生产当今碳排放量最低的生物燃料——甘蔗
制乙醇。与此同时，我们还致力于生产更具可
持续性的生物燃料，并开发非粮食作物生产的
先进生物燃料。

最经济地实现“更多能源、更少二氧化碳排放”
的目标。

能源效率

碳捕集与封存

壳牌不断努力改善自身业务运营的能效，以帮

壳牌通过在世界各地支持多个项目，帮助推动
推进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的发展。将这
项技术应用于大型工厂，将可以显著减少全球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壳牌参与多个项目，其中位于西澳大利亚的
高庚（Gorgon）液化天然气项目（壳牌占股

25%）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捕集与封存技
术项目。高庚项目投产后，每年可捕集 300-

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提升成本竞争力。自

2005 年以来，我们启动了一项预算高达数十
亿美元的项目，提升现有业务的能源效率。此
外，在新项目设计之初，我们就将能源效率纳
入考虑。
我们还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客户节
约能源，比如为消费者提供高能效的燃油和
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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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我们正努力把壳牌运营活动对环
境的影响减到最低。
我们早期的项目计划和决策中都会包含保护环
境的措施。我们尽力管理二氧化碳排放、节能
节水、防止漏油事故和石油开采过程中的放空
燃烧，并保护生物多样性。
我们正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发展二氧化碳捕集
与地下封存技术，并借助严格的控制和标准，
减少运营过程中的连续放空燃烧和漏油事故。
随着人口增长，水资源变得更加有限，大型工
业企业管理淡水使用的方式变得愈来愈重要。
我们通过采用新技术和循环用水，减少对淡水
的依赖。在缺水地区，我们的工厂还制订了用
水管理计划，对监控和减少水资源的使用做出
规划。

在肯尼亚参加地球观察研究所“共享商业技能，
保护世界遗产”项目的志愿者在了解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当我们考虑开发新项目或对现有设施进行扩建
时，保护自然界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此，我
们在规划项目时会开展生物多样性评估，来衡

收入透明度

量壳牌运营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我们的业务通过缴纳税收和特许权使用

我们与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湿地国际、大
自然保护协会以及地球观察研究所在内的领先
环保组织密切合作。通过这些合作，我们能够
得到相关的专业支持和实用建议，从而在项目
设计早期就发现和应对环境挑战，并发现改进
的机会。2011 年，我们与这些组织共合作开
展了超过 35 个项目。

费的方式，为各国政府带来收入。这些
收入有助于支持国家经济，并推动当地
发展。我们相信，让这些费用的缴纳和
用途更透明，将有助于壳牌这样的企业
与所在社区之间建立互信。2011 年，壳
牌在全球范围内共缴纳企业税 226 亿美
元、特许权使用费 44 亿美元，并代政
府征收燃油和其他产品消费税及销售税

88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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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活动
天然气

致密气

壳牌相信，推广使用燃烧更清洁的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从岩石孔隙中开采出深藏

天然气，尤其是在发电行业推广天

其中的天然气，这在近年来大大改变了北美地

然气的使用，对于构建可持续的能
源体系至关重要。
燃烧更清洁的天然气资源丰富。据国际能源机
构估算，以目前的生产水平，全球已探明的天
然气储量还可开采 250 年。用于发电时，天然

区的能源结构。致密气的开采过程中需要采用
水力压裂技术，把天然气从岩石中释放出来。
这种方法已使用了数十年，但新的钻井技术能
够提升单点的天然气产量，从而降低壳牌业务
的运营足迹。2011 年，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全
球性陆上作业准则，以应对与陆上致密气开采，

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煤低 50%，空气污染

尤其是与水力压裂相关的问题（见图文框）。

物也显著减少。

我们的方针是将安全和环境保护始终放在首位。

2012 年，壳牌预计天然气产量将首次超出石

壳牌开采的致密气藏通常位于淡水含水层以下

油产量。随着天然气产量的增加，壳牌正致力
于凭借先进技术和创新方式开发资源，并设法
减少环境影响。

超过 1,000 米的地方。我们的气井有多层钢套
管保护，从地面一直到远低于地下水位的地方，
都用水泥密封。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循环用水，
减少对淡水的需求。

陆上致密油气开采准则
我们相信，随着壳牌和其他大型企业继续开发油气资源，制订统一和负责任的行业标准是
至关重要的，与受天然气开发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公开对话也是必要的。经过与环保部
门和非政府组织协商，我们制定并发布了业界领先的五大全球陆上致密油气开采准则——
对开采天然气资源时需要遵循的准则进行了阐述。
壳牌：
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设计、兴建和运营油气井及相关设施；
在运营活动中以现实可行的方式保护地下水和减少饮用水用量；
以保护空气质量和控制易挥发气体排放的方式开展作业；
尽可能地减少运营足迹；
就运营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与当地社区展开沟通交流。
我们的目标是在壳牌全球所有的运营活动中实施这些准则。最后随着新挑战、新技术和新
监管要求的不断出现，我们将定期审核并更新这些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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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天然气液化，我们可以把产自俄罗斯萨哈林 2 号项目的天然气供应给客户。

钻井现场的生产活动以及卡车运输的影响

壳牌目前正在兴建一座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设

可 能 引 发 当 地 居 民 的 疑 虑。 在 派 恩 代 尔

施，它同时具备生产、加工和储存功能，由于

(Pinedale) 以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海恩斯维

无需兴建陆上工厂或在海底铺设大量管道，因

尔 (Haynesville)，我们通过在单点钻探多口井

而这项技术能显著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对当地用地的影响。而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马塞勒斯 (Marcellus)，
我们还计划实现水的铁路运输，从而减少对卡
车的需求。

液化天然气
早在 40 年前，壳牌就是液化天然气（LNG）
领域的先驱。从那时起，液化天然气成为一种
重要的天然气供应方式，它可以把液化气输送
到那些距离天然气产地太远，无法铺设天然气
管道的市场，提供给当地的居民和工业企业。
天然气冷却到零下 162℃时，会变成液态，体
积缩小 600 倍，可以通过船运送到世界各地。
抵达目的地以后，液化天然气再次被转化为气态，
供应给客户。如今，壳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液
化天然气供应商之一，液化和再气化设施遍布
世界各地。全球约 30% 的液化天然气产自壳
牌参与的合资企业。

多年以来，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直使用液化天
然气作为燃油。从 2012 年起，壳牌还将把液
化天然气应用在特别改装后的卡车上，替代以
前使用的柴油，这些卡车行驶于一条从加拿大
阿尔伯塔省北部到温哥华的繁忙运输线路。

风能
作为全球能源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风能预计
将继续增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壳牌一直致
力于发展风能，所参与的风能项目位于欧洲和
北美。目前，根据股份计算，壳牌的风电装机
容量已达到 507 兆瓦，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 8
个风力发电项目的约 720 台涡轮发电机。与此
同时，壳牌还在评估其他一些位于北美的潜在
项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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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
随着全球长期能源需求的上升，人
们有必要开采北极的丰富能源资

能够在该地区安全有效的作业，壳牌在严格的
技术和环境评估基础上，制订了相应计划。我
们与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当地社区密切合作，倾

源。但这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进

听他们的意见，协商如何能最好地实现利益共享，

行，把环境和社区利益作为开发计

同时保护当地的传统。与此同时，我们还携手

划的重要考虑因素。

政府、科学家、学术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充
分了解并考虑他们对壳牌项目的意见。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结果，北极地区分别拥有全
球 30% 和 13% 的未探明天然气和石油储量。
预计其中超过 80% 的资源位于海上。

自 2005 年以来，壳牌针对阿拉斯加境内的北
极水域和陆上环境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原住民
的传统知识非常有助于我们确定在该地区的作

在北极和亚北极地区以负责任的方式作业，这

业方式。在制定行动计划时，村里的长者和当

对于壳牌而言并非首次。在过去的近 50 年时

地的猎人帮助我们识别珍稀的生物品种、敏感

间里，我们一直活跃于美国阿拉斯加以及加拿

的栖息地、考古遗址以及驯鹿产仔地和候鸟聚

大的海上和陆上开发项目。最近，我们在挪威

集地等特殊区域。

和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重大项目，同时在俄罗斯
萨哈林（Sakhalin）与萨利姆（Salym）地区开
发项目。

为了在充满挑战的海上环境中以负责任的方式
作业，壳牌还推出了创新的技术，并开展了多
项科学研究，其中包括无人驾驶飞机和海洋声

壳牌认识到，对于进一步开发北极地区的能源

纳记录仪的使用，以及综合传统与科学知识的

资源，社会上存在一些公开的反对声音。为了

生态系统研究。

阿拉斯加
为了 2012 年在楚科奇海（Chukchi）和波弗特海（Beaufort）勘探石油资源，壳牌做了多
年的准备工作，为负责任地开发这里的潜在资源奠定了基础。期间，我们的计划遇到过挑战，
同时反对的声音仍然存在。在开始钻探之前，我们与监管机构、当地社区以及其他组织密切
合作，制定可靠的保障措施。这帮助我们改进了钻探计划。
阿拉斯加北部海岸的水域浅，下方的油田压力相对较低，这与墨西哥湾深海水域的环境截然
不同。为了给阿拉斯加的钻探作业做好准备，我们准备了全面的漏油应对预案，其中包括部
署漏油封堵设备以及漏油响应船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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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的深海水域开采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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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油砂开发项目。

深海开采

油砂

在我们提供新的资源，帮助满足日益增长的能

加拿大的油砂是全球现存最重要的能源资源

源需求时，我们也面临着深海等更具挑战性的

之 一， 它 能 够 在 能 源 结 构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作业环境。先进的技术和严格的标准帮助我们

但油砂资源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开采。我们

确保安全作业。我们的大型深水勘探和开发项

目前正着手提高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和

目能够通过供应链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并提升

土地及水资源的使用效率。

当地人们的职业技能。

我们不断提升能源效率，并针对油砂业务制定

在过去的 40 多年里，壳牌始终处于深水勘探

大型的碳捕集和封存计划。与此同时，我们还

和生产领域的前沿，在全球范围内安全地交付

将继续寻求机会，提高各工厂的水循环利用率，

了超过 20 个重大的深水项目。我们推出了多

并通过更多地使用地下水，来减少我们对河水

项先进的技术、工艺和安全流程，能够在近

的需求。2012 年，壳牌协助组建了一个能源

3,000 米深的水域进行油气开采。壳牌目前参

公司联盟，旨在实现知识共享，并开发创新型

与的深水项目位于马来西亚、巴西和美国，还

技术，以提升整个油砂行业的环境绩效。

有更多深水项目处于开发阶段。

我们不断改进尾矿管理技术。（尾矿是分离沥

2010 年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海地平线”钻井

青后水、沙、粘土和剩余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

平台事故，再次提醒我们，在全球的深水作业

此外，我们还携手原住民，将传统知识融入土

中保证安全和可靠是何等必要。壳牌制订了多

地管理和复垦工作之中。

项保障措施，防止我们在运营过程中发生类似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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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一封来自壳牌尼日利亚集

起漏油事故。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但同时令

团 主 席 Mutiu Sunmonu

人欣慰的是，在此次事故中，壳牌尼日利亚勘

的公开信（节选）

探和生产公司的员工与尼日利亚政府密切合作，
快速做出响应，使得大多数漏油得以快速挥发

2011 年，壳牌石油开发公司（SPDC）继续着

或在海上分散。

眼于业务重建，并提高公司业务活动的透明度。 尽管武装袭击已经结束，但仍然需要采取紧急

SPDC 的产量连续第二年保持增长，为项目的
大股东——尼日利亚政府以及我们的其他合资

行动，以解决犯罪团伙的石油盗窃和非法炼油
活动，因为这依然是大部分漏油事故的起因。

伙伴创造了更多收益。与此同时，稳定的资金

2011 年 8 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一份关于

来源以及更高的安全性，也为公司的重要项目

尼日尔三角洲奥戈尼兰德（Ogoniland）地区

取得进展铺平了道路。2011 年，我们安装了

石油污染情况的报告，这份保告显示出我们所

新设备，捕集石油开采过程中的伴生气，避免

面临的一些挑战非常复杂。SPDC 对该报告表

放空燃烧，还对现有设施进行了修缮或改进， 示欢迎，并愿意接受其中对公司提出的建议。
以更好地捕集伴生气。这帮助 SPDC 工厂在石

与此同时，我衷心地希望，该报告的面世能够

油产量比 2010 年增加的同时，成功减少了伴

推动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

生天然气的放空燃烧。
此外，由于能够更方便地进入施工现场，我们
对于管道和其他设备的维修更加投入，因而

SPDC 工厂发生的陆上作业漏油量在 2011 年

尽管近年来尼日利亚充满挑战，但我对未来充
满信心。

Mutiu Sunmonu

得以降低。但令人遗憾的是，壳牌尼日利亚勘

如果希望阅读完整的公开信，敬请参阅《壳牌

探和生产公司（SNEPCo）在距离海岸 120 公

集团 201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里的邦加（Bonga）油田装载作业中发生了一

医疗保健行动（Health in Motion）
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医疗保健资源十分稀缺。SPDC 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改善这里的医疗条
件，比如为该地区的 27 家医疗诊所提供支持，并为这些诊所配备人员。SPDC 提出了由社区
主导的社会投资模式——全球谅解备忘录，并在这种模式下资助目前总数不大但是数量不断
增长的社区医疗保险计划。同时，公司还资助防治疟疾和 HIV/ 艾滋病等疾病的项目。其中，

SPDC 参与时间最长的活动之一是一个年度社区项目，称为“医疗保健行动”。来自 SPDC
医疗部门的医生、护士、药剂师和辅导员会前往偏远地区，为当地的社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2011 年，SPDC 的医疗人员共接待了超过 8.7 万人次，为他们提供咨询、治疗和小型手术服务，
并分发蚊帐和眼镜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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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可持续的产品
生物燃料
通过建立合资企业 Raízen，壳牌
首次生产低碳生物燃料。
在帮助满足运输燃料需求方面，生物燃料将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壳牌预计，到 2030 年，
生物燃料在全球运输燃料构成中所占的比例，
将从现今的 3% 增加到 9%。

2011 年，我们首次进军低碳生物燃料生产领域，
与 Cosan 公司携手成立了合资企业 Raízen（壳
牌占股 50%），每年可生产和销售超过 20 亿
公升低碳生物燃料——巴西甘蔗乙醇，其排放量

在巴西收割甘蔗， 用于生产生物乙醇。

能达到商业可行的最低程度。与汽油相比，这种
生物燃料在从甘蔗种植到使用燃料的全过程中，
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减少约 70%。

Raízen 的甘蔗种植地距离亚马逊雨林数百公里。
Raízen 支持巴西政府实施有效的土地使用政

得益于当地丰沛的年降雨量，在巴西种植甘蔗

策，并针对由于甘蔗种植，导致其他农作物的

几乎不需要进行人工灌溉。Raízen 目前已经在

种植转移到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所引发的关

24 家工厂中的 23 家循环利用甘蔗转换成乙醇

切，积极作出回应。此外，Raízen 还支持政府

过程中使用的水，并计划在 2012 年底前对剩

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

余的一家完成改造。

Raízen 是一家为甘蔗制乙醇行业制定认证标准

我们的 Raízen 合资企业协议中涵盖一整套有

的机构 —— Bonsucro 的成员。这家机构分别

助于提升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原则。基于这些原

对甘蔗转化厂和生产的乙醇进行认证，2011

则，Raízen 需要对开垦新的土地并用于种植

年已经完成了对四处 Raízen 工厂的认证，其中

生物燃料作物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评

包括首家符合 Bonsucro 标准而获得认证的工厂。

估，并避开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与此同时， Raízen 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完成所有工厂的认证，

Raízen 还与供应商、承包商以及土地所有者合

并让自种甘蔗以及由供应商提供的甘蔗所生产

作，确保他们也遵循良好的水资源管理、劳动

的乙醇都通过这项认证。

用工和土地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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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和产品
我们开发节能型燃油和润滑油，并

与此同时，壳牌还推出更优的石化产品，从而让

与消费者合作，帮助他们节省能源。

制造商生产出能够帮助消费者节能的日用产品，
包括高效建筑保温材料、温水洗涤剂以及用于车
辆的轻质塑料等。

随着今后数十年内汽车保有量的增加，管理环境
影响将成为一大挑战。要知道，全球矿物燃料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量中，有 17% 来自公路运输。
壳牌 FuelSave 汽油和柴油是壳牌迄今为止最高
效的燃油，能够帮助驾驶者减少发动机能量损失，

我们继续与消费者携手，帮助他们节省能源。自

2009 年开始，通过面对面的培训、模拟驾驶以
及在线培训等方式，我们已帮助超过 20 万名驾
驶者掌握了节油的方法。

从而实现节油。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包括奥迪、 在壳牌汽车环保马拉松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克莱斯勒、戴姆勒、杜卡迪、法拉利以及大众在
生团队参与角逐，他们采用多种多样的轻质而且
内的多家汽车生产商携手，共同开发更高效的燃

经常是可回收的材料设计并建造参赛车辆，动力

油和润滑油。

则可以来自生物燃料、太阳能或氢能，也可以来

壳牌努力让所有交通运输方式都更可持续。在公
路交通以外，我们还推出了一款有助于提高燃油
效率的全新船用润滑油——Alexia S4。

自汽油或柴油。在每个燃油组别中，能用最少
能源行驶最远距离的车队获胜。2011 年，共有

342 支团队参加了分别在德国、马来西亚和美
国举行的三场壳牌汽车环保马拉松赛。

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壳牌汽车环保马拉松赛上，参赛的学生团队展开激烈角逐，力争用最少的能源， 开最远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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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绩
2011 年，壳牌完成了不少重大项目，这些项目

业绩。
与此同时，
我们还继续推出和落实相应措施，

有望在未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多能源。我们继

以提升社会业绩。如果希望了解更多信息，敬请

续努力提升在排放、用能用水、放空燃烧以及漏

参阅《壳牌集团 201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油等方面的环境业绩。我们继续保持出色的安全

www.shell.com/sustainabilityreport

温室气体直接排放量
二氧化碳当量（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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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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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that provide company
news, interactive stories about
innovation, service-station
loca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www.shell.com/mobile_and_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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