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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本报告的支持性资料可在壳牌网站上找到。这些资
料包括额外的环境、社会和财务绩效数据，及有关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做法等相关问题的详情。每一页
的网络链接显示了可以从哪里找到这些信息。
关键绩效指标

我们有一些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制订的关键绩效指
标。这些指标可让我们追踪我们的绩效，并帮助我
们更好地管理全公司范围内的工作，以产生出关键
的全球环境与社会影响。这些也是我们在壳牌计分
卡上评估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时内部使用的指标。
不要只是凭我们怎么说

本报告的平衡性、完整性和反敏惑度会再度受一个
外部专家委员会的评估。这一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
基于 AA1000 保证标准的原则（参见第 38–39 页）。
GRI

我们继续在使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3 准则。请访问
www.shell.com/gri 了解详情。

外部的认可

首席执行官
范德伟

欢迎阅读《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它阐述了我们在 2007
年为了实现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这一承诺而作出的努力。
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以对经济、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方
式帮助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这既包括在今天负
责任地经营我们的企业，也包括帮助为了未来建设一个负
责任的能源体系。
对于负责任能源的专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
最新的《战略能源远景》清楚地表明，2007 年的事件也再
一次证实：全世界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能源选择。能
源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对供应和价格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
能源生产国继续在加大对资源的控制，加重了许多能源消
费国对其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担心气
候变化的威胁。
在这一背景之下，很明显，可持续发展对于所有人的未来
和我们企业的成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明天的项目将更
加困难和复杂，也将需要更多的资金。它们都将带来环境
和社会挑战，而首当其冲就是气候变化。壳牌通过新技术
的开发和项目管理来减少环境影响并为我们运营所在社区
创造效益的能力，这对于赢得新业务和完成现有项目来说
至关重要。
我们正在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步。我们 2007
年的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 319 亿美元。我们正在将创纪录
的资金重新投入到业务发展和加强我们管理环境和社会影
响的能力。安全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的安全绩
效得到了改善，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已决定将对运
输 用 生 物 燃 料 的 投 资 增 加 三 倍 ，特 别 是 那 些 使 用
第二代生物技术的燃料。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二氧化碳捕集
和封存的能力，这是一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很有希望的
方法。

我们在爱尔兰 Corrib 的天然气项目获得了可喜的进展，而
我们美国 Motiva 阿瑟港炼油厂的扩建也获得了批准。我们
的社区关系工作仍然是这两个项目获得成功的关键。通过
收购壳牌加拿大公司小股东的股份，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在
负责任开发油砂这一日益重要的能源领域内的领导地位。
我们在继续努力提供可帮助客户改善能源效率的产品，这
充分展现了我们帮助消费者降低能源使用量的决心。我们
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保持了下降的趋势。
但我们在 2007 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尼日利亚的安全问
题仍然十分严峻。因此，我们的生产仍旧陷于停顿。而且
我们停止火炬放空的计划也不得不被推迟了。在阿拉斯加
的勘探工作也有所延迟。我希望这两个项目在未来的一年
内会有所进展。
我想在此对本报告外部评估委员会成员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表示感谢。他们对这一报告的草稿所提出的精辟意见促进
了我们的思考。他们鼓励我们对假设采取更加公开的态度，
并鼓励我们解释为何要做这样的选择。这一意见在形成最
终报告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帮助解释了我们
如何鼓励各国政府构建国际政策框架来适应变化。
我希望这一报告和我们网站上的支持性资料可帮助您判断
我们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这一承诺的履行情况。我也希望
它可以鼓励您思考自己在能源体系中的作用和我们所有人
都需实施的改变，以打造一个负责任的能源未来。

首席执行官

范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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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前，我们首次承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将其融入到
我们的商业原则中。自那时起，可持续发展对我们的重要
性与日俱增。
可持续发展对壳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而言，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意味着以对经济、环境
和社会负责的方式帮助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简
而言之，以负责任的方式来保障能源的未来。
我们的承诺是以负责任的方式寻找和提供能源产品，以帮
助满足世界对更经济、更方便、更清洁的能源日益增长
的需求。用我们在最新“战略能源远景”（Strategic Energy
Scenarios）中的话说，就是利用我们的先进技术、丰富经验
和高超技能，帮助构建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发展、能源安全
和二氧化碳减少的“有序世界”
（Blueprints）
（参见第 4–7 页），
这 部 分 涉 及 到 我 们 今 天 的 产 品 。今 天 ，我 们 生 产 的 天
然气 — 最清洁的化石燃料 — 占世界总产量的 3%（参见第
12 页）；我们为客户提供先进的运输燃油和润滑油，帮助他
们减少本地排放和改进车辆的燃油效率；同时，我们还为
他们提供更好的沥青和化工产品（参见第 16–17 页）。而另
一部分关系到为未来发展而投资 — 包括率先开发第二代
低二氧化碳的生物燃料，增强在碳捕获和封存技术方面的
能力，以及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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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对负责任的运营的承诺：我们将以安全、降低
不良环境和社会影响并创造积极效益的方式建设项目、运
行设施和管理供应链。我们的承诺还包括聘用本地员工，
以及向本地承包商和供应商采购货物等。
（参见第 28 页）。
这体现在我们将如何全力保障员工和周围居民的健康和安
全（参见第 22–23 页）、如何努力控制排放 — 包括业务活动
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如何充分利用能源、水等资源，以及
如何努力降低利用油砂等非常规资源生产油品时所产生的
环境影响等诸多方面（参见第 11 页）。
不同的思维方式
实现这一承诺需要养成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有意识地平
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在制定业务决策时综合考虑经济、环
境和社会影响，并时常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交流。此
外，这种思维方式还包括通过创造力和毅力解决那些看似
无法克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商业价值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因为它符合我们的价值
观，能够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此外，它还拉近
了我们与客户和员工之间的距离，降低了我们的运营和财
务风险，促进了运营效率提升，并为我们带来了利润丰厚
的新商机。

关于壳牌
我们是谁？我们从事什么业务？
我们是一家全球化的能源与化工企业集团，在 110 多
个国家内运营，在全球雇请约 104,000 位雇员。
我们的勘探与生产业务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和开采石油
和天然气。其中许多业务都通过合资企业来进行，这
些合资企业常常是与国有石油公司联合创办的。
我们的天然气及发电业务在将天然气液化后运往世界
各地的客户。其天然气制油工艺将天然气转化成洁净
燃烧的合成燃料和其他产品。本部门还利用风能来发
电，对太阳能技术进行投资，也负责销售我们的煤气
化技术 — 以清洁的方式将煤炭转化为化工原料和能
源许可证。

我们的油砂业务（阿萨巴斯卡油砂项目）从加拿大西部阿
尔伯达省的油砂中提取沥青并将其转化成合成原油。
我们的油品业务在世界各地生产、运输和出售许多种家庭、
工业和运输用石油产品。其未来燃料与二氧化碳业务部开
发各种燃料（例如生物燃料）、氢和天然气制油燃料（GTL
燃料）和生物质能）；并在全公司范围内领导着管理二氧
化碳的工作。我们拥有 46,000 家加油站，是世界上最大的
单一品牌燃料零售网络。
我们的化工产品业务为工业客户生产化工原料，用于生产
制造纺织品、医疗用品和电脑等行业所需要的塑料、涂层
和清洁剂。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3

世界能源系统在今后的半个世纪里将如何演变，这对于我
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而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就
更为重要。我们正在尽己所能，帮助构建一个负责任的能
源未来 — 用我们在最新“战略能源远景”中的话说，建立
一个“有序世界”。

“无序世界”的一次能源来源
艾焦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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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挑战
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还需要大量的能源来促进经济发展
和减少贫困。各国的能源供应必须有保证。同时，能源的
生产又必须以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方式进行，如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等。这就是能源挑战。应对这一挑战正在日益成
为社会 — 以及我们这一行业 — 在本世纪必须面对的巨大
考验之一。
然而，三个严峻的事实却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棘手。第一，
随着几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到能源密集阶段，其对
能源的需求在迅速增长。第二，2015 年之后，相对容易开
采的石油和天然气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填补
这一缺口，除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更多地使用其他能
源之外，人类别无选择。“其他能源”是指更多的可再生
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更多的核能、更多
的煤炭，以及更多的来自难以开采的地域或非传统来源
（如油砂）的石油和天然气。第三，因此，能源生产所导
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占到人类所制造的温室气体的一半
以上，即使世人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这类排放也必定会
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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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焦耳/年

ߤ

ඕའራ [A]

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战略能源远景》，
请访问：
www.shell.com/scenarios

未来两种能源情景展望
那么人类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壳牌最新战略能源远景 在这两种情景中，能源的使用都将快速增加，而在“无
给出了从现在起到 2050 年，能源系统可以选择的两条路。 序世界”情景中会更快一些。任何一种能源或技术都不
会既满足需求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更多混合使用所有
“无序世界”
（Scramble）情景是指一个各个国家各自为政， 的能源资源和技术才是途径。化石燃料将继续提供全球
争相为自己赢得更多能源的世界。在能源紧缺和气候变 一半以上的能源，但会远远小于它们目前在总能源供给
化两大危机面前，各国政治上的反应通常是膝跳反射式 中 80%以上的份额。
的，而且极为强烈，从而导致价格上涨、经济放缓，以及
但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在“有序世界”情景中，风
动荡增多等诸多状况。
电和太阳能电力在 2030 年后会有强劲增长。煤炭的消耗
而我们的“有序世界”
（Blueprints）情景一开始看似杂乱无 也会稳步上升；到 2050 年，电厂将大规模地捕集和封存
章，形形色色的本地计划导致各种旨在应对经济发展、 二氧化碳。在运输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少的生物燃
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挑战的政策和方案杂乱地拼接在一 料的使用将有极大增长；而在 2030 年后，极为高效的电
起。但随着一些本地计划的成功实施和逐渐被广泛采用， 动汽车将减少对液体燃料的需求。
这些努力会相对迅速地和谐统一起来。一个全球性的政
策框架 — 以及一个全球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规划 — 就
此形成。它可以激励创新、缓解能源需求增长和全球变
暖所带来的影响，并帮助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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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获得的更多的内容
• 我们产品的碳足迹
• 管理我们的运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 帮助客户减少他们的排放
• 我们的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工作
• 倡导解决气候变化的政策
www.shell.com/climate

寻找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是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长期
挑战之一。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合作工作组在 2007
年进行的分析证实（目前几乎可以完全确定）人类正在造
成气候变化。这一分析也指出能源、农业和砍伐森林所造
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未来的 10–20 年内达到顶峰后
急剧减少，才可能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

使用更少的燃料（参见第 14 页）。第三个努力是打造我们的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能力，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联盟来将
这一至关重要的技术在 10 年内从示范阶段推向大型应用
阶段。第四个努力是继续投资生产清洁燃烧的天然气并努
力降低可再生来源的能源成本以帮助它们竞争，从而协助
提供低排放电力。第五个努力是找到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
方法来在北极等偏远地区和利用油砂等非常规来源生产全
球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无序世界”情景中，这并不会发生。政府的政策过少、
过晚。没有有效管理温室气体的框架。因此，二氧化碳和
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将会稳步上升直到 2040 年左右。到 巨大的变革和公司自愿设定的目标
2050 年，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水平将远远高 1998 年，我们自愿设定了减少自身运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绝对排放量的目标。我们在 2002 年达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目
于科学家们所认为的安全水平。
标，目前正在向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努力 — 到 2010 年时将
在“有序世界”情景中，地方和国家政府都会推行新的标 我们运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在至少比 1990 年时低 5%
准、税收和其他政策来改变行为并改善建筑物、汽车和运 的水平。这些目标让我们的努力有了统一的方向，并在鲜
输燃料的能源效率及二氧化碳的管理。政治家们最终将达 有政府政策和很少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认为有必要采取行
成协调一致的政策。排放交易体系在国际范围内均获得认 动的那个年代显示了我们的承诺。但世界在发展，气候变
可和采用，为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全球都认可的价格，而这 化挑战的严峻程度也有了增加。今天，我们是唯一一家仍
将促进创新。因此，汽车的燃料效率将有大幅上升。电动 然为自己设定减少总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的全球石油和
汽车在 2030 年后会有突破性发展。工业设施将普遍采用二 天然气公司。但我们认为依赖公司自愿设定排放上限不是
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方法，而这将被证明是管理二氧化碳排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方法。所以，为了让所有企业和
放的关键。到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将停止上升，开始逐 行业采取行动，我们鼓励政府制定奖励低二氧化碳能源和
渐下降。到 2050 年，
“有序世界”情景中的温室气体在大气 高能源效率的法规。我们目前也在为各下属设施制定各自
中的水平将稳定在远远低于“无序世界”中的水平。但“有 的目标来协助我们的运营改善能源效率和管理二氧化碳。
序世界”情景也会让我们明显地看到气候变化挑战的艰巨 我们大部分资产的目标将是让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达到领先
性。甚至是在出现了这些普遍发生的快速变化（和农业沼 水平。为此将需要更高的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气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时，“有序世界”情景中温室 的进一步进展。
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仍然会稳定在高于科学家们目前所呼
吁的 450 ppm 的水平。
打破传统 — 缔造有序世界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
准备并获得成功，我们早在 30 年前就率先采用了这种未来
情景的方法。我们用它来测试我们的业务战略 — 确保在两
种情景中都能获得成功。过去我们从未表示过对任何一种
情景的偏爱。但现在不同了。要为我们的投资人和子孙后
代管理气候风险，要兑现我们投身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我
们就必须积极倡导“有序世界”。“有序世界”中所形成的
全球性政策和碳成本，将会比“无序世界”情景更好地降
低温室气体排放，为战胜能源挑战指明了方向。我们还相
信，从长远来看，它将为壳牌营造最有利的商业环境。
我们在不断地努力，而且正如本报告其余部分所阐述的那
样，已有了一些明确的结果。其中一个努力就是协助创建
变化所需要的恰当条件，包括在行业内建立对有效二氧化
碳政策框架的支持。因为政策制定者在未来 5 年内的决定
将对鼓励所需要的创新和巨大投资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见第 7 页）。另一个努力是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运输
燃料供应商之一）在推动开发更可持续的第二代低二氧化
碳生物燃料并通过提供先进的燃料和润滑剂来帮助驾驶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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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阿姆斯特丹实验室在进行
生物燃料研究

无序世界情景下的能源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十亿吨二氧化碳/年

由于能源系统所需要的变革极其巨大，而要实现这些变
革，政策支持十分重要，因此我们逐步加大了对政府的
倡导力度。对于某些人来说，提倡可能意味着企业阻碍
变革或钻营一己私利，但我们却在呼唤变革，分享我们
的专业知识，并与政府、企业以及社会上的其他合作伙
伴积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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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世界情景下的能源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十亿吨二氧化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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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与政策制定者直接分享我们技术知识、经验和对
能源体系的理解。例如，为了帮助理解构建负责任地
利用能源的未来所涉及的挑战、折衷和紧迫性，我们目
前正在向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推广我们的《战略能源
远景》。我们也在协助建立支持有效政策所需的企业、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盟。例如，我们是美国气候行动伙
伴关系（USCAP）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八国集团格伦伊
格尔斯气候变化对话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也参与了
英国的低碳机动车辆合作组织（LowCVP）。
国际二氧化碳价格和各行业的做法
那么，我们在倡导什么？我们在倡导旨在管理二氧化碳
的国际政策框架，它将确定排放二氧化碳的价格和鼓励
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能源二氧化碳密度所必须的技术和
投资，而它不会扭曲国际竞争。2007 年年末的巴厘岛宣
言所建立的路线图如得到实施，就可产生出这样一种框
架。这一宣言对于行动的必要性有着广泛的共识，现在
必须注重具体的细节。我们呼吁为不同的行业设定不同
的工具：为重工业和电力行业设定排放交易体系，同时
鼓励快速示范和采用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方法；为可再
生能源设定简单稳定的目标。运输行业（数以亿计的车
辆都在排放着二氧化碳）将需要严格的车辆效率目标，
而且需要鼓励使用从油井到汽车的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
较少的燃料，也需要管理交通堵塞和道路使用情况的措
施。严格的能源效率标准对于建筑物和家用电器来说最
为有效。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需要在电力行业和工业领域的
减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是有着广泛基础的联盟
“零排化石燃料发电厂欧洲技术平台”的一部分。这一
平台正在领导着开发这一极具前景的技术，其目标是加
速推出示范项目，以便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到 2020
年时适合商业应用。零排化石燃料发电厂将欧洲委员会、
欧洲的工业、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和环境人士联合到了
一起。在零排化石燃料发电厂的努力之下，欧盟最近推
出了一个旗舰计划 — 到 2015 年前建造 10-12 个采用二
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示范电厂。时间十分紧迫。每
延迟一年推迟大规模的采用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就会在全球大气中长期增加 1ppm 以上的二氧化碳。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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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ron Cramer 采
访了壳牌首席执行官范德伟，双方讨论了壳牌的业务策略
及壳牌在以负责任的方式保障能源的未来的过程中所起到
的作用。

油和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研发的原因，以改善燃料效率。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仍然处于研发的早期阶段，有一些需
要克服的实际障碍，所以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示范项目。如
果政府和行业快速地行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2020 年左右
看到有大量的二氧化碳被捕集和封存起来。

壳牌最新的《战略能源远景》表明气候变化是一个十分紧
迫的挑战。全世界解决这一问题的行动是否足够快？
战略能源远景表明形势将很严峻，但如果全世界很快采取
协调一致的大规模行动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管
理温室气体排放。2007 年 12 月的巴厘岛宣言表明美国、中
国和印度愿意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建立国际政策框架以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现在需要切实的计划。至少全世界都认
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我没有再听到有政府说“让我们再用
5 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这期间先不做任何事情”。

倡导是我们所做贡献的另一个部分。我们在公开地呼吁对
能源体系进行大胆的变革，而不只是被动的等待。我现在
在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能源政策的评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多，这也表明我认为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阶段。
我把我们最新的战略能源远景介绍给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领
导人，以强调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我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来组建可促成变革的联盟，也在与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
团体合作，例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欧洲企业家
圆桌会议（ERT)。

那您最希望政府做什么？
我希望他们读一读我们的“无序世界”情景。如果他们不
喜欢这一情景（他们肯定不会喜欢），那么他们应该读一
读我们的“有序世界”情景，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没有一
个国家或行业可以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可以发挥
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一阶段，政府的行动最为关键。它们
应该制定国际政策来减少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所有温室气
体排放，而同时不扭曲竞争。为此，我们需要制定排放二
氧化碳的价格和切实可行的减排、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能
源效率衡量目标。

一方面需要减少排放，而另一方面壳牌的业务策略又包括
了对油砂等高二氧化碳密集度资源的更大依赖，您如何解
释这一冲突？
我们认为世界将需要类似油砂这样的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
资源来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而且我们也致力于找寻负责
任的方法来开发它们。我们两种情景均表明常规能源的供
应在 2015 年左右将会出现短缺。更高的效率、生物燃料和
其他可再生能源会有帮助，但仅有这些还不足够。

为了加速您所描述的这一变革，壳牌在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运营中改善能源效率、我们也在开发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这是我们所做出的最重要贡
献中的两个，这是我们加强第二代生物燃料、燃油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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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能源安全和二氧化碳极为重要，所以我认为这
一问题不应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重新控
制能源供应，以影响可使用多少核能、煤炭、石油和天然
气、人们将如何改进节约能源的方法、是否广泛地采用二
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方法来减少排放、和油砂应发挥什么作
用等。

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我们的最新策略更新
• 我们的主要项目
www.shell.com/strategy

壳牌已设定了 2010 年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但这之
后的目标并没有设定，为什么？
因为仅有几家公司自愿设定目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
政府制定政策来在全世界进行减排，而同时又不扭曲竞争。
在 2010 年后，我们将采取一个不同而且我认为将会更有效
的设定目标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专注于每个运营单位。
与其他能源公司所运营的类似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相比，
我们希望我们的大部分资产二氧化碳排放处于领先地位。
这是一个明确、合理和有效的衡量标准。
如果你们设定“二氧化碳管理领先” 的目标，那么你们
最终赢得的这一竞赛会不会把我们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资产层面的目标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它们可帮助我们
改善运营绩效。更大的能源组合问题 — 向哪种能源投资和
投入多少 — 将由以上所提及的政策框架来确定。
在能源组合选择问题上，随着 100 美元石油时代的来临，您
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高石油价格为开发可再生能源提供了保护伞。我们已经加
大了对运输生物燃料的投入 — 尤其是不与食物竞争土地
和水资源的第二代生物燃料。壳牌有 100 年的提供高品质
运输燃料的经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而在更好的
生物燃料方面，所有厂家目前均处于发现和开发阶段 — 这
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向商用阶段过
渡。我们认为我们可打造一个商业规模的可持续生物燃料
业务，最终无需政府补贴即可成功运营。
壳牌在尼日利亚的运营条件在 2007 仍然十分困难。您认为
在未来还会有希望吗？
我十分尊敬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员工，他们的工作条件极为
困难。我们的海上业务在去年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我们
的液化天然气合资企业的产能也有了提升。但是尼日尔三
角洲地区，安全和融资还是很严重的问题。由于我们的一

些设施不能进入，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产能减少约 50 万桶，
而且我们停止火炬放空的计划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那
么我是否能够看到有任何希望呢？我们正在与政府等单位
讨论安全的问题。而且我们的首要工作是确保员工的安全。
对于与政府进行的建立石油与天然气项目新融资渠道的协
商，我也抱有很高的希望。
随着对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和国有石油公司的不断发展，
壳牌的可持续承诺是一个竞争优势还是劣势？
这绝对是一个优势。与过去相比，可持续发展现在是一
个更好的市场准入证。我相信，负责任的运营是开展更
困难项目的通行证，而做这种困难项目是壳牌这样的公
司的天职。在我看来，很明显，二氧化碳等可持续发展
问题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而不
是让人害怕的威胁。而且我认为我作为企业领导者所担
负职责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提醒壳牌员工了解可从
提供负责任能源过程中获得的商业机会，而且这将让我
们有别于竞争对手。
您对壳牌在 2007 年的可持续表现感到满意吗？您在 2008
年计划采取什么不同的措施？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满足。这不是我的工作和个性。我很欣
慰地看到我们的安全绩效在 2007 年得到了改善，但我们还
需要更加努力来消除所有事故和死亡事件。我认为我们的
总体可持续表现继续得到了改善。我认识到我们无法在一
年内判断总体可持续表现的进展，但我们可设定里程碑。
所以我希望在未来的一年内，我们将至少积极参与一个二
氧化碳捕集与封存项目 — 不仅仅只是研究其可行性，而是
实际开始发展这一项目。我也希望，到 2008 年年底时，我
们的“有序世界”情景的意义将被广泛地接纳。

“我相信，负责任的运营是
开展更困难项目的通行证，
而做这种困难项目是壳牌
的天职。”
范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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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深海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 我们的主要深海项目
• 在北极寻找石油和天然气
• 负责任地开发加拿大的油砂
www.shell.com/projects

无论在哪种能源情景中，到 2015 年左右，为了填补供应缺 哈林岛建设的世界上最大的油气一体化项目已接近完成
口，我们都要涉足难以开采的石油 — 即来自深海、遥远地 （参见第 33 页）。在 2008 年年初，我们是阿拉斯加楚科奇海
域（如北极）或油砂的石油。利用我们的先进技术和高超 275 个勘探区块租约最高的竞标者。我们希望在 2008 年年
技能，并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提供这种难采或边界石油现 底前恢复在阿拉斯加波弗特海的勘探工作（参见第 21 页）。
已成为我们的战略核心。
深海
我们的技术正在帮助人们开采深至 3,000 米处海水中的石
油和天然气，战胜了极端高压和超低温的挑战。壳牌于 70
年代首创了深海开采作业，我们目前也致力于保持在技术
和商业开发领域的领导地位。我们在 2007 年启动了两个新
的大型海上石油项目：巴西沿海的 BC-10 和美国墨西哥湾
的 Perdido Hub 项目（将是世界上最深的开采平台）。我们也
决定了开采马来西亚沿海的 Gumusut-Kakap 油田。

将钻机拖至 PERDIDO 项目现场

北极
我们的技术和经验也在帮助我们在北极和阿拉斯加、加拿
大、挪威和俄罗斯北极区地区负责任地运营；这些地区的
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环境十分脆弱，而且需要尊重当地人
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我们正在与合资企业合作伙伴 Sibir
Energy 一起在西西伯利亚的 Salym 开采石油。在俄罗斯萨

阿萨巴斯卡油砂项目（壳牌占 60%的股份）是我们的第一个
可开采油砂项目。目前这一项目的产能为 155,000 桶石油/
天，正在进行的扩建完成后将每天增加 100,000 桶产能。
与其他油砂项目相比，这一项目所采用的先进设计减少了
加工过程中的能耗。壳牌加拿大公司有一个独立的气候变
化顾问团，在这个顾问团的帮助下，壳牌加拿大公司制定
了温室气体管理计划，这一计划自愿设定了一个十分艰巨
的目标 — 到 2010 年时将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减少 50%。随
着壳牌加拿大公司于 2007 年被完全并入到我们的全球运
营体系中，这一委员会也随之解散，但它所提供的意见将
继续帮助这一项目达成其 2010 年目标。例如目前正在考虑
大型的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项目 Quest。它将每年封存阿萨
油砂
油砂是重油和砂的混合物。如果靠近地表面，它们就会通 巴斯卡 Scotford 精练厂所排放的 100 多万吨二氧化碳。在
过露天矿的形式开采出来，然后使用热水将石油分离出来。 2008 年年初，Pembina Institute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对油砂项
如果油砂处于地下深处，则通过常规油井让石油流向地 目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关键性评估，认可了我们目前这一项
目的环境领先地位。
表面（通常在地下加热油砂来让石油流动）。
加拿大的油砂被认为是沙特阿拉伯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
来源。将它们开采出来并炼成运输燃料需要大量的水和比
开采常规石油更多的能源。这意味着可开采油砂在其寿
命周期内将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而且地下开采会排放得
更多。

我们在加拿大的冷湖和和平河地区也有一些小型地下油砂
项目，而且目前也在考虑扩建其中的一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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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液化天然气领导者
• 壳牌的煤气化技术
• 壳牌的风电和太阳能电力
www.shell.com/energyfuture

无论在哪种能源情景中，到 2015 年左右，全世界的用电量
将至少是现在的三倍。我们的战略不是成为一个发电巨
头或入主煤炭行业，而是提供更多的天然气，推广煤气
化和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CCS），以及降低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成本。

上是可能的，但这一项目所产生出的额外石油不足以使
额外的投资显得物有所值。但它为未来的项目提供了可
借鉴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壳牌也在考虑在加拿大阿萨巴
斯卡的 Scotford 精炼厂开展一个大型的二氧化碳捕集与封
存项目，而且我们也在继续与三菱重工一起在中东探索
着管理二氧化碳的机会。

清洁燃烧的天然气
天然气是最清洁的化石燃料。与现代化的燃煤电厂相比，
它所产生的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少 50%，且本地污染少
得多的。全球约 3%的天然气由壳牌生产。我们的总产量
中有约 40%是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或液化天然气）
（参见第
13 页）。投资于天然气开采是壳牌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的新天然气项目越来越多处于恶劣的地质环境
中，例如美国的 Pinedale 气田（必须钻数以千计的气井来开
采封存在岩石小孔中的天然气）或中国长北致密气项目。
我们的天然气项目也越来越处于偏远地区。2007 年 12 月，
我们取得了新近开放的奥曼朗格天然气田的运营权，这
一气田位于挪威沿海崎岖海底地下近 3,000 米的深度，而
海水深达 1,100 米。这一项目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水下管道，
最终将提供可满足英国 20%需求的天然气。

壳牌科学家所开发的专利煤气化技术可降低捕集燃煤电
厂二氧化碳的成本，并让这一过程使用更少的能源。这
一工艺也可减少空气污染并降低水资源的消耗。这一技
术几乎可将任何品质的煤（甚至是最脏的煤）转化成可
用作发电燃料的清洁合成气。它也可以高浓度高压方式
排出二氧化碳，以便于被捕集和封存于地下。因此，与
最现代化的（超临界）燃煤电厂相比，将二氧化碳封存
与煤气化相结合的方法可将能源效率提高近 30%。这意味
着可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到目前为止已建成了（或
正在建设）12 家采用壳牌煤气化技术的生产厂（主要位于
中国，在荷兰、英国、美国和越南也有），以生产化肥、
化工原料或发电用燃料。

可再生电力
在我们的两个情景中，在经验和进一步技术突破降低了
成本之后，风电和太阳能电力的数量将会有极大增加。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在“有序世界”情景中，到 2050 年，发达国家 90%（发展 在 2007 年，我们继续开展了旨在让这些突破成为可能的
中国家为至少 50%）的燃煤和燃气电厂都将捕集和封存二 工作。我们的太阳能电力研发注重于发展我们的专利薄
氧化碳。目前没有一家电厂在进行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膜太阳能技术。与我们的合资企业合作伙伴玻璃生产商
因为它会额外增加成本和消耗更多的能源，而且因为许 圣戈班一起，我们目前正在德国修建一座 20 兆瓦的薄膜
可要求和二氧化碳责任问题还不明确。所以我们面临的 厂。昭和壳牌合资企业（壳牌占 35%的股份）正在日本宫
挑战十分巨大。我们决心通过开发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崎县运营着一座 20 兆瓦的薄膜厂，而且目前正在修建另
能力来提供帮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认为二氧 一座 60 兆瓦的薄膜厂。
化碳捕集与封存对于管理炼油厂、化工厂、石油与天然
气开采设施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说也将十分重要。鉴于我 壳牌也是重要的风电开发者，参与了 1,100 兆瓦以上的项
们的工程技能和对地下地质情况的了解，我们希望在这 目(壳牌占约 550 兆瓦)，足够为 50 万家庭提供电力。这包
括在美国建设的 Mount Storm 风电项目（参见第 13 页），合
一领域为二氧化碳的管理作出重要贡献。
资公司预计在 2008 年将其投入全面运营。
我们正在鼓励各国政府尽快制定必要的鼓励措施和法规
来建立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示范厂，以便可将这一技术 2007 年，我们将原来由独立的壳牌可再生能源部门的风
在 2020 年左右可以开始大规模应用（参见第 7 页）。我们 电和太阳能电力业务并入到我们的天然气及发电部门，
已经参与了一些示范项目，例如澳大利亚的 ZeroGen 电厂 以便它们受益于我们的主流业务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和市
场知识。壳牌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其余部分（壳牌氢能部
项目（参见第 13 页）。
门）则成为我们的下游业务未来燃料与二氧化碳部门的
并不是所有这些项目都会被应用，但它们可提供重要的 一部分。
学习机会。例如在 2007 年，壳牌及其合作伙伴完成了
Halten 项目（捕集一座陆上燃气电厂的二氧化碳并将其用
于提高挪威沿海 Draugen 油田的原油采收率）的可行性研
究工作。这一研究认为，尽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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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领导企业
为了方便船舶长途运输，需将天然气冷却成液化天然气，
使其体积缩减至 1/600。因此，客户会有更多的天然气供应
商选择，我们是液化天然气领域内的全球领导厂商，产
能高于任何其他国际化石油公司。到 2010 年，我们计划将
产能增加至 2004 年的两倍。2007 年，我们在尼日利亚的合
资企业扩大了产能。而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西北大陆架公
司也进行了扩建，同时我们在萨哈林岛上的俄罗斯第一
家液化天然气厂的建设也接近完成。这些新增加的产能
将把全球目前的液化天然气产能提高约 10%。卡塔尔
Qatargas 4 期液化天然气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在这一项目完成后，它所供应的天然气每年可满足约 2000
万家庭的需求。

ZEROGEN 项目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可展示结合使用
煤气化技术和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来发电所带来环境益处
的项目，这在世界上可能是首次。我们已同意提供煤气化
技术，并研究在地下封存二氧化碳的地点和数量。如项目
得以实施，它预计每年将捕集和封存这一电厂约 75%的
二氧化碳排放（420,000 吨）。

MOUNT STORM 项目
2008 年 1 月，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的 164 兆瓦 NedPower
Mount Storm 风电项目（壳牌占 82 兆瓦）开车运营。这一
项目由壳牌风能和美国公司 Dominion 联合开发。目前已
开始将 Mount Storm 的发电能力再增加 100 兆瓦(壳牌占
50 兆瓦)的建设。在建设完成后，这家发电厂将可为约 8 万
户美国家庭提供电力。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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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大的运输燃料提供商之一，我们致力于凭借我们丰
富的专业知识和强大的市场地位，为驾车人士提供更先进
的燃料和润滑油，帮助他们节能减排；引领本行业寻找更
好的生物燃料；并宣传政府减少交通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

壳牌首创了天然气制油燃料和润滑油技术，它目前也在卡
塔尔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制油厂 — Pearl GTL。本项目
建设于 2010 年前后建成后，它所生产的燃料可每天供应
160,000 辆以上的汽车，而且每年也可生产足够的基础油来
生产润滑油，足以为 2.25 亿多辆汽车服务。

在两种能源远景中，人们对移动性的需求均会强劲增长。
到 2050 年，人们的旅行将超过现在的两倍。到那时，每天 壳牌燃料经济性配方 – 开得更远，用的更少
将有 20 多亿辆汽车在道路上奔驰，而今天这一数字为 9 亿 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改善燃料效率。壳牌的燃料经济性
辆。即使在一个“有序世界”，2050 年，大部分运输需求仍 （Fuel Economy）配方燃料含有先进的添加剂和清洁剂混合
物，可减少发动机的能量损失，从而帮助改善驾驶人士的
将由液体燃料 — 包括更多的生物燃料 — 来满足。
燃料效率。2007 年，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燃料经济性配方燃
料，目前 18 个国家的壳牌汽油和其中 6 个国家的壳牌柴油
均使用了这一配方。我们也在 8 个国家推出了壳牌节油挑
更少的本地污染
减少机动车辆所造成的烟雾和污染，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 战赛（针对机动车驾驶员的宣传活动和职业驾驶员的培训
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城市中，将成为一个更加紧迫的挑战。 项目），通过培养驾驶人士节省燃料的驾驶习惯和利用壳
严格的本地排放法规和新的发动机与燃料技术都将是至关 牌的燃料经济性产品来改善他们的燃料经济性。在 2007 年
重要的。例如，在欧盟，它们从 90 年代初以来已帮助将当 进行的试验中，在参加挑战的所有驾驶人士当中，几乎有
一半的人将他们的燃料经济性提高了 5%以上，1/4 以上的
地的机动车辆污染物减少了 50%以上。
驾驶人士提高了 10%以上。
我们的汽油已再不含铅了，我们也是商业化推出无硫柴油
的首批公司之一。我们也在继续减少其他燃料中的硫含量，
而且看到壳牌的天然气制油有了极好的前景。它无色无味， 解决交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几乎不含硫，是可减少本地大气排放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替 汽车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到了全球总排放量的
代燃料（根据上海市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最近一项试 1/4。所以减少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是一个十分紧迫
验（在上海的四辆公交车内使用壳牌天然气制油）发现与 挑战。这将需要更高效的汽车和可改善燃料经济性的先进
常规柴油相比，这种燃料显著地减少了颗粒和氮氧化物等 燃料与润滑油，也需要更多更好的生物燃料。为此，技术
和法规必须配合行动。
有害物质的排放。

欧洲和北美的学生在壳牌环保马拉松比赛过程中
制造世界上有最高燃料效率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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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的内容
• 当今更清洁的运输燃料
• 可持续的生物燃料来源
• 于未来更好的生物燃料投资
• 为使用氢的未来而努力
www.shell.com/energyfuture

要求运输行业达到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政府政策
政府制定正确的运输行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制定更
严格的机动车辆燃料效率标准和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和拼车
之外，也需要制定政策，鼓励使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
燃料。我们正在争取对这些政策的支持，例如通过欧洲石
油工业协会和英国低碳机动车辆合作体来进行。其设想就
是按共同的油井至汽车的基础比较所有燃料（即衡量在开
采、运输和使用它们的过程中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然
后奖励二氧化碳排放较少的燃料。
生物燃料
成为第二代更可持续生物燃料开发领域的领头羊是我们的
策略的一部分，它体现了我们至少通过一个替代能源技术
来打造一个实质性业务的决心。
并不是所有的生物燃料都是一样的
当今的第一代生物燃料的原料是粮食作物：乙醇的原料是
甘蔗、玉米或小麦，而柴油产自于油菜籽、棕榈、大豆等
油脂植物。它们的二氧化碳益处有很大差别，取决于所使
用的作物和生产的方法。它们的大量种植可导致对农业用
地和水资源的争夺。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种植已经导致
了对雨林的破坏。与此同时，对糖厂和棕榈油厂工人们的
权利和工作条件也是一种威胁。
第二代生物燃料使用稻草、木废料、藻类等非食物有机材
料制成，而且使用了不同的转化技术。这些生物燃料看起
来很有前景。例如在我们是合作伙伴的两个第二代示范厂
中，与常规柴油或汽油相比，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寿命
周期计算减少了约 90%。这些燃料不与食物生产竞争农业
用地。但将它们大量用于商业目的之前，还需要进行 5-10
年的研究和示范工作。
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已经在通过强制命令和优惠政策
来鼓励企业生产生物燃料。第二代生物燃料将无法在规定
时间内达到它们的要求。所以，尽管我们目前没有生产第
一代生物燃料，为了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还是成为了世
界上最大的第一代生物燃料分销商。
更可持续的采购
作为一个主要的生物燃料买家，我们正在努力改善当前第
一代生物燃料生产的可持续性。我们正在与生产者、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例如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进行合作来
提高人们的意识，并制定适用于整个行业的生物燃料生产
可持续标准。对于我们采购的燃料，我们都在采购合同中
规定供应商的生产不能出现侵犯人权和破坏重要的自然生
物栖息地的情况。如生产商当时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

壳牌阿姆斯特丹实验室
在进行生物燃料研究

生产更好的生物燃料
我们认为在第二代生物燃料领域成为领导厂商在战略上
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将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增加了三倍。
我们在印度、荷兰、英国、美国有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
究的专家。壳牌与加拿大公司 Iogen 合作使用酶来以稻
草为原料生产乙醇。Iogen 及其合作伙伴从 2004 年起就
在经营着一个示范厂，目前正在评估一个完整商用厂的
设计和可行性。我们也在与德国公司 CHOREN 合作采
用木屑生产燃料。世界上采用这一技术的第一家商用示
范厂预计将于 2008 年投产。在 2007 年，我们与美国公司
Codexis 合作开发了可将非食物生物质更高效地转化为
生物燃料的“超级酶”。我们也宣布了与 HRBiopetroleum
一起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Cellana，在夏威夷修建一座试验
厂来将海藻转化成可被用作生物燃料原料的生物质。而
富含植物油的海藻可在海水池中养殖，基本不使用肥沃
的土地和淡水。在 2008 年 3 月，我们开始与美国公司
Virent 合作开发将植物中的糖直接转化成汽油（而不是
先生产成乙醇）的技术。这一技术的成功开发将让人们
不再需要使用专业的设备来运输和混合生物燃料和设计
新的生物燃料发动机。

们会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构建一个更可持续的供应链。
如果他们未能改进，我们就会终止合同。为了管理这些工
作并检查供应商是否达到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已经设立了
专门的生物燃料可持续性监管员和团队。
氢
氢作为运输用燃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才会成为一种可行的
选择。在“有序世界”里，它的使用在 2030 年以后才会开
始普及，而且需要一个全新的分销基础设施和更廉价的燃
料电池汽车。我们是第一家在所有三个主要氢市场（欧洲、
日本、北美）修建示范性加氢站的能源公司。在 2007 年，
我们又参与了两个项目，在 11 月份，壳牌与同济大学、当
地政府和中国科学技术部合作为上海的第一座加氢站提供
了技术咨询和部分资金。我们也在纽约的 White Plains 修建
了一座壳牌加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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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石油变成更清洁、二氧化碳含量更低的产品，是创造一
个负责任的能源未来，以及我们“盈利的下游业务”战略
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利用员工的创造力和专业技术，不
仅可以为司机们提供高级的运输燃料和润滑油，帮助他们
节 省 能 源 ，还 可 以 为 各 大 工 业 和 商 业 客 户 提 供 的 可 持
续产品（参见第 14 页）。以下是有关其中一小部分产品的
介绍。
更好的道路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沥青供应商。沥青通过提炼重质原油
而生成，是重要的铺路材料。开发拥有更好环境和社会绩
效的产品是我们的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让我
们不断的在沥青业务领域成功地进行竞争。
壳牌开发出了一种可帮助建筑行业的客户在辅设道路时使
用更少的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工艺。壳牌温拌沥青
解决方案是由两种沥青组成的混合物，可在温度低于常规
沥青 50°C 的条件下辅设。2006 年在意大利实施的示范项
目表明在使用温拌沥青工艺辅设道路的过程中减少了 30%
以上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它也减少了粉尘和本地的
废气排放。到 2007 年年底，欧洲已经使用了这一工艺，也
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项目转让了其使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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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开发了碎石路和水泥路的替代方法 — 壳牌 Instapave
解决方案，可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好和更低成本的全天候
道路。其方法是将经过特殊的沥青与当地的碎石块进行混
合。这是一种快速、简单和低能耗的方法，因为沥青的混
合物无需加热。这一方法所产生的路面的强度特别适合于
乡村道路常见的低中度交通量，而且其造价也低于另外两
种方法 — 水泥路和每年重铺两次的碎石路。与碎石路面相
比，这种路面不仅可提高驾驶人士的燃料效率，它也可为
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因为全天候道路是现代经
济的大动脉。它们不会在雨季形成车辙或无法通行，可让
乡村地区方便通达市场、学校和医院。
世界银行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用一元钱来改善道路对当地
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要大于用一元钱来改善灌溉。壳牌
Instapave 解决方案可让这一元钱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方
案已于菲律宾推出，并在中美洲被用于一个试验项目。它
预计于 2008 年在印度开始试用。
更好的润滑油
技术领导地位是我们的润滑油业务策略的核心。这也意味
着环境益处。例如，我们的高级机动车辆润滑油使用了可
减少摩擦的添加剂和可清洁发动机的技术，可将车辆的燃
料效率提升高达 5%。因此可为客户节约燃料费用，也可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我们的沥青业务提供的更清洁的产品
• 生产更好的润滑油
• 生产对环境更友好的化工产品
www.shell.com/businesssolutions

壳牌先进的工业润滑油可帮助设备更高效地运转，也可帮
助一些设备将维修间隔延长一倍。针对能源生产企业，我
们开发了一些可增加涡轮机的可靠性和效率的特殊润滑油，
从而帮助它们降低风力发电的成本。例如，我们的壳牌德
力士 TX 液压油让荷兰一家风力发电运营商将维修间隔从
6 个月增加至两年以上；而我们的壳牌 Omala HD 变速箱油
可将能源损失减少高达 15%。

化工产品
壳牌提供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化工产品，帮助领先的
消费品生产商生产既节省能源又可达到苛刻性能要求的日
用品。例如，壳牌科学家们开发出了可在低水温条件下使
用的洗衣粉和洗衣液的关键成份，将洗衣机所消耗的能源
降低 50%以上。我们也协助开发了浓度更高的洗衣剂，从而
进一步显著减少了包装、运输成本和能耗。

2007 年，我们扩展了适合于环境敏感地区的壳牌 Naturelle
生物降解工业润滑油产品线。如果出现意外溢漏的情况，
土壤或水的天然过程即可分解这些低毒性润滑油，因而它
们对环境的影响小于常规工业润滑油。

这些特种成份（在洗涤过程中帮助污渍更容易地溶于水中
的酒精和化学物质）均使用原油制成。生产商们越来越多
使用棕榈油等植物制成的类似的成份。那么是不是我们也
采用这些植物成份会对环境更好呢？不一定。这两种方法
都需要进行相似数量的加工。使用原油制成的成份可在分
子水平进行更好地控制来提供所需要的性能，而不会对农
业用地的使用造成更多压力。而且这两种生物降解方法都
可取得良好的结果。

我们向下一代高性能润滑油投入了大量资金。目前在卡塔
尔建设的 Pearl GTL 厂（参见第 14 页）将每年生产 100 多万
吨极高质量的新一代润滑油所使用的基础油。这些基础油
再加上我们的混合技术将让我们生产出可更好减少摩擦的
润滑油，从而帮助广大驾驶人士改善燃料效率、减少排放
和保护他们的发动机。

与沃尔玛合作
壳牌正在帮助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减少我们所供应的一
些产品的包装浪费情况。我们发现了一些方法可将沃尔玛
美国卖场所出售的壳牌润滑油的总包装数量每年减少 900
吨，我们现在已开始向所有美国客户提供这些方法。我们
也将沃尔玛美国卖场所出售的壳牌汽车养护产品的纸板包
装数量每年减少了 1,000 吨，而且目前也在将这一方法变
成适用于所有美国客户的一个标准方法。
我们并不仅仅是在改变包装。我们也开始了将在沃尔玛和
其他美国零售店出售的汽车养护产品中的 PVC 更换为可
回收再利用的塑料，例如玻璃水的包装瓶和座套包装盒。
我们也在重新设计一些产品（例如我们车轮清洁液）来使
用更多的环保成份。为了节省燃料，我们也在改善我们的
供应和分销体系，例如确保送货车在送货时要装满货物。
因为沃尔玛的大多数卖场和我们的大部分汽车养护业务都
在美国，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美国市场。
但我们还是为美国以外的所有客户（包括沃尔玛在其他国
家的卖场）设计了一种塑料更少的新型润滑油包装瓶，计
这将把我们美国以外的塑料消耗量降低近 10%，也就是一
年 2,200 吨。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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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提升我们运营单位的能源效率
www.shell.com/climate

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应该从自己做起。我们努力
减少我们的运营对环境的影响。
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
开采加工石油和天然气需要大量的能源。所以管理我们的
设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是一个首要任务。
与 1990 年相比，我们已将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近
25%（参见第 36 页脚注[A]对测量温室气体的解释）。
我们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来自于停止了石油开采设施在
过去天然气持续放空燃烧的情况，和我们在 2000 年推出的
在石油开采设施停止火炬燃烧计划（费用将达数 10 亿美
元）。从 2001 年以来，我们的上游火炬燃烧总计减少了近
60%，其中 50%是因为这一计划的结果。其余是因为尼日利
亚 2005-2007 年的安全问题所造成的产量降低（占火炬燃
烧的 2/3）(参见第 24 页)。
除了尼日利亚，我们到 2008 年时已经实际上达到了停止火
炬燃烧的目标。在 2007 年结束时，我们只有 4 处上游设施
（占我们二氧化碳总计排放量的约 0.25%）还有长燃火炬。
这些火炬将继续燃烧，因为两处设施停止火炬燃烧的措施
会产生出更多的温室气体，捕集天然气在第三处设施技术
上是不可能的，而第四处设施需要一个小型长燃火炬来避
免释放危险的硫化氢。

近 2%（根据 Solomon Associates 能源密度指数 (EII™)的测量
结果）。我们的化工厂在 2001 年开始了提升能源效率的努
力，目前它们的能源效率已经上升了近 9%（根据我们的化
学品能源指数）。获得这些长期益处的原因是化工厂的运
转接近全部产能水平、实施了我们的 Energise™能量效率计
划和进行了业务改善评估。Energise™和业务改善评估每年
为我们减少了约 170 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每年为我们节
约 1.8 亿美元以上。
但在过去两年内，这些改善趋势在我们的炼油厂却有了倒
退，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停工现象。在停工后重
新投产需要大量的额外能源。壳牌化工厂的能源密度没有
发生变化。在 2007 年，一些工厂的能效改善被另一些地方
的非计划停工所抵消。因此，我们增加了业务改善评估中
能源效率的重要性，并实施了一项旨在提升能源效率的三
年期资本投资计划。
在整个上游业务，随着现有油气田的老化，以及各公司从
重质和难以到达矿藏中开采出更多的石油，油气开采的单
位能耗正在快速增多。壳牌也不例外。从 2000 年以来，我
们上游业务的能源密度已经增了近 30%。因此，我们于
2007 年在勘探与生产部门引入了一个大型计划，在我们的
50 多处主要资产中实施了能源管理系统来改善能源效率。
这一系统于 2007 年在 4 个地点进行了试运行。同时，我们
的油砂业务（我们在今年首次对它进行独立的报告）也在
继续进一步降低运营的能源密度（参见第 11 页）。

壳牌炼油厂和化工厂的能源效率的提高也给了我们很大的
帮助。自 2002 年以来，我们炼油厂的能源效率已经上升了
实际
目标

温室气体排放 [A]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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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燃烧的烃（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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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调整了目标和基线以反映组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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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调整了 2003–2005 年的数据来反映从勘探与生产业
务中去除了油砂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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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合作推动自然保护
• 我们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更少地使用淡水
• 预防溢油
www.shell.com/environment

在生物多样性敏感地区负责任地运营
截止 2007 年年底，我们已在 8 个主要运营区实施了生物多
样性计划，这 8 个运营区都位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其中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指定为 1-4 类保护区内
的 6 处运营场所。行动计划包括监测、保护和提高当地生
物多样性的措施。我们目前正在荷兰与国家自然保护部一
起制定 8 个行动方案。
我们也支持一些国际自然保护行动，包括《威尔士亲王的
雨林项目》，这个项目鼓励各个国家和农民停止大量砍伐
森林。
减少我们的淡水用量
从现在起到 2050 年，世界水资源将越来越紧张，主要原因
是农业的发展和城市为了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而进行的扩
张。气候变化和对更多非常规石油(参见第 11 页)和生物燃
料的需求进一步加剧这一紧张状况。我们的行业并不是用
水“大户”，但我们也可以作出贡献。2007 年，我们的各运
营单位总计使用了 5.74 亿立方米的淡水，比 2000 年少用了
17%，约占世界总用水量的 0.01%。而且我们也在更加努力
地在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减少我们的淡水用量。
例如，在容易发生干旱的澳大利亚，我们的吉朗炼油厂在
2007 年完成了一个 4600 万美元的改造项目，将其用水量一
年减少了 110,000 立方米，足够满足吉朗 650 个家庭一年的
用水需求。这一项目主要包括回收和重新使用生产过程中
的蒸汽，并通过检测和修理漏水处来改善系统。
在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合成油厂 Pearl GTL（我们与合作伙
伴卡塔尔石油公司一起在卡塔尔沙漠修建，参见第 14 页)，
对水资源的仔细管理在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了。在这个项
目中，将天然气转化成天然气制油产品的化学过程一年将
产生约 1200 万立方米的水。Pearl GTL 将拥有一个尖端的
水处理厂，可将这一副产品清洁至可被重新用作蒸汽、冷
却水和满足水处理厂其他需求的水平。因此，Pearl GTL 厂
将不会使用这一干旱地区的淡水资源，而且也不会向陆地
或海洋中排放污水。
通过参与可持续生物燃料和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我们
正在研究运输生物燃料需求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用水问题
（参见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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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溢油
公众最为关注油轮的泄漏问题，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罕
见。我们管理的船舶在 2007 年运输了 4100 万吨货物，而只
有不到 1 吨的烃被泄漏，这反映出了我们严格的操作要求。
我们长期租用的其他船舶大约有 2.3 吨的油品泄漏。
不太引人注目，但更频繁发生的是设施的泄漏问题。泄漏
有两种：因飓风或破坏而造成的泄漏（我们无法控制这种
泄漏，而且它们的发生无规律）和因我们可控制的因素（例
如腐蚀或运营问题）而产生的泄漏。减少后一种泄漏要求
有明确的程序、一直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和大量的努力。因
运营而产生的泄漏从 1998 年起一直在减少，这主要是因为
管道检查和上游业务的维修工作有了改善，而且我们也更
加注重解决下游业务的小型泄漏问题。因我们的下游业务
有了持续地改善，所以这一趋势在 2007 年得以继续保持。
我们的总泄漏量在 2007 年有了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在尼日
利亚（那里仍然发生着原油盗窃和武装分子攻击的情况）
发生的破坏行为造成了大量泄漏(泄漏量上升了 80%)。在因
安全原因而关闭的设施中，在我们返回这些设施进行修理
和重新开始运营之前，还无法获得可靠的泄漏数据。
我们的重点在于预防，但我们也准备好了尽量降低万一发
生泄漏时可造成的影响。2007 年，我们在壳牌全球环境标
准中加入了泄漏反应要求。我们整个公司范围内的石油与
化学品泄漏顾问组也在大力开展专项活动，以促进对突发
事件进行快速和有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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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针对 2006 和 2007 年进行了调整。请参阅第 36 页的脚注[C]。

与自然保护领域的领导者进行战略合作
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标准包括致力于与专业人士合作来
解决壳牌设施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并协助促进推广自
然保护。我们目前在与 40 个国家内的 100 多家科研机
构和自然保护组织合作。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初，我们
又实施了一个重大举措 — 与两家全球自然保护领域内
的领先机构缔结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 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 (IUCN) 和湿地国际。合作目的是加强我们与这些
组织的关系，以此加强我们对全球自然保护努力的支
持，并协助降低我们的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合作活动包括支持全球性的自然保护研究计划，例如
更好地识别濒危物种和进行海洋保护。通过这些计划
而得到知识和信任，这些机构的生物多样性专家可以
为我们提供咨询，以便我们在石油、天然气和生物燃
料项目的最早期阶段即发现和减轻生物多样性风险。我
们每年都会为这两项合作各捐赠 110 万美元用于下一
个 5 年的研究工作。

在阿拉斯加北海岸外海域勘探石油
“阿拉斯加北海岸外的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的海底可能含
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两个海域里也有鲸鱼和海豹，
它们是当地因纽特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尊重它们的独特传统，认识到了平衡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
（包括开发当地急需的能源）的挑战。我知道这对于当地社
会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致力于和他们一起努力，利
用他们对当地陆地和海洋的了解，并解决他们所担心的壳
牌规划问题，以找出尊重当地传统打猎方法的运营方式。
自从我们在 2005 年获得了勘探许可以来，我们的各种行动
都是十分谨慎的。例如我们聘请了当地的因纽特人做观察
员，以便我们可获益于他们对弓头鲸行为了解。我们与阿
拉斯加爱斯基摩捕鲸委员会签署了避免冲突协议。同意不
在 2007 年弓头鲸捕猎期间进行钻井作业。对于我们的首次
钻探（原计划于 2007 年夏季在波弗特海进行），我们安排了
14 艘专业船舶处于“战备”状态，以便在万一发生溢油时
进行处理。
令人失望的是，几家环境组织、（North Slope Borough
（北坡管理区）和阿拉斯加爱斯基摩捕鲸委员会）对美国
联邦政府质疑批准壳牌勘探计划前所进行的环境分析后，
一家美国法院命令我们停止了 2007 年在波弗特海进行钻
井的计划。我们正在等待法院的最终决定。
2007 年，我们在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进行了地震勘探工
作；在 2008 年初，我们是 275 个勘探租约的最高竞标人。
我们将在完成环境评估后才开始在楚科奇海进行钻井
工作。
为了一起找到方法来负责任地开发海上能源并同时尊重这
一地区的本土文化，我的同事和我决心听取当地社会的意
见并与他们更好的进行合作。”

所有运营单位均必须使用我们的健康、安全和环境
管理体系来系统化地管理环境影响。
全球环境标准确定了全公司范围内的要求，其涉及
的领域包括应对溢油、能源效率、天然气长期放空
或火炬燃烧、大气和水排放及废物处理。
我们在本行业中率先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标准，要求
所有运营单位均尊重受到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场所。

勘探与生产美洲公司
执行副总裁
壳牌美国公司主席

MARVIN ODUM

我们是第一家对保护区作出了承诺的能源公司—不
在世界遗产地勘探或开采石油或天然气，在其他生
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执行严格的运营规定。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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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始终被我们视为重中之重。我们的目标是保证零死亡
事故，并避免对我们的员工、邻居和设施造成风险的事件，
如泄漏、火灾和其他意外事故。2007 年，我们继续增强安
全文化，推出了更简便易行的新政策，使政策的理解、遵
守以及执行检查更为容易。

道路安全
壳牌的机动车辆每天行驶数百万公里。2007 年，我们约
60%的死亡人数均是因道路交通而造成的。所以确保道路
安全（长期以来一直是壳牌的首要任务）已变得更加紧迫。

2007 年，我们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出了一个必须执行的道路
安全标准，其中涉及路线规划、驾驶员培训和禁止在开车
过程中使用手机等内容。这一标准借鉴了壳牌在各地项目
安全绩效
2007 年，30 人（两位正式雇员和 28 位合同工）在为壳牌工 的成功经验（参见以下）并协调了我们上游和下游业务中
作期间在已确认的事件中失去了生命（参见第 36 页脚注 已有的各项要求。2008-2009 年的重点将是在全公司范围内
[C]）。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悲痛。在这些死亡人员中，17 人来 通过一项道路安全综合计划来进一步实施这一标准。这一
自上游业务，死亡主要因交通或在尼日利亚（袭击造成两 计划将包括实用的最佳实践指南；不断提高正式雇员和合
人死亡，违法分子偷窃石油管道中的石油引发火灾造成第 同制员工的安全意识；检查卡车和装卸设施等资产来确保
三人死亡）等高风险地区发生。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死亡事 它们安全；通过稽核、抽查、检查和定期安全会议等监测
件均是因交通问题而引起，而我们常常无力控制交通事件， 这一标准实施情况。
人员的安全更加取决于个人的行为。我们的死亡事故率（死
亡人数/1 亿工作小时）有了改善，自 1997 年以来已经下降
了近 2/3。我们的受伤率（自 1998 年以来已经下降了 50%以
上）在 2007 年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低的。这一成绩证明了我
马来西亚更安全的道路
们所采取重大措施（通过简化安全规则和加强安全文化来
10 年前，壳牌马来西亚公司的配送业务在一年内因交通
改变行为）的重要性。
事故 19 人死亡。从那时起，我们改善道路安全的协同努
流程安全
流程安全意味着确保我们的设施设计良好、运营安全和进
行恰当的维护。我们于 6 月份推出的流程安全标准和进一
步加强了全公司在设计和维护复杂设施（例如炼油厂、化
工厂和油气开采现场）时的规则。我们新组建了一支由内
部独立的流程安全专业稽核人员组成的团队，来检查整个
壳牌实施这些标准的情况。

首席执行官范德伟和健康、安全、保安与环保（HSSE）
副总裁 KIERON MCFADYEN 在 HSSE 领导能力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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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产生出了显著的结果。自 2006 年一月起，壳牌马来西
亚公司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交通死亡事故，因而它于 2007
年获得了《壳牌首席执行官健康、安全、保安与环保奖》。
该公司为其驾驶员公开设立了一张排名表，对良好表现
进行奖励，通过发出警告信、扣除排名积分和解雇驾驶
员的方式来改善不良表现。它严格执行了所有驾驶和车
辆规定，并与其主要承包商进行密切合作，在承包商的
办公场所稽核他们的流程、分析事故以进行必要的改进
和分享其他运输公司的事故教训。它甚至邀请了驾驶员
的家人来参加安全培训。

壳牌马来西亚公司的驾驶员庆祝荣获
《壳牌首席执行官健康、安全、保安与环保奖》

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包括健康、安全与环境政策和承诺的安全管理方法
• 加强我们的安全文化
• 保护我们的人员
www.shell.com/safety

加强我们的安全文化
我们不认为死亡事故是在危险行业工作中一个不可避免
的后果。我们认为可以在运营中保持零死亡率和零重大
事故。我们于 2007 年推出的“零事故目标”即概括了这一
理念。为了将这一目标变为现实，我们正在强化“零事
故目标”是可能的这一信息、奖励成功并更好地检查各
单位是否遵守了规定。2007 年，壳牌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
了两次“安全日”活动，以引起员工对安全绩效的关注
并找出进行改善的方法。我们最大的几个全球承包商也
参与了这一活动。活动的重点是壳牌的一个安全黄金规
则：遵守法律、标准和程序。我们也推出了“首席执行官
健康、安全、保安与环保奖”（参见以下）来树立杰出安
全绩效的典范。

安全 – 死亡事故率 [A]
每 1 亿工作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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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针对 2006 和 2007 年进行了调整。参见第 36 页的脚注 [C]。

实际
目标

受伤 – 总可记录事故率
每百万工作小时
4

墨西哥湾安全表现获嘉奖
表彰良好的安全绩效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安全确
实十分重要。它也可促进壳牌各单位间的学习和健康的
竞争。所以我们在 2007 年推出了“首席执行官健康、安
全、保安与环保奖”。今年 4 个奖项中的一个由负责所
有墨西哥湾壳牌钻井平台的运营和安全团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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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间，这一团队对合同工和管理层进行了培
训，确保安全是所有人的最优先工作。他们仔细分析了
过去所有安全事件和潜在事故，以让平台员工重视安全
绩效。自从他们的培训计划于 2005 年开始以来，受伤率
降低了 20%。这些和其他努力帮助壳牌公司在美国获得
了美国内政部颁发的 2007 年“杰出安全奖”。

壳牌墨西哥湾 MARS 平台

• 壳牌的 HSE 政策和承诺定义了我们的目标：无人身
伤害。
• 全公司范围内的 HSSE 标准概述了达成目标的要求。
• 流程安全与道路安全标准设定了全公司范围内的
一致做法，可让我们检查遵守的情况。
• 标准适用于我们的所有运营单位和这些单位内的
所有正式员工和合同工。我们希望不在我们控制之
下的企业和供应商也采用这些标准或等同标准。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23

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www.shell.com/nigeria

尼日利亚有着巨大的未被利用的潜能，可帮助它和全世界
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它也可以通过其能源收入来减
少贫困。我们致力于为尼日利亚发展作出贡献。
尼日利亚的挑战是我们很熟悉的：普遍的贫困；不断与腐
败和渎职进行斗争；尼日尔三角洲地区越来越多的有组织
犯罪和武装分子（这一现象因大规模原油盗窃而加剧，自
2006 年初以来让这一地区大部分地方的石油开采变得十
分不安全）。
致力于为尼日利亚发展作出贡献
50 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尼日利亚的主要投资者之一，而且
我们决心一直在尼日利亚运营。我们致力于帮助尼日利
亚实现其宏伟的目标： 增加能源生产、满足国内的能源
需求、实现多元化经济。我们在履行这一承诺时需要保
护员工的安全并确保股东的利益。
我们也坚决致力于支持尼日利亚政府为尼日尔三角洲地
区带来和平和繁荣的努力，首先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 — 我

们在 2007 年通过壳牌运营的企业向尼日利亚政府支付了
16 亿美元（壳牌份额）的税和特许开采费。在三角洲的陆
上项目，尼日利亚政府获得了壳牌石油发展公司合资企
业所生产每桶石油和天然气当量利润的 95%（按去年的平
均油价计算）。
我们与尼日利亚政府的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NDDC)
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壳牌运营的企业在 2007 年向这一委
员会缴纳了 1.1 亿美元的费用（壳牌的份额为 4400 万
美元）。为了将这些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有效地用于发展，
我们也在通过大力支持尼日利亚“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
计划”，以及运用我们与国际发展专家的关系来帮助尼日
利亚政府改善其公共机构的行政能力。壳牌运营的企业
另外又耗资 6800 万美元（壳牌的份额为 2000 万美元），在
三角洲地区实施着自己的社区发展计划。我们进行了不
懈的努力来使用当地承包商和供应商，在让更多当地人
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避免增加冲突。2007 年，壳牌运营的
企业向尼日利亚公司签发了价值达近 10 亿美元的合同。
我们也在为在三角洲地区重建法律和秩序的尼日利亚政
府安全部队提供着物流支持，并为他们进行防止侵犯人
权的培训(参见第 31 页)。

尼日利亚生产着全球 3%的石油，而且还有许多大型
油田有待于开发。尼日利亚 80% 的收入来自能源
生产（集中在尼日尔三角洲及其近海）。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一半人口每
天的生活标准不足 1 美元。

壳牌石油发展公司合资企业赞助
的青年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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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条件
2007 年，三角洲地区的安全状况仍然十分严峻。武装分子
绑架了 47 位正式雇员和合同工。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最终
都被安全地释放了。不幸的是，另外有两人因武装分子的
攻击而死亡，另外还有一人因违法分子偷窃管道中的石油
所引发的火灾而死去。在陆上，西三角洲地区的大部分设
施都因安全受威胁而关闭，而东三角洲地区的设施全年都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运营，但我们常常不能进入这些
设施来进行日常维护或修理人为破坏造成的损坏。
壳牌石油发展公司运营的合资企业遇到的融资问题也使困
难雪上加霜。合伙人根据其拥有的股份情况提供资金。因
国家石油公司拥有 55%的股份，所以合资企业需要依赖政
府的预算和优先考虑。因此合资企业的资金严重短缺，而
2007 年的预算缺口尤其大。

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所需要的架构来让他们决定如何分配资
金，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来帮助当地社区有效地实施
各个项目。全球谅解备忘录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在过去，
每当壳牌石油发展公司需要进行管道或集油站工作时，我
们需要跟数百个村庄一个一个地商谈社区项目，这造成需
求不确定和交付不及时。
尽管资金和人员不足，更多地实施壳牌石油发展公司于
2006 和 2007 年签署的全球谅解备忘录明显仍是一个优先
事项。壳牌石油发展公司也在继续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援非社（Africare）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来支持健康与农业
发展计划；它也与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进行了密切合
作在三角洲地区开展电气化、修路和小额贷款项目。

环境绩效
因为上述原因，改善环境绩效的长期努力有所放缓。我们
放弃火炬放空的承诺就是一个例子。壳牌运营的陆上设施
和液化天然气厂均没有天然气长燃火炬。到 2006 年暴乱开
始时，壳牌石油发展公司运营陆上设施的长燃火炬减少了
30%以上（因为从 2000 年开始投入了 30 亿美元来安装设
备以捕集和使用以前会被燃烧的天然气）。因为合资企业
的合作伙伴投入资金不到位和我们无法安全地进入需要安
装天然气捕集设备的现场，所以我们在 2007 年未能完成天
然气捕集设备的安装。2006 和 2007 年火炬放空的减少是
由于部分停产。但我们仍然致力于放弃火炬放空的作法。
一旦我们可安全地进入工作场所和获得稳定的资金，我们
就会重新开始进行必要的维修和建设工作。
作为合资企业的运营方，壳牌石油发展公司继续在清理
过去的溢油。2007 年，我们清理了 74 处旧溢油场址中的
61 处。在剩余的 13 处中，当地人拒绝我们进入的有 8 处，
其余 5 处的清理工作正在继续开展中。到 2006 年，因为有
更好的管道监测和维护，壳牌石油发展公司极大地减少
了运营泄漏情况。但随后的安全和资金危机阻止了我们
获得进一步进展。因此，在 2007 年，合资企业可进入区域
的运营泄漏连续第二年有了增加。
在因安全原因而不得不撤离时，壳牌石油发展公司均完全
关闭了生产设施，以尽量避免因违法分子和武装分子的破
坏而造成泄漏。
更好的社区发展
尽管现有条件十分困难，壳牌石油发展公司仍然在努力改
善当地社区发展计划的有效性，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2007
年，与合资企业设施附近的社区先行签署的两份全球谅解
备忘录开始交付实施。全球谅解备忘录为一些社区制定了
一个策略性的 5 年发展计划，配合了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
员会和尼日利亚政府的努力，并将提供稳定的资金。它们

这是什么？
壳牌的主要业务都是由以下公司开展的：
尼日利亚壳牌石油发展公司(SPDC)：
• 经营尼日利亚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合资企业，其中尼日
利亚政府所拥有的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占有 55%的股
份、壳牌拥有 30%、道达尔石油集团有 10%的股份和阿吉
普有 5%的股份。
• 全部投产时，合资企业在尼日尔三角洲（相当于英国的
大小）的 1000 多口陆上油井生产尼日利亚约 40%的石油。
从 2006 年春季开始，因为发生了针对生产设施的攻击和
绑架，合资企业约 50%的生产被迫停止。
壳牌尼日利亚勘探与公司(SNEPCO):
• 运营尼日利亚首个深海项目 Bonga 海上油田（持有其 55%
的股份）和其他油田。
尼日利亚液化天然气公司(NLNG):
• 合资企业（壳牌拥有 26%的股份）使用壳牌和其他公司生
产的天然气在三角洲和海上生产的液化天然气，产量约
占全球的 8%。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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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我们的社区工作
www.shell.com/society

壳牌努力成为所在社区的一个好邻居。这不仅意味着我们
要以清洁和安全的方式运行所有设施，还意味着我们要与
社区民众一起努力，帮助他们从壳牌业务活动中获益。
赢得我们邻居的信任始于听取社区的不同意见。我们通常
会通过社团审查小组、开放日、调查和当地政府的反馈来
了解我们的影响和哪些方面对于当地社区最为重要。我们
然后会与当地社区进行密切合作来减少我们运营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并通过我们的业务活动和社会投资来为当地产
生出经济效益。我们在全公司范围内有一整套结构化的与
邻居们进行合作的程序。
可能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所有壳牌主要炼油厂和化工设施均
制定了社会绩效计划。实施这些计划即要求这些设施与当
地的利益相关人站在一起，并与他们合作来以系统化的方
式分析和管理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在我们主要的炼油厂和
化工设施，我们的全球社会绩效顾问每三年都会评估一次
这些计划的实施情况。

例如，吉朗炼油厂在 2007 年进行了一次评估来检查其实施
社会绩效计划的进展情况。评估发现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有
了显著改善，而且与邻里之间的信任正在被重新建立起来。
评估建议下一个计划将重点放在解决当地社会今后将会面
临的问题。
在去年，我们加强了在配送业务中的努力，配送业务运营
着存储设施、管道和卡车，将我们的产品交付给世界各地
的客户。这一业务拥有较小的作业场所 ，经常是油库而
不是炼油厂或生产平台，所以我们针对这些场所对壳牌标
准的社会绩效评估进行了修改。
在整个壳牌公司，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改善员工（尤其
是在负责开发大型新项目的团队）与当地社会沟通的技能
并加强他们对社会绩效的承诺。为此，我们的社会绩效顾
问和外部顾问一起为项目团队提供了指导和支持。社会绩
效技能是我们商业与项目管理学院领导力培训计划和课程
的一部分。我们正在为负责极早期上游新项目的高级管理
人员制定具体的培训计划。

Corrib 天然气项目就说明了就新能源项目达成一致意见的
重要性和有时面临的困难。成功取决于真诚地协商和为当
地社会和东道国提供切实的益处。
2006 年，我们同意按一位政府调解员的意见更改最初的陆
上道路路线，以避免人们担心管道离一些住宅过近。在经
过了充分和真诚地协商之后，我们承诺以透明的方式选择
了这一新的路线。整个过程由独立的规划和环境顾问公司
RPS 负责管理。

Corrib 天然气项目社区开放日

爱尔兰 Corrib

这是什么？
• 这一项目将天然气从距离陆地 80 公里处的海域运
至爱尔兰西海岸进行加工和输入国家管网。
• 达到峰产时可满足爱尔兰高达 60%的天然气需求。
• 将为爱尔兰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约 41 亿美元。
• 梅奥郡将在建设期间获益 2.46 亿美元。
• 截止 2007 年年底时已在海上钻出 4 口井，海上天
然气接收站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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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RPS 向社区团体、土地拥有者和监管机构提交了
8 个可能的新线路供公开讨论。根据他们的意见和技术评
估，RPS 首先保留了其中三个线路然后又加入了两个可能
的新线路。在这些选择的基础上，RPS 建议了它认为最能平
衡当地社会、环境和项目等需求的线路。我们在 2008 年
4 月份就这条线路正式提交了许可申请，其中附带了欧盟
和爱尔兰法律所规定的环境影响声明。政府随后开始了正
式的咨询过程。在最终做出决定前，它将考虑所有相关当
事方的意见。
我们很高兴当地社区可从这一项目中获益。目前有 650 多
人（其中大部分来自梅奥郡）在这一项目的现场工作，在
接收站投运后将产生出 130 个长期工作机会。12 个镇将获
得这一项目的天然气。而且目前也正在建立一个大型社区
发展基金，这一基金将从 2008 年启动并在 Corrib 项目的整
个寿命周期一直持续。同时我们在 2007 年也投入了 68 万
美元用于社区和教育项目，这些项目达到了我们的“可持
续、当地和包容”标准。

STEVE FITZGIBBONS
阿瑟港市市政执行官

“在我看来，对于阿瑟港市的未来而言，
选择阿瑟港作为 Motiva 项目进行重大
扩建的场址是我担任阿瑟港市市政执
行官 12 年以来见到过的最重要和有利
的事件。这一扩建涉及安全和环境内
容，继续了这一炼油厂在最近几年
内所获得的进步。Motiva 也在率先
通过建立 Motiva 学院、帮助当地培
养劳动队伍、举办承包商论坛和培
训等方式帮助我们的居民和企业为
这一项目即将产生的经济机遇作好
准备。”
炼油厂支持阿瑟港成年人提供培训

美国 Motiva 阿瑟港炼油厂

这是什么？
• 这是一家原油炼油厂，它在 2007 年获准将产能提升
一倍至约 60 万桶/天。
• 扩建完成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之一，
每天所生产的汽油足够满足 100 万辆汽车的需求。
• 扩建项目预计将为得克萨斯州东南部产生出 170 亿
美元的经济发展效应。
• 扩建项目将创造约 4,500 个建筑工作，并在完成后将
提供约 300 个全职长期工作机会。
• 由 Motiva Enterprises（壳牌与沙特阿美公司共同组建
的合资企业，双方各占 50%的股份）拥有和运营。
Motiva 阿瑟港炼油厂的扩建于 2007 年宣布，其工程量相
当于新修建一座大型炼油厂。这一项目对于当地这一经
济落后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会，Motiva 正在努力确
保当地和环境都能从这一项目中获益。
扩建将采用最新炼油技术并将更新一些现有的系统，同
时还会减少一些大气排放。例如，甚至是在炼油厂的
产能翻番时，也会将每年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排放减少 270 吨以上。这一工作是一个长期环境计

划的一部分，它以过去 10 年内所投入的数百万美元的污
染控制设备为基础。这些投资现在已显示出明显的益处。
例如炼油厂在 2007 年的火炬燃烧量比 2003 年少 78%。
Motiva 与阿瑟港市、大中院校、社区相关方和就业团体进
行了密切地合作，招聘和培训合格的人员以充分利用扩
建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许多当地的分包商已与这一项目
签了约，将在 2008 年开始大规模招聘员工。
解决失业和无法享受医疗服务等当地社会问题需要更多
的时间和整个当地社区的合作。为此，Motiva 捐赠了 200
万美元来设立阿瑟港社区基金，以支持炼油厂附近的社
区振兴。当地社区各方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将监督这一
基金的工作情况。
这些努力的基础是过去 5 年内针对当地社区所开展的坚
实的工作。自 2002 年以来，炼油厂就设立了一支由 5 位
环境协调员组成的团队，专门为邻里介绍炼油厂工作的
情况，这一团队每天 24 小时对邻里所关心的问题做出反
应。由 17 位居民组成的社区顾问组每季度开一次会来审
议炼油厂的计划，并为其环境和社会计划提供意见。
当地社区的支持为阿瑟港项目扩建获得监管批准提供了
极大的帮助。

KEVIN HEGARTY
Corrib 天然气奖学金委员会成员

“在经过了狂风暴雨之后，Corrib
天然气项目似乎进入了一个平
静期。可能总是会有人继续基于自
己 的 信 念 来 提 出 反 对 意 见 ，但
Erris 社区对这一项目有了更大的
接受度。壳牌尽了很大的努力来
让人们相信在 Bellanaboy 建设接
收站的安全标准会很高，而且其运
营也将遵从同样高的标准。这一项
目的益处也开始惠及当地社区。
长期来说，这一项目对当地最重要
的支持就是学生奖学金计划，这一
计划在当地的 4 所中学受到了广
泛欢迎。
”

针对全公司的要求包括：
• 在我们修建大型新项目或设施或对现有项目及设施
做出重大改造前进行环境、健康和社会影响评估。
• 可能会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炼油厂、化工设施和上游
运营项目需制定社会绩效计划。
• 壳牌商业与项目管理学院领导力培训计划和课程中
提供社会绩效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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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按《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汇报
www.shell.com/society

在壳牌所在的社区，寻找方法来帮助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 社会投资
支持社区发展项目是我们为当地发展所做的另一个贡献。
这是壳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工作通常会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力，但它还是明显小
于我们的产品和运营所带来的财务影响。我们的策略是专
注于支持可解决直接与我们的业务有联系的问题；让当地
从向政府缴纳税费到为社会带来益处
我们的行业为政府财政作出了重要贡献。2007 年，壳牌代 人控制项目的设计和运营方式；在可能时尽量使用非政府
表政府收取了 790 亿美元的消费税和销售税。我们也为 组织和社区团体促进发展的技能。在 2007 年，我们投入了
政府支付了 190 多亿美元的公司税和 18 亿美元的开采许 约 1.7 亿美元来开展社会活动。
可费。
在能源生产国，这些开采许可费通常都是政府收入的主要
来源。如果管理良好，这些资金可带来广泛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如管理的不好，这些钱可造成腐败、社会不平等和
冲突。将这些资金变成社会可获得益处的责任在于政府，
但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00 年，联合国设定了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的
8 个目标包括将极度贫困情况减少一半和确保环境可持
续性。

我们继续支持这一千年发展目标。我们最大的贡献是提供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遵循我们对贿赂和欺骗采取零容忍的政 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化能源。为目前还未用上电
策(参见第 32 页)。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责任竖立起一个好榜 力的近 16 亿人提供电力尤其重要。我们的企业为世界上
样 — 在给予当地供应商业务或通过竞争来获取政府的合 25 个最贫穷国家的政府创造了工作机会、合同和收入。我
同时不助长当地的腐败现象。另一个方法是帮助政府来解 们也通过社会投资计划提供帮助，包括在我们企业附近治
决官方腐败问题。我们是“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 疗疟疾和帮助我们的员工、他们的家人和社区抗击爱滋病
的坚决支持者，是这一计划的理事，支持阿塞拜疆、喀麦 （参见第 29 页）。
隆、加蓬、哈萨克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国家计划。EITI 要
求采矿和石油企业公开它们向东道国政府支付的费用，并
鼓励这些政府公开这些资金的去向并对其负责。2007 年，
我们又一次报告了壳牌运营企业向尼日利亚政府支付的费
用(参见第 24 页)。随着新的竞争者在非洲和亚洲发展业务，
我们认为 EITI 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加。
在当地采购和招聘
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是帮助我们运营所在地进行发展的尤为
有效的方法。它可直接为当地的经济作出贡献、创造工作
机会和培养技能。我们积极地倡导使用当地的供应商和承
包商。2007 年，我们在近 90%的中低收入运营国设定了计
划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培训当地的企业来帮助它们达到我
们的标准（包括我们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以便它们可成
功地通过竞争来获取合同。据估计，这些国家的本土企业
在 2007 年为我们提供了约 170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雇佣当地的员工是另一个重要的贡献。认识到这一点的政
府有时会设定雇佣当地员工的要求。但甚至是在没有要求
的国家，我们也在刻意努力地聘请当地人员并培养他们的
技能。我们只有不到 7%的员工是外国人。通过提前规划和
培训，我们的许多企业都得以将它们的大部分员工本地化
— 甚至是在最初缺乏所需要的技术和商业技能和足够的
人员的地方。例如，到 2007 年年底时，印度的 Hazira LNG
接收站（2005 年开始运营，壳牌占 74%股份）所有约 100
个职位（包括总经理在内）都由印度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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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亚太地区的贡献

11 亿美元的工资
22,000 名雇员
49 亿美元支付给了当地企业
80 亿美元的公司税、销售税、开采许可费支付给
了亚太地区各国政府

2300 万美元通过社会投资的方式实现捐赠

BABATUNDE FAKUNLE 博士
尼日利亚壳牌石油发展公司
公司社区健康经理

壳牌员工注册参加 HIV/AIDS
宣传活动

尼日利亚的爱滋病教育
“尼日利亚近 300 万人感染了 HIV/AIDS — 相当于其总人
口的近 4%。除了令人悲痛的生命损失之外，爱滋病也对尼
日利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尼日利亚原本已经
十分贫困。患有爱滋病的人通常都在就业的年龄范围。随着
孤儿人数的增多和重要工作候选人数的不断下降，经济的
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我对壳牌自 2001 年以来对尼日尔三角洲抗击疟疾的斗争
所作出的贡献感到自豪，根据壳牌全公司的爱滋病计划，
我们正在与几家非政府组织合作来帮助员工、承包商和当
地社区预防感染并管理其后果。
为了方便合同工、正式雇员和他们的家人参加，我们在壳
牌项目的现场举办了鼓励预防爱滋病的活动。正式雇员与

合同工可使用我们提供的咨询服务并可免费进行爱滋病检
测。2007 年有 3000 多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接受了咨询和
检测。
2007 年在壳牌医院接受治疗的孕妇（壳牌员工或他们的配
偶）有 90%以上都同意接受爱滋病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妇女均进行了治疗，成功地避免了病毒从母亲传染给孩子。
我们也承担患有爱滋病的员工及其家属的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和护理费用。
2007 年，我们在尼日尔三角洲的乡村地区支出了 150 万美
元的爱滋病检测和咨询费用，并在当地培训了 250 人来为
他们的邻居传播有关这一疾病的知识。这一措施成为了改
善这一地区的健康护理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切入点。我认为
我们应该这么做。”

壳牌基金会赞助了肯尼亚
ASPIRE 项目

企业解决方案有助于消除贫困
“这对于壳牌基金会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
“基于企业”的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方法正在被全世界的企
业和慈善组织广泛采用。
我们认为跨国公司有着极为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还基本未被
利用的一个潜能 — 它们可利用其商业知识（而不仅仅是金
钱）来解决全球问题。我们利用了我们与壳牌独特的关系
来证明了这一点 — 每当可能时就使用壳牌的品牌、知识和
基础设施来帮助我们达到慈善目标。壳牌基金会运用商业
思维方式来寻找可解决全球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方法，而这
些问题在传统上总是由非政府组织、政府或国际组织来解
决的。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认为有太多帮助发展中国
家的行动都在依赖常常不会到来的下一张支票。我们的希
望是找到解决特定贫困问题的商业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应
在几年内可自筹资金，也可容易地被他人仿效，以便这种
方案可被广泛采纳。

染的情况）也有了快速发展。在墨西哥城，我们协助修建
了 20 公里长公交车专线每天运载着 26 万多人。2007 年，墨
西哥市长承诺再修建 10 条这样的公交车专线。墨西哥和巴
西的其他一些城市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十分有兴趣复
制这一方式。
2007 年，作为我们的 Trading UP（加强贸易）计划（这一计
划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打开市场）的一
部分，我们帮助了花卉种植者通过英国零售商 Marks and
Spencer（马克斯与斯宾塞）旗下的商店售出了 850,000 束十
分独特的南非 Fynbos 花。
这一行动在贫困社区创造了 135 个
工作机会，并协助保护和恢复了 30,000 公顷的敏感的土地。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广泛应用商业思维和方法来成功地解决
全球发展问题，我们在实现这一愿景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我们在 2008 年将有更大的进步。
”

KURT HOFFMAN
到 2007 年年底时，我们的 ASPIRE 基金已经募集了将投给
壳牌基金会理事
非洲企业家的 1 亿多美元 — 超出去年所募集资金的一倍以
上。这些资金可支持非洲当地银行不太重视的中小型企业，
因而可创造出急需的工作和经济增长。我们的 EMBARQ 计 壳牌基金会创建于 2000 年（壳牌捐赠了 2.5 亿美元），是一
划（旨在减少发展中国家内大型城市的交通堵塞和空气污 家在英国注册的独立慈善机构，其项目遍布于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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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人权工具、准则和培训
www.shell.com/humanrights

支持基本人权是《壳牌商业原则》和我们运营方式的部分
内容。
我们认为企业能够而且应该以直接与其业务活动相关的实
际方式，在支持和促进人权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鼓励
和帮助政府改善它们的人权记录。
企业可发挥什么作用？
企业责任与政府责任之间的界线常常不明确。而且在一个
国家的政府无法或拒绝履行它们的人权义务时，在这一国
家运营的企业应发挥什么作用常常尤其令人感到困惑。
联合国人权与跨国企业特别代表 John Ruggie 明确地说明了
这一问题：“在政府无能力或放弃它们的责任时，企业的
影响力就自动变得更加重要了。”
我们在 2007 年参加了 Ruggie 的咨询项目，而且也支持他所
领导的旨在确定责任界线的联合国计划。我们欢迎他于
2008 年 4 月份发布的最终报告，这一报告有助于让这一问
题变得更加明确和提供实际指导。

自 2000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使用
这张图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在联
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下的角色。

管理国家风险
寻找石油和天然气可将能源公司带入人权记录不好的国
家。这显然会带来挑战，并且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折衷
措施。拒绝在这种国家内经营会让没有原则的竞争动手
进入其市场。而留在这些国家内可能会让人们认为石油
公司是此国政府的帮凶。我们针对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
来决定我们应采取的方法，其原则是基于我们是否能够
遵循《壳牌商业原则》。
我们使用丹麦人权研究所开发的工具来评估我们的项目和
运营所面临的人权风险。其中一个工具可将当地的法律和
作法与《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 80 个国际条约进行比较。
在这一工具发现有风险时，我们就会制定行动计划来避免
在这些方面侵犯人权。另一个工具会检查我们的公司程序
是否遵守了当地的法律。例如，在巴西，这些工具指出了
我们可进一步进行的努力来遵守我们成为平等机会雇主的
承诺并满足政府的要求—残疾员工人数应至少占企业总计
员工人数的 5%。因此，壳牌巴西公司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鼓
励雇佣残疾人士，包括在这一地区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帮
助下加强他们的专业培训。
2007 年，我们开始与以促进和平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国
际警报”
（International Alert）进行更紧密地合作，以减少我们
的业务政策和作法意外造成冲突或让冲突加剧的机会。从
2008 年开始，
“国际警报”的专家将与我们的员工一起在一
些敏感地区工作，并将设计有关避免冲突的培训供壳牌公
司在内部广泛使用。
员工：直接负责劳动权力、工作条件和不受歧视
等问题。

供应商和承包商：通过设定标准、筛选和培训保
安人员、雇佣当地员工和尊重第三国人员而拥有
重大影响力。
社区：就迁移人口、尊重文化传统、鼓励接受教
育、避免让我们的设施产生负面健康影响的标准
等等一些问题在当地层面提供帮助。

中央政府：通过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方式来
支持当地政府改善人权表现的努力。

国际努力：支持联合国全球契约、《安全与人权
自愿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宣言等自愿行动来出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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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权益
我们致力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场所基本人权宣言
（Declara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t Work）来尊重我
们的员工的权利，这包括：
• 承诺不通过直接雇佣或通过合资企业、承包商和供应商
间接雇佣的方式使用童工。根据我们每年对壳牌高级国
家代表进行的问卷调查，99%的壳牌运营国家内的壳牌企
业在 2007 年都有避免使用童工的程序。
• 免遭强迫劳动。在我们所运营的 99%的国家中，我们都有
可做到这一点的程序。
• 免遭歧视。根据政府的政策规定，并在尊重当地做法的
情况下，通过在雇佣、职业发展、升职、培训和报酬等
方面提供平等机会。
• 结社自由。员工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加入任何
组织。
除了保护员工的劳动权之外，我们也在努力创造一个令人
满意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以鼓励员工更好地利用他
们的才能，并为他们提供灵活的工作条件来满足他们的个
人需求。
在我们授予合同时，我们会检查潜在的承包商是否能够
符合我们包括尊重人权在内的标准。例如，我们每年对
壳牌高级国家代表进行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在 2007 年，
98% 的壳牌运营国家内的壳牌企业都要求承包商避免使
用童工。去年，我们在新合同中也要求所有承包商均遵
循我们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的内容包括设定了壳牌创
建保护员工不受骚扰和有平等机会的工作场所等标准。
安全与人权
我们全公司范围内的安全标准确定了我们在尊重他人
（包括当地社区）权利的同时，保护我们的人员和资产的
方式。例如，只有在法律要求或没有其他管理风险的可接
受方式时才允许使用武装保安。这些标准对于武力的使用
设定了严格的准则。
在 2007 年，我们在约 15%的运营国家内使用了武装保安，
其中的 2/3 是通过我们所雇佣的保安公司来进行。去年，通
过改善安全条件（例如更好的照明和改变我们在现场存
放现金的方式），我们得以逐步取消了我们在菲律宾所有
加油站的武装警卫。
我们在 2007 年加强了的安全标准，为我们在全球的运营
设定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期望，并采纳了《安全与人权
自愿原则》。《安全与人权自愿原则》由非政府组织、政府
和企业制定，是采掘行业内企业（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和
矿物开采）的指导性文件。
我们修订后的安全标准现在要求所有运营单位都同样根
据一项必须年审的标准风险评估来管理安全风险。评估
包含一些《自愿原则》所强调的内容，包括对保安人员

UCHE OFILI（左面）在 CLEEN
基金会的培训班

尼日利亚的安全与人权培训
“我负责壳牌在尼日利亚巴耶尔萨州一个油气项目的安
全。这一项目所在地区十分危险，时常有武装冲突、绑架、
劫持车辆和社区骚乱等问题。为了保护员工的安全，这一
项目因这些问题停工了几次。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意味着我们保安人员必须了解如何安全和负责任地处理
风险。
2007 年，我参加了一次由壳牌组织和尼日利亚领先非政
府组织 CLEEN 基金会主办的为期三天的培训，这次培训
不仅提醒了我“当地社区的人权永远都应该受到尊重”
这一观点是多么的重要，它也让我知道我们必须清楚抗
议或武装冲突的原因，以了解如何恰当的针对它们为我
们带来的风险作出反应。要是有更多类似这样的课程就
更好了，比如解释如何将《自愿原则》应用到壳牌的运
营中。而且可让我的同事了解“冲突解决”最新知识的
更新课程也很重要。”
UCHE OFILI
尼日利亚壳牌石油发展公司
保安监督

进行背景检查，以确保他们在过去没有侵犯人权的记录
和他们也接受过运用这些原则的培训。
我们现在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约 300 位保安人员都
参加一个标准的培训计划，以评估他们是否拥有履行职
责所需要技能。我们在与私营保安公司签署的合同中，
进一步加强了必须包括的要求，其中引用了《自愿原则》
的内容，并更加明确地写明我们需要承包商立刻调查有
关侵犯人权的指控并按需要采取处罚措施。我们目前在
与政府的安全部队合作时也使用《自愿原则》。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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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我们与员工和合作伙伴一起开展商业诚信的工作
•《壳牌行为准则》有13种语言版本供下载
www.shell.com/integrity

《壳牌商业原则》阐述了我们的定位以及过去 30 年中的行 竞争法
为标准。我们希望它们在未来 50 年中也能继续指导我们前 我们支持自由竞争，在开展业务时力求公平、合乎道德
行，帮助创造一个负责任的能源未来。我们的《行为准则》 规范和遵守禁止操纵价格等作法的竞争法。正如我们的
《行为准则》所明确规定，壳牌绝不容忍违反竞争法行为。
就商业原则的要求为员工提供更详尽的指导。
但遗憾的是，有时确实会出现违反这些法律的情况。2007
年，在萨尔瓦多，因被诉不公平的零售定价，我们被罚
了 852,000 美元，但我们正在针对此判决进行上诉。在阿根
行为正直
《壳牌商业原则》的中心是三个核心价值：诚实、正直、 廷，因法院认定我们操纵了液化石油气的价格，我们于
尊重他人。商业诚信的实际意义既明确又简单：完全不 1998 年被罚款 33,000 美元，我们针对这一案件的上诉未
容忍包括“疏通费”在内的贿赂和欺诈。发现的贿赂和 获法院受理。
欺诈事件必须向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汇
报。2007 年共计汇报了 112 起此类事件，为此我们终止了
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遵守我们的原则
与 151 位员工和承包商的关系。
从 2005 起，我们设立了一个全球帮助热线和网站。通过这
些新设施，员工和商业合作伙伴可以匿名的方式汇报他
们的疑虑，并针对他们所怀疑的违反法律或《壳牌商业
承包商
我们希望承包商在与我们来往的所有业务中均符合壳牌 原则》的情况提供行动建议。帮助热线由公司外部独立
（或与壳牌一致的）政策，包括健康、安全和环境政策（HSE） 的专业人士全年每天 24 小时值守。2007 年近 40%的违规
等等。在很多地方，我们都会为承包商提供培训，帮助 情况均是通过这一帮助热线举报的。其余的 60%都是由员
他们了解和遵守这些原则。如果他们不能遵守这些原则， 工直接告知他们的直线经理或人力资源部门。
我们则需要重新评估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据每年对壳牌
高级国家代表进行的内部问卷调查，我们在 2007 年因承 我们提供反贿赂、反腐败和遵守竞争法等等关键领域的
包商未能遵守《壳牌商业原则》而取消了 35 份合同。其中 在线和面对面培训。截止 2007 年年底，已经有近 20,000 位
一半都是因为违反了我们的 HSE 标准。我们在印度、马达 员工参加过竞争法培训。我们也开始举办培训来帮助员
工了解《行为准则》
（2006 年推出）对他们的要求。其中包
加斯加和美国取消了许多承包合同。
括 2007 年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出所有员工都必须参加的在
线培训。这一培训旨在帮助员工落实《壳牌商业原则》，
其中包括了一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情况，以反映员工在
日常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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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www.sakhalinenergy.com

萨哈林 PILTUN B 平台

萨哈林-2 号油气项目
萨哈林-2 号油气项目是目前在建的最复杂的石油和液
化 天 然 气 项 目 。它 将 把 世 界 液 化 天 然 气 的 产 能 提 升
5% — 足够生产可供应约 2400 万户家庭的电力。
2007 年 4 月，建设这一项目的合资企业（萨哈林能源投
资公司）的控制权从壳牌转交给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公司（GAZPROM)。根据协议，壳牌在萨哈林能源公司
中的股份从 55%降到了 27.5%，这改变了我们在这一项
目中的角色。GAZPROM 提名的两位执行董事在 2007
年被正式任命。在 2008 年，壳牌还将一些高级职位转交
给 GAZPROM 提名的员工担任。但合资企业的很多其他
方面仍将维持原样。壳牌将继续为这一项目提供技术
服务。萨哈林能源公司在股权变更之前所使用的运营
协议（包括其中所有的环境和社会要求）将继续有效。

在壳牌的业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合资公司进行的。
合伙作业不仅可以分摊成本和风险，还可以让我们参与
更多的项目。此外，如果合作伙伴为国有石油公司，还
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能源资源。但如果壳牌不是这些合资
公司的控股方，则需要利用自己的影响，鼓励合资企业
以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方式开展运营。
我们控制的合资企业
在我们控制的合资企业，我们拥有多数投票权，就有权
决定公司的管理方式。我们要求这些合资企业采用壳牌
控制框架。该控制框架包括我们的《壳牌商业原则》、《行
为准则》和适用于全公司的标准（包括我们的 HSSE 标准）
或实质等同原则。
我们没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
在我们不能控制的合资企业，我们也会要求它拥有基本
和壳牌一样的一套商业原则和对 HSE 的承诺与政策。但我
们无权决定它们具体使用的标准。我们会鼓励合资企业
选择其价值观类似壳牌价值观的运营者。我们会与他们
分享管理安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最佳实践，包括设立
专门负责 HSSE 和社会绩效的职位。我们会要求在项目的
大规模工作开始之前评估其影响，并要求合资企业与主
要的外部利益相关方保持关系。
如果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会重新评
估我们的关系。在 2003 年，因为其做法不符合《壳牌商业
原则》的要求，我们退出了一家合资企业。根据标准的行
业做法，因为我们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能够影响它们表现，
所以我们的公开报告着重于我们控股或我们是作业者的公
司和合资企业。在某些情况中，我们也会包括我们为之提
供运营服务但不控制的企业的 HSSE 数据。对于当年内被
剥离或收购的公司，报告中将仅包括我们控制期间的数据。
在有些情况中，对于在当年内转换了控制权的公司（例如
萨哈林能源公司），报告中也包括了它们全年的数据以便
可在公司层面一致地比较绩效趋势。

哈林能源公司继续支持萨哈林原住民计划（Indigenous
Minorities Plan）。这一计划旨在减轻石油与天然气开发
对原住民的生活产生的可能影响，并促进传统的生活方
式。截止 2007 年年底，根据这一计划已经选择和资助了
90 个项目，这一计划第一阶段将持续到 2010 年年底。萨
哈林能源公司提供了资金（150 万美元），它也是这一计
划的管理组成员，管理组的职责是确保计划的实施。这
一计划被世界银行负责非政府业务的分支机构国际金融
公司选为“最佳实践”的国际典范。
在 2007 年末，代表潜在项目贷款机构的咨询公司 AEA
Technology 认可了萨哈林能源公司的环境和社会努力。
AEA Technology 指出：“萨哈林能源公司的计划完全达
到了评估项目的绝大部分要求，而且还有一些值得称
赞的最佳实践。在文件中所发现的没有达到要求的地
方，或者是在性质上不重要，或者是萨哈林能源公司
已经制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萨哈林能源公司继续听取了一个长期顾问团（由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召集的独立科学专家组成）的建议。这
一顾问团将监测这一项目在 2011 年前会对濒危物种西
部灰鲸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这一顾问团的建议，项
目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实施的变化包括降低船舶
的速度和噪音水平及加强溢油反应计划。2007 年，AEA
Technology 指出：“这一由世界著名专家组成的独立
顾问团提供的长期支持非常值得表扬，可在保护这一
（鲸鱼）种群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 2008 年初，萨哈林能源公司撤消了它向美国和英国
政府出口信用机构提交的贷款申请。萨哈林能源公司
计划在 2008 年年中完成项目的融资工作，它担心这些
机构不能在此之前做出放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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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已被整合入我们的标准、流程、控制和公司
治理。
标准
我们有一个规范壳牌组织与管理的统一控制框架。它囊
括壳牌商业原则、行为准则和健康、安全、保安与环境
（HSSE）标准。控制框架适用于所有壳牌的独资与控股的合
资企业，但我们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也许会同意某合资企
业按照实质相同的原则和标准经营。
我们于 30 多年前年制订的壳牌商业原则，明确了我们的
目标、核心价值观、责任与经营方式。它们敦促我们为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支持基本人权，同时严禁贿赂、
欺诈和反竞争行为。公司 2006 年出台的行为准则对员工
如何按照我们的商业原则行事做出了详细规定。
在我们控制的公司应用的 HSSE 标准涉及多方面的要求，
比如生物多样性、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环境、管理
健康、道路和流程安全、船舶质量。
我们也要求承包商在为我们工作时根据壳牌的标准管理
HSSE，并遵守我们的《壳牌商业原则》或等同原则。我们
鼓励供应商和非壳牌控制的合资企业采用和遵循基本和
壳牌一样的商业原则和高 HSSE 标准。如果不能在合理的
时间内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会重新评定我们的关系，
采取包括甚至结束这一关系在内的行动。

我们也有三个多元化和包容目标：
• 在未来将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增加至至少 20%。到
2007 年结束时，12.9%的高级经理都是女性，高于 2006
年的 11.6%。
• 在我们运营的每一个国家，让当地人担任一半以上的高
级管理职位。到 2007 年年底结束时，33%的国家做到了
这一点，上一年的比例为 25%。其原因是聘请了更多的有
经验的当地人，而且在让员工担任高级职位时考虑了多
元化因素。
• 改善员工对于他们所在工作单位的认同感，我们将在
2008 年对此进行衡量。
流程与鼓励措施
环境与社会因素对投资决策和大型新项目的规划及设计
越来越重要。例如，我们在做出所有重要投资决策时都
会包括未来预计会发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而且在针
对大型项目或现有设施开展重大工作前都需要进行环境、
健康和社会影响评估。所发现的任何改善方法均必须成
为项目设计和运营的一部分。2007 年，为了帮助尽早和更
一致地发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我们改进了开发新
油气项目的标准流程（参见以下案例研究）。
可持续发展也是评估我们的绩效和给予员工报酬的一个
依据。在我们确定奖金的壳牌计分卡中占分 20%。

目标
我们为关键的安全和环境指标设定了内部改善目标，也为
停止天然气火炬放空和运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公
开设定了目标（参见第 19 页）。

尽早介入：上游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我们的项目在管理环境与社会影响方面的经验时，我
们发现有一点十分明显：事先考虑风险和机会并通过项目
设计和执行来采取相应措施的项目更成功。较晚采取相应
措施的项目更可能会因当地的抗议、对环境的担心或许可
问题而被推迟或受到干扰。

为新员工进行可持续发展培训－
Motiva 阿瑟港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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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新油气项目的流程做出了一些更改。每一项
目现在都需要在一开始（远远早于技术设计或商业运作）
就系统地确定它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然后我们会定期检查
项目是否把风险考虑纳入到运用当中。同时，业务和公司
总部可持续发展的最高管理人员一年两次评估我们的 70
多项大型早期阶段项目。为了帮助项目开发者和评估团队
了解必须考虑的风险和如何改变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我
们加强了相应培训。

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我们全公司范围内的环境与社会承诺和标准
• 我们业务流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有关我们公司治理的更多内容
www.shell.com/howwework

Maarten Van Den Bergh、温·科克和
Nina Henderson

社会责任委员会
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主席职位由荷兰前总理温·科克担任。
这一委员会一年开 4 次会听取相关报告和访问管理
层，评估公司对现有和新出现的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处
理情况，及其对主要项目及运营单位的影响。每次开会，
委员会都会听取我们的 HSSE 绩效及其改善计划的最新
进展。2007 年，这一委员会又额外召开了一次全天会议，
更深入地了解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们的运
营和业务的影响。委员会将对本报告提供意见并审议
本报告的草稿，它也将会见我们的外部评估委员会(参见
第 38 页)。

合规监控
每年年底，我们的业务部门与职能部门负责人通过年度保
证书方式，就遵循商业原则和公司标准的情况向首席执行
官汇报工作。
壳牌内审部负责调查欺诈、合规和其它违规情况。道德和
法律事件上报至执行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
我们还定期审核各公司的 HSSE 管理体系，并任命了过程
安全专员进行专门的安全审计。我们要求壳牌所有重要工
厂通过 ISO 14001 等国际环境标准认证。2007 年，我们组建
了一支由独立的高级过程安全内审员组成的小组，对整个
公司是否采用了相关标准进行全面的审计。

为了直接理解现场运营的绩效，社会责任委员会经常
去现场会见社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等当地的员工和
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于壳牌标准的实施情况和需要改 外部的小组和观察员帮助我们监测环境与社会绩效。例如
善的方面，委员会会形成自己的意见。在 2007 年，委员 在一些设施建立的社区小组针对我们的社会绩效提供咨询
会参观了我们在加拿大的油砂项目和俄罗斯萨哈林-2 （参见第 26 页）。
号油气项目。科克也与荷兰皇有壳牌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起访问了尼日利亚。在每次考察后，委员会都会将
其结论报告给董事会，包括负责所涉及的项目或现场 培训
的执行董事。
我们将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了许多的培训计划中。培训包
括我们与亚洲、欧洲和美国的领先企业合作为高级管理人
员提供的领导力课程。对于关键的项目和商务人员，有关
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被纳入了由壳牌项目管理学院和商务管
理学院开办的课程中。从 2008 年开始，我们勘探与生产业
务新项目的高级决策者将需要参加我们与慈善机构“未来
公司治理
论坛”
（Forum for the Future）共同举办的可持续发展专家课
社会责任委员会是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四 程。在我们的下游业务，我们正在扩大本地员工的技能的
个委员会之一。它由三位非执行董事组成，积极地对我们 应用范围，让他们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绩效进行评估。
有关《壳牌商业原则》、《行为准则》、HSSE 及公众关心的
重大问题的政策和表现进行评估，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参见以上案例研究）。
壳牌首席执行官对于可持续发展负有管理责任。他领导着
壳牌的可持续发展与 HSSE 领导小组，这一小组负责评估
绩效和设定优先事项、关键绩效指标和目标等。
总部的社会绩效管理部、HSSE 部门和事件管理部门的员工
将挑战和支持壳牌旗下各独立的业务单位，帮助他们发
展技能、分享经验和通过更一致的方法来解决环境和社会
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每位经理所肩负责任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一
运营单位均需负责遵守我们的要求并达到他们在这一领域
内的具体目标。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在印度的
加油站特别重视雇佣残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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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我们的环境与社会绩效数据
• 壳牌的可持续指数排位的排位
www.shell.com/performancedata

内部控制来不断改善数据的完整性。安全与环境数据收
关于我们的数据
汇报环境与社会数据与汇报财务数据的方法有一些重要 集自于我们控股的公司和合资企业及一些我们为其提供
分别。由于数据的性质，环境与社会数据在准确性和完 运营服务的公司。无论我们在所涉及公司中的股权拥有
整性方面有一些固有的局限性。有些参数依赖于人的行 量如何，我们都会 100%地报告这些数据。对于当年内被
为，所以受到了文化和个人印象的影响。另外一些参数 收购或剥离的公司，报告中将仅包括我们控制期间的数
依赖于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复杂标准。而还有一些参数 据。在有些情况中，对于在当年内控制权转手了的公司
将依赖于估计和模拟。我们承认，我们公布的环境和社 （例如萨哈林能源公司），为了能够在公司层面一致地比
会数据将受到这些固有局限性的影响。我们将通过加强 较绩效趋势，报告中也包括了它们全年的数据。其它数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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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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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2005

2006

2007

99

101

103

106

112

112

105

98

92

398

315

241

234

243

211

154

150

92

90

92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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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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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9.1

8.1

9.3

10.3

7.6

9.3

9.2

8.0

5.7

4.2

[B]

296

263

火炬放空 (仅勘探与生产) 百万吨
二氧化硫 (SO2) 千吨

337

304

277

274

270

292

304

氮氧化物 (NOX) 千吨

252

218

202

213

213

219

197

184

180

171

11

12

6.0

5.0

8.0

3.3

2.6

1.0

0.6

0.4

584

499

538

372

379

294

265

244

224

209

13.2

18.7

9.9

17.8

7.4

6.7

6.1

9.0

6.3

6.7

5.2

3.3

2.8

2.9

2.5

2.4

2.3

2.5

2.1

1.9

淡水用量 百万立方米

N/C

N/C

681

683

679

667

657

638

560

574

废物 千吨
有害废物
无害废物
总计废物

240
521
761

272
468
740

400
490
890

445
452
897

504
524
1,028

554
510
1,064

455
470
925

451
668
1,119

N/C

N/C

N/C

N/C

N/C

N/C

100

101.4

86.5
99.7

N/C

N/C

N/C

N/C

N/C

0.8

0.8

0.7

0.7

0.8

85.9
98.3
13.0
0.8

85.0
93.3
7.0
0.8

83.9
95.8
6.8
0.8

84.0
92.5
6.4
0.9

85.0
92.6
6.7
1.0

31
19

39
31

31
24

32
28

28
2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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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溢漏 千吨

能源密度
我们的炼油厂：能源密度指数
我们的化工厂：化学品能源指数
[H]
我们的油砂业务(吉焦耳/吨产量)
[I]
勘探与生产(吉焦耳/吨产量)

300

[D]

594
722
1,199 1,971
[F]
[G]
1,793 2,693

[ J]

外部对环境绩效的印象
特殊公众群体 – % 认为是最好/最好之一
壳牌
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K
关键绩效指标
$
2007 年，首次通过我们的财务系统采集我们的社会投资、合同和采购数据
N/C 未计算
[A] 石油行业温室气体估计准则（2003 年 9 月）
（美国石油学会，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
OGPI（油气生产指数））指出：根据所使用方法的不同，温室气体的测量结果可能会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
[B] 从原来的 32.3 万吨调整而来，原因是我们在尼日利亚的一个运营单位出现了计算错误。
[C] 在发布了我们的 2007 年报和 Form 20 F 后对 2006 — 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因为这
期间完成了对一个难以进入地区内的事件的调查。
[D] 从 2007 年开始，我们将我们对溢漏的定义与行业标准进行了统一。目前这一数据中仅包
括碳氢化合物的泄漏。
[E] 所有年份的数据均经过调整，删除了仅通过设施一次的冷却水。
[F] 从 1,582 调整过来，原因是：一些下游运营单位在这些类别中加入了额外的有害和无害
土壤。
[G] 2007 年的增加，主要是无害废物的结果。其中 2/3 的增加来自于我们在美国的上游业务，
这是由于陆上油井现场（我们在此收购了一个大型旧项目）的关闭和清理。其余主要
来自于我们下游业务所收购和出售的零售点的建设和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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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456

[E]

K

2003

522

排至地表环境中废水中的油 千吨

K

2002

10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 吨

K

2001

甲烷 (CH4) 千吨

氟利昂/哈龙/三氯乙烷 吨

K

2000

温室气体排放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二氧化碳 (CO2) 百万吨
K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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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007 年，我们将加拿大的可开采油砂业务划分成我们下游业务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这
之前它是勘探与生产业务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独立汇报油砂的能源密度。
2003–2005 数据经过了调整，以反映油砂业务从勘探与生产业务中分离出的情况。
独立的市场研究机构 Ipsos MORI 代表我们在 14 个主要市场进行了声誉追踪调查。2007
年，我们减少了在公众中进行声誉追踪调查的市场的数量，因为这些市场的结果不再
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也不再对外报告。在 2007，
“外部对环境绩效的印象”的回答衡
量标准进行了更改。这让我们无法与先前几年的结果进行直接比较。可比较壳牌与其
最接近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K] 数据反应了 2005 年高级管理人员职位的变动情况。所有年份均经过调整。
[L]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所定义的国家收入水平。
[M] 我们内部的审计系统所统计的贿赂和欺诈事件。
[I]
[J]

据采自外部来源、员工调查和所指明和报告的其它内部
来源。
我们仅截止本报告发表时所确认的数据和安全事件等等
事件。如事件是在发表后进行了重新分配或被确认，将
在下一年的报告中调整数据。
社会数据表中标注 的数据来自每一国家内壳牌高级代
表所完成的内部调查。这一数据的准确程度显著低于通
过我们的财务系统所获得的数据。
S

我们为关键的安全和环境指标设定了内部改善目标，也
公开设定了壳牌化工厂的能源效率、取消通过天然气火
炬放空这一做法和减少我们的运营所产生温室气体排放
的目标。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所估计的所服务家庭或所供油汽
车的数量均基于欧洲一个家庭的平均电力消耗和一辆普
通小型汽车（福特嘉年华）的燃料效率和油箱尺寸。
兑换成美元的汇率基于 2007 年的平均汇率。

社会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6
57
63

3
44
47

5
55
60

3
37
40

8
45
53

5
42
47

2
35
37

3
33
36

2
41
43

2
28
30

[C]

死亡
正式员工
合同工
总计数量
K

死亡事故率
每 1 亿工作小时的死亡人数（正式员工和合同工）

8.6

6.9

8.2

5.2

6.3

5.6

4.4

4.4

5.4

3.4

K

受伤 – 总可记录事故率 (TRCF)
每百万工作小时(正式员工和合同工)

4.4

3.7

3.2

2.9

2.6

2.6

2.6

2.5

2.3

2.2

损失工时工伤事故率 (LTIF)
受伤每百万工作小时(正式员工和合同工)

1.6

1.4

1.3

1.2

1.1

1.0

1.0

0.9

0.8

0.7

总计可报告职业疾病率
疾病每百万工作小时(仅正式员工)

3.2

3.5

2.2

2.3

2.0

2.0

2.1

2.0

1.8

1.5

24
4
16

26
2
15

22
2
12

18
2
12

16
1
12

22
2
22

18
2
11

19
2
11

15
2
9

16
2
12

17.7
9.3
7.9

18.9
9.2
8.8

19.5
11.3
9.6

20.7
12.2
9.6

21.8
12.9
9.9

23.2
16.2
11.6

24.6
17.7
12.9

S

各国保安状况 %
使用武装保安
使用配备武器的公司保安人员
使用配备武器的承包商保安人员
[K]

K
S

S

性别多元化 % 女性
主管/专业职位
管理职位
高级管理职位

N/C

15.4

N/C

N/C

N/C

N/C

17.1
8.9
7.2

员工论坛和申诉程序
% 的员工可使用员工论坛、申诉程序或其他支持系统

N/C

N/C

N/C

99.9

99.9

99.9

100

100

99.2

100

64
39
21

82
46
30

84
51
31

89
57
41

86
56
42

78
57
50

83
61
53

88
69
62

95
89
82

99
98
96

N/C

N/C

N/C

N/C

N/C

5.2

6.3

9.2

10

17

69

62

106

100

54

49

64

63

41

35

N/C

1

2

0

0

1

0

0

0

0

N/C

N/C

N/C

N/C

N/C

N/C

123

102

96

112

N/C

N/C

85

85

96

102

106

127

140

170

43
39

59
52

43
46

47
45

49
4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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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 % 的国家实施了程序
在自己的企业内
承包商
供应商

$

合同与采购
估计在中低收入国家内当地企业所提供产品和服务上
[L]
的支出 10 亿美元

S

因不符合《壳牌商业原则》而取消的合同

S

因不符合《壳牌商业原则》而剥离的合资企业
商业诚信

[M]

$

社会投资 (权益股) 百万美元

K

[J]

受特殊公众群体欢迎的程度
壳牌
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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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已连续三年邀请了外部评估委员会来评估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内容和制作过程。
这是我们自己对壳牌 2007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评估。
我们发表的是个人而非集体的意见。

Aron Cramer

Jermyn Brooks

Roger Hammond

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 外部评估委员会主席

透明国际组织
非政府领域项目主任

生活大地基金会发展总监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主要关注了三个问题：
• 壳牌是否为此报告选择了最重要的话题？
• 这份报告如何处理这些话题和如何对相关方的利益做出
反应？
• 壳牌是否给了我们足够的信息和途径来让我们有效地开
展工作？

未来而呼吁政府制订相关政策的计划。这反应了壳牌为迎
接能源挑战而采取联合行动的战略。

我们仅评估了报告的印刷本。我们欢迎报告中附带了在网
站上发布的补充信息，但我们并没有评估这些信息。我们
没有核实本报告所依据数据的准确性。除了就壳牌的汇报
提供意见之外，我们也向壳牌提出了我们对其可持续性绩
效的看法。

总体上来说，壳牌对于我们提出的意见作出了十分积极的
反应，这包括本委员会去年给他们的信件中所提出的意见，
和在制订今年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但我们在今年仍然
要提醒壳牌进一步解释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水平。
这样就会极大加强壳牌所倡导努力的可信性。

壳牌 2007 年报告着重讨论了对壳牌最重要和其利益相关
者最感兴趣的事项，同时也涵盖了当今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气候变化。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对于十分重要和复杂的
问题进行有深度的探讨永远都是一个挑战。今年，因为气
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我们鼓励壳牌在其报告中进一步阐
述其最新的《战略能源远景》和倡导努力。但也因为这一
我们的工作方式
在 2007 年秋季，我们对本报告中壳牌最初选择的问题提出 原因，版面的限制使得当地的环境影响、壳牌对联合国《千
了一些意见。我们在 2007 年年末对报告的总体框架、2008 年发展目标》(包括能源与减少贫困之间的联系)的达成所做
年 1 月与 3 月的两个报告草稿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意见。 的贡献、在困难运营环境中的社会绩效等等其他话题受到
本委员会召开了两次面对面的会议，举行了几次电话会议。 了较少的关注。我们因此鼓励壳牌使用其网站等其他工具
我们在开会时采访了包括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的社会责任 来进一步汇报对利益相关者十分重要的所有可持续发展问
题，并在两次年报之间定期提供最新资料。
委员会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

能源挑战
2007 年报告在解释壳牌的“可持续地利用能源的未来”观
点及其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方面取得了
极大的成效。我们赞赏壳牌在报告中对其“战略能源远景”
的描述和利用这些情景来将对话引导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的
壳牌的报告
壳牌 2007 年的报告是可持续发展汇报方面的一个新典范。 问题上。我们尤其欢迎壳牌的明确声明：它倡导“有序世
壳牌清楚地说明了其战略是如何解决公司所面临的最重要 界”情景中所描述的那些政策和需对能源体系进行的改变。
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详细阐述了壳牌为支持可持续的能源 我们期待着在未来对这些努力进行进一步报告。
作为对我们投入的时间和专业技能的报酬，壳牌向我们提
供了支付给个人或捐赠给我们所选择的慈善机构的一笔谢
礼。壳牌报销了我们的旅行和食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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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有关委员会成员的更多介绍
• 委员会受委托范围
www.shell.com/reviewcommittee

Karin Ireton
英美矿产公司
“可持续发展：市场与经济”负责人

David Runnalls 新成员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ISD）所长

我们也欢迎壳牌在可持续运输部分给予管理能源需求的
更大的关注。尤其是，壳牌勇敢地指出了它所做的努力 —
鼓励顾客降低能源消耗并愿意支持更严格的燃料经济性
标准。

Ligia Noronha 博士 新成员
能源研究所（TERI）高级研究员

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
壳牌的 2007 年报告再一次承认其运营将越来越处于复杂
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常常极具挑战性。壳
牌认识到在项目中及早结合可持续发展对于它在这些地区
成功地运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在未来，
我们希望看到壳牌在报告中包括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案例，
并更详细地阐述它在其所有运营单位中结合社会和环境因
素有多有效。

我们认为，如提供更多有关以下内容的信息，壳牌可进一
步充实其有关能源挑战的报告内容：
• 在未来将如何衡量和报告其“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达到前
25%良好表现”的目标
• 在壳牌的最后一个绝对排放目标于 2010 年到期后，如何 本地发展
使用前 25%良好表现这一概念来衡量其碳排放绩效。不 壳牌对本地发展、本地服务和设备的采购的贡献及其缴纳
更详细地介绍如何应用这一概念，我们就不能确定这对 的税款表明它为本地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可对此进行更全
于一个行业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足够远大的目标，并且我 面的报告。在“本地发展”这一部分中加入讨论壳牌社会
们也不能确定这一新的衡量标准是否可让读者了解到壳 投资支出的影响可进一步充实这一部分的内容。
牌的总体排放量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 壳牌运营业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未来的 10 年内预计 合伙作业
将增加。鉴于在广泛采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前人们越来 壳牌很好地描述了它所控制和不受它控制的合资企业的区
越依赖非常规能源（例如油砂），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别。我们认为壳牌不应过于机械地认为它应就哪些项目进
• 壳牌在油砂业务的投资越来越大，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水
行汇报。我们希望壳牌也汇报在那些虽然不受它控制（但
• 壳牌在发展大规模捕集与封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方面所取 对于其声誉十分重要而且会让很多人质询）的合资企业，
得的进展
《壳牌商业原则》及其社会与环境的标准是如何实施的。
• 壳牌在发展商业规模替代能源业务（尤其是下一代生物
燃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结束语
• 将如何和何时减少尼日利亚的天然气火炬放空量（壳牌 我们赞赏壳牌对于可持续发展报告所采取的认真态度，及
在 2007 年已成功地在其所有其他运营单位停止了连续 其致力于为可持续的能源未来做贡献的承诺。壳牌严肃认
燃气火炬放空的做法）
真和坦率的报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可让他们
评估壳牌为解决重要问题所做的努力；这一报告同时也为
有关能源和气候的争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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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要求进行汇报
• 我们如何选择最重要的话题
• 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保证
www.shell.com/sdreporting

因为对于利益相关者和壳牌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从 1997
年起就自愿地汇报公司的环境和社会绩效。
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针对的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对环境和
社会问题有专业兴趣的人士，我们的“负责任的能源”网
站更深入地介绍了壳牌的思想、政策和绩效。同时，我们
也在年报和 20-F 表中介绍了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与机遇
的方法。而我们在整个一年中都与负责道琼斯可持续发展
指数、FTSE4Good（富时社会责任指数）、高盛全球能源环
境、社会和治理指数及碳排放披露项目等等为投资者提供
企业环境与社会绩效信息和分析的许多机构进行了合作。
我们为客户和供应商另外提供了一份《可持续发展评估》，
总结了我们的绩效中与他们最相关的方面。作为一项更广
泛的内部沟通措施的一部分，本报告将分发给我们的员工，
以表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对于他们日常工作的意义。
有什么保证？
我们继续采用了 2005 年开始实施的保证方法 ：由专家组
成的外部评估委员会来检查报告是否平衡、相关和对利益
相关者作出的反应。委员会针对报告所提出的广泛挑战和
建议，主要基于他们对所涉及问题的深度了解和他们与我
们一同工作的亲身经验。我们继续从他们的深入见解中获
益，而且读者也十分赏识这个委员会的作用。为了使委员
会成员为我们所花的时间更合理，并达到连续性和新鲜观
点的平衡，我们计划每年轮换 6 位委员会成员中的两位。
我们在 2007 年首次轮换了两位成员。

对社会的影响

壳牌公共
政策评估

壳牌的战略

2007 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第1步

通过调查、访谈和媒体评论等方式了解读者最
关心的问题。并且考虑对社会十分重要但很少
引起媒体注意的主题。

第2步

使用我们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来确定哪些环境
和社会问题对我们的商业策略影响最大。

第3步

结合所有结果。除法律限制外，我们在报告中
包括了所有最优先主题。其它重要性较低的主
题则包含在我们的网站上。

第4步

与利益相关者和外部评审委员会共同检查我们
对这些主题的报导是否平衡和完整。

未报告

对壳牌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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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最重要的事项
为了确保针对不仅对我们很重要、也对利益相关者十分重
要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们使用了一种成熟的和可审核的
内容选择流程。

网站
已涵盖

社会责任投资
报告和指数
网站访问量

参照外部各项准则的要求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参照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 G3 准
则。根据我们自己的评估，我们在 2007 年在应用这些准则
方面达到了 A+水平。我们的报告也基于了国际石油工业环
境保护协会的准则，并在壳牌网站上介绍了我们对联合国
全球契约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

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
已包括

全球媒体
评估
读者意见调查

在 1998-2004 年期间，根据外部审计师的建议，我们设定了
一系列内部控制机制来协助确保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事实的
准确性。这些控制机制包括报告中所提及的由高级经理批
准和可供检查的所有数据和陈述的审核路径。各业务单位
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他们的 HSSE 数据质量进行签定确认，
我们也有强大的统计检查方法来检测是否有错误。2007 年，
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发送给各国家/地区壳牌高级代表的
内部调查问卷控制。为了增强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我们将
需要的更多信息融入到采集财务信息的系统中。

壳牌
风险管理
流程

壳牌
声誉
管理流程

壳牌可持续发展评估 2007
这一独立的 8 页评估是《壳牌可
持续发展报告》的总结。
专为我们的员工、客户和供应商
准备，总结了我们的绩效中与他
们最相关的方面。

分享您的意见
如果您对本报告或其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有任何见解，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sustainabilityreport@shell.com.

欢迎向以下单位索取：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 公司
c/o Bankside
电话：+44 (0)1635 232 700
电子信箱：bbs@shellbankside.co.uk

壳牌员工提供的照片
本报告中的一些照片是由壳牌员工拍摄的。我们邀请他们来
向我们展示在世界各地工作时，可持续发展对他们的意义。
鸣谢：
Paul Anderson，Piltun B 平台，萨哈林，第 33 页
Wendel Broere，《壳牌环保汽车马拉松》，第 14 页
Dirk Nevelsteen，萨哈林岛，第 21 页
Josef Schachner，Egmond Aan Zee 海上风电场，第 7 页

法律免责声明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直接和间接投资的公司均为独立实体。在本报告中，采用“壳牌”、“集团”
和“壳牌集团”等表达方式以及将壳牌称为“公司”有时是为了方便起见，但均指整个集团公
司。同样，“我们”和“我们的”等代词也是指集团公司或那些为其工作的人员。这些表达方式
也会在不是特指某个公司时使用。“壳牌贸易公司”、“壳牌氢能公司”、“壳牌风能公司”以及
“壳牌太阳能公司”等术语分别指壳牌从事贸易、氢能、风能和太阳能业务的公司。
本报告包含关于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运营结果和各项业务的前瞻性陈述。除历
史事实陈述之外，所有其他陈述均是或可被视为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是指基于管理层的当
前预期和假定而做出的关于未来预期的陈述，其中包含已知和未知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可能导
致实际结果、业绩或事件与前瞻性陈述中明示或暗指的情况有实质性不同。前瞻性陈述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的陈述以及表达管理层的预期、信念、
估计、预测、推测和假设的陈述。这些前瞻性陈述是指使用诸如“预期”、
“相信”、
“可能”、
“估
计”、“希望”、“打算”、“可以”、“计划”、“目标”、“展望”、“也许”、“预计”、“将”、“试
图”、“目的”、“风险”、“应当”以及类似词语或表述的陈述。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未来的运
营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其运营结果与本报告中前瞻性陈述所提出的结果有实质性不
同。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a) 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波动；(b) 壳牌集团产品的需求变化；
(c) 货币汇率波动；(d) 钻探和生产结果；(e) 储量估计；(f ) 市场损失和行业竞争；(g) 环境风险和
自然风险；(h) 查明合适的潜在收购财产和目标以及成功谈判并完成交易的相关风险；(i) 在发展
中国家和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从事业务的风险；(j) 立法、财政和监管方面的发展，包括重新划

分储备引起的潜在诉讼和监管影响；(k)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市场条件；(l) 政治风险，包
括征用和与政府实体重新谈判合同价格、项目批准的推迟或提前和报销所分担成本的延迟的风
险；以及 (m) 贸易条件的变化。本报告中的所有前瞻性陈述在本章节含有或提及警示性声明时
即全部为前瞻性陈述。读者不应不适当地依赖前瞻性陈述。可能影响未来结果的其它因素在荷
兰皇家壳牌公司截止到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 20-F 表中（可在 www.shell.com/investor 和
www.sec.gov 上找到）列出。读者也应该考虑这些因素。所有前瞻性陈述仅应截至本报告发布之
日（2008 年 5 月 13 日）有效。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及旗下任何子公司均无义务因新信息、未
来事件或其他信息而公开更新或修订任何前瞻性陈述。鉴于这些风险，实际结果可能会与本报
告中前瞻性陈述所明指、暗指或推论的结果有实质性不同。
如翻译版与英文版之间有任何冲突，应以英文版为准。

设计：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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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估与总结
2007 年财务报表
壳牌概览
www.shell.com/annualreport
Jaaroverzicht en verkorte
jaarrekening 2007
荷兰语版本
www.shell.com/annualreport

其他出版物
壳牌技术报告
27 项先进技术的介绍
www.shell.com/technology
《壳牌商业原则》
决定每一壳牌企业如何经营的
基本原则。
www.shell.com/sgbp
《壳牌行为准则》
员工应该达到的行为标准。
www.shell.com/codeofconduct
欢迎向以下单位索取：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 公司
c/o Bankside
电话：+44 (0)1635 232 700
电子信箱：
bbs@shellbankside.co.uk
年报/20-F 表美国居民服务—
电话：888 400 7789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hell.com

年报和 20-F 表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有关壳牌的全面介绍
www.shell.com/annualreport

2003-2007 年财务与运营信息
（2008 年 5 月提供）
5 年的财务与运营信息，
包括勘
探与生产业务的地图
www.shell.com/faoi

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 2007
报告为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的
进展
www.shell.com/responsibleener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