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概述

负责任的能源



欢迎阅读《壳牌可持续发展概述》，它是我们 2007 年
《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总结。它概要介绍了我们为实

现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这一承诺而在 2007年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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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包括帮助为未来建设一个负责

任的能源体系。

我们最新的《战略能源远景》明确地指出（而且 2007年
所发生的事件也再一次证明），全世界正在面临着越来越
困难的能源选择。这意味着明天的项目将更加困难，也将
需要更多的资金，将带来环境和社会挑战，而首当其冲就
是气候变化的问题。壳牌在管理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必须减
少环境和社会影响，并同时为我们所运营的地区创造效益，
这对于赢得新业务和交付现有项目来说至关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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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步。我们 2007
年的利润达到了创记录的 319亿美元。我们正在将创记录
的资金重新投入到业务发展中，并且也在加强我们管理环
境和社会影响的能力。我们的安全绩效（这一直都是我们
的最重要工作）得到了改善，但仍须精益求精。我们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在减少。我们已决定将对运输用生物燃
料的投资增加三倍，并继续加速为客户提供改善燃料效率
的产品。

我希望这一概述和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及我们网站上的
支持性资料，可帮助您判断壳牌为履行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这一承诺的进展。我也希望它可鼓励您思考您在能源体系
中的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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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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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负责任的能源未来的过程中，我们承诺要

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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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必须有保证。同时，能源的生产又
必须以温室气体减排等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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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两种能源远景
那么人类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壳牌最新战略能源远景给
出了从现在起到 2050年，能源系统可以选择的两条路—
“无序世界”和“有序世界”。

“无序世界”（Scramble）情景指的是一个各个国家各自为
政、争相为自己赢得更多能源的世界。在能源紧缺和气候
变化两大危机面前，各国政治上的反应通常是本能反应，
而且极为强烈，从而导致价格上涨、经济放缓，以及动
荡增多等诸多不利状况。到 2050 年，所排放的温室气
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水平将远远高于科学家们所认为的安全
水平。

而我们的“有序世界”（Blueprints）情景一开始看似杂乱
无章，形形色色的本地计划导致各种政策和方案杂乱地拼
接在一起。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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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最终出现，有助于激励创新、增
加能源效率并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到 2050年，“有序世
界”情景中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水平将稳定在远远低于
“无序世界”中的水平。

在这两种情景中，能源的使用都将快速增加，而在“无序
世界”情景中会更快一些。世界将需要更多地各种能源，
而且一半以上的能源将继续来自化石燃料，但会远远小于
它们目前在总能源供给中 80%以上的份额。

为创建“有序世界”而努力
30 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情景方式来验证我们的业务
战略，而不侧重任何一种情景。但为了协助投资者和子孙
后代管理气候风险，为了实现我们为可持续发展作贡献的
承诺，我们就必须强烈倾向于“有序世界”情景中描述的
方式。我们正在倡导“有序世界”情景所描述的政策并在
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技术改进。

首席执行官

范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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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运用我们的专业技术和商业技能来协助打造负
责任的能源未来。我们在不断地努力，目前已取得了一些
明确的结果。其中一个努力是鼓励政府制订有效的二氧化
碳政策框架。

另一个努力是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运输燃料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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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使用更少的燃料
（参见第 6页）。

第三个努力是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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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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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 5页）。

第四个努力是通过生产清洁燃烧的天然气，来降低发电所
带来的排放，并努力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来提高它们的
竞争能力，从而协助提供低排放电力（参见第 5页）。

第五个努力是找到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方法在北极等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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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 5页）。

构建更可持续的能源体系要从我们现有的运营单位做起。
这包括继续改善我们的健康和安全绩效；积极地聘用更多
的本地员工，以及向本地承包商和供应商采购设备和物资
（参见第 4页）；管理我们的排放；减少我们的能源、水等
等资源的用量。

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出效果。例如，我们的受伤率自 1998
年以来已经下降了 50%以上，而且在 2007年达到了最低。
这一成绩证明了我们所采取大力措施（通过简化安全规
则和加强我们的安全文化来改变行为）的重要性。(参见
第 4页)。

与 1990年相比，我们也将壳牌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
低了近 25%。

自从 1997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稳步降低由可控制的因
素（例如腐蚀或运营问题）在运营中导致的石油和石油产
品泄漏。运营泄漏的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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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规模泄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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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方式
可持续发展已被整合入我们的标准、流程、控制和公司治
理。我们所控制的所有公司和合资企业必须采用《壳牌商
业原则》、《行为准则》和我们的健康、安全、安保与环保
（HSSE）标准。其中的要求包括生物多样性、温室气体排
放管理、环境管理、健康管理、道路与工艺安全、船舶质
量等。

遵守环境与社会标准是我们的员工和直线经理的责任。
我们通过年度保证书和内容审计等方式来监测标准的执行
情况。可持续发展也是绩效评估和工资设定要考虑的因素，
并占壳牌计分卡分值的 20%。

我们的每一个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现在都需要在最终确定
项目的技术设计或商业条件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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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纳入
到它们的做法当中。为了帮助他们了解需要注意的内容和
如何修改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加强了对项目开发者
和评估团队的培训。同时，来自业务部门和公司总部的最
高级别的可持续发展经理目前也会一年两次评估我们 70
多项最大型早期阶段项目。所有重大新投资也必须在其项
目设计和决策中考虑未来的预测二氧化碳排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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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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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常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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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可以
拉近我们与客户、员工和邻里之间的距离，降低我们的运
营和财务风险，促进运营效率提升，并为我们带来利润丰
厚的新商机。

十年之前，我们首次承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并于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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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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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帮助建设一个负责任的能源未来。

在实际工作中，这意味着通过我们的能源组合、产品和运
营来减少社会和环境影响并创造益处。这包括致力于开发
及提供更好的能源产品，这些产品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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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
对负责任运营承诺：我们将以安全、能降低不良环境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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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的目标是达到零死亡率和零
重大事故。为了实现“零死亡率”，我们将对良好安全绩效
给予奖励，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更有效地检查安全规定是
否已经得到了遵守。我们的流程安全标准包括了如何设计和
维护复杂设施（例如炼油厂或石油开采现场）的规定，这些
标准适用于全公司。我们新组建了一支由内部独立的高级审
计人员组成的团队，用来检查整个壳牌集团实施这些标准的
情况。确保道路安全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2007年，我
们约 60%的因公死亡人数均是因道路交通而造成的。我们全
公司范围内必须执行的道路安全标准包括了路线规划和驾驶
员培训等内容，也禁止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赢得邻居的信任开始于听取社区的不同意见。我们通常会通
过社团审查小组和开放日的反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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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我们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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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整套结构化的方式与邻居们进行合作。可能会有较大社
会影响的所有主要炼油厂、化工设施和上游运营单位均制定
了社会绩效计划。这些计划规定了企业将如何管理其社会影
响并为当地社会创造益处。在整个壳牌，目前首先要做的就
是要改善员工与当地社会进行接触的技能，并加强他们对社
会绩效的承诺，尤其是在负责开发大型新项目的团队中。

寻找方法来帮助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这是壳牌致力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地政府的财政做出贡献是我们
可以提供帮助的一个途径。2007年，我们为当地政府支付
了 190多亿美元的公司税和 18亿美元的开采许可费。我们
也在协助当地政府把这些资金用于创造社会效益。我们是
《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坚决支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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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当地员工和从当地
供应商处采购设备和物资是我们提供帮助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2007年，我们在壳牌运营所在发展中国家内，我们为当地
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支出了约 170亿美元，而且在其
中 90%的国家都制订了加强当地采购的计划。

尼日利亚的挑战是我们很熟悉的：普遍的贫困、腐败和有组
织犯罪（石油储量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原油盗窃加剧
了这一现象）。5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尼日利亚的一个主要
投资者，而且我们决心一直在尼日利亚运营，帮助它增加能
源产量和实现发展。2007年，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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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和开采许
可费。在三角洲的陆上，尼日利亚政府获得了每桶石油的
利润的 95%。不幸的是，三角洲地区的安全形式仍然严重，
让我们无法进入一些设施。而政府合作伙伴为壳牌运营合资
企业提供资金的不足也加重了困难的局面。因此，我们停止
火炬放空和可减少运营溢油的维修计划均出现了延迟。但我
们在改善社区发展计划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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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两个情景都表明，在 2015年
前后，常规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将会
出现短缺。因此将需要从深海、北极
等偏远地区和油砂中开采难以开采的
石油。

深海
壳牌在 20世纪 70年代首创了深海作
业，至今仍是这一领域内的技术和商
业领头羊。2007年，我们在巴西沿海
和美国墨西哥湾开始了新的海上项目，
我们同时也决定在马来西亚沿海开发
一个项目。

北极
我们的技术和经验也在帮助我们在北
极和亚北极区负责任地运营。这些地
区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环境十分脆
弱，当地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给
予尊重。我们目前正在阿拉斯加沿海
地区开始一个重要的勘探项目。在

2008 年年初，我们是楚科奇海 275
个勘探租约的最高竞标者，而且我们
希望可在 2008年年底前在阿拉斯加
波弗特海恢复勘探工作。

油砂
加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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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油砂转化成运输燃料需
要大量的水，而且所需的能源比炼制
常规石油的更多。这一项目的先进设
计使其消耗的能源少于竞争对手。该
项目正在努力达到其自愿设定的一个
远大目标—到 2010年时将二氧化碳
排放减少 50%；此外，它也在考虑筹
建一个项目来捕集和封存其 Scotford
精炼厂每年排放的 100 多万吨二氧
化碳。

天然气是最清洁的化石燃料。全球约
3%的天然气由壳牌生产。投资于天然
气开采是壳牌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我们约 40%的生产都是天
然气。

液化天然气领导企业
我们是液化天然气领域的全球领头羊，
所拥有的液化天然气产能大于任何其
它国际石油公司。到 2010年时，我们
计划通过扩建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和
萨哈林岛的合资企业，将我们的产能
增加至 2004年的近一倍。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CCS)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对于管理发电温
室气体排放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
技术。例如，在我们的“有序世界”
情景中，发达国家内 90%的燃煤和燃
气电厂到 2050年前都将使用这一技
术。目前，因为成本和许可的原因，

还没有电厂使用这一技术。我们正在
鼓励各国政府建立运营二氧化碳捕集
与封存示范厂所需要的鼓励措施和法
规。我们已经在为荷兰的温室提供
Pernis炼油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而
且也参与了澳大利亚的 ZeroGen电厂
等第一些大型示范项目。

可再生电力
我们正在努力实现降低风电和太阳能
电力成本所需要的技术突破。作为主
要的风电开发者，我们参与了发电
能力总计超过 1,100 MW（壳牌约占
550 MW）的项目，足够为 50万户家庭
提供电力。这包括 2008年开始在美
国建设的Mount Storm风电项目。我
们的太阳能业务专注于进一步发展我
们获得专利的薄膜太阳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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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设备更高效地运转，也可帮助一些

设备将维修之间的时间间隔延长一倍。

化工产品
壳牌提供先进的石油和天然气化工产品

供厂商生产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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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洗衣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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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显著地

减少了包装用料、运输成本和能源消耗。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运输燃料提供商之
一。我们致力于通过先进的燃料和润
滑剂来帮助驾驶人士减少能源使用量
和排放、率先找寻更好的生物燃料、
推广政府降低运输二氧化碳排放的
政策。

更少的本地污染
我们也在继续减少燃料中的硫含量，并
看到壳牌的天然气制油（GTL）有着
极好的前景。GTL燃料无色、无味并
且几乎没有硫，是可减少当地大气排
放的成本效率最高的替代燃料。壳牌
目前正在卡塔尔建设世界上最大的
GTL厂。

壳牌燃料经济性配方 – 开得更远，
用的更少
壳牌的燃料经济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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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效率。到
2007年年底时，我们已在 18个国家
销售燃料经济性配方燃料。我们也在
8个国家推出了壳牌 FuelSave挑战活
动，其目的是鼓励驾驶人士培养节省
燃料的驾驶习惯，并通过使用壳牌的
燃料经济性配方产品来改善他们的燃
料经济性。

生产更好的生物燃料
我们认为在第二代生物燃料领域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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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
物燃料不会与食物生产竞争农业用土
地，而且与常规柴油或汽油相比，它
在寿命周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也要少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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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人们的意
识，并为全行业制定第一代生物燃料
生产的可持续标准。

更好的道路
我们正在帮助建筑领域内的客户在铺路时

使用更少的能源和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

壳牌 WAM 泡沫解决方案（两种沥青的
混合物）的铺路作业温度低于常规沥青

50°C，而且铺路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低 30%。

我们也首创了壳牌 Instapave解决方案。这
种产品可替代碎石路和水泥路，可按更低

廉的价格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全天候

道路。与碎石路相比，这些道路可提高驾

驶人士的燃油效率，并可让乡村地区方便

通向市场、学校和医院。

更好的润滑油
壳牌先进的润滑油可提高发动机和机械设

备的运转效率，帮助客户节省燃料成本并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例如，我们的高级润

滑油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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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先进的工业润滑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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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环境与社会数据与报告财务数据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

同。环境与社会数据在准确性和完整性方面有一些固有的局

限性，这是由于数据的性质而产生的。有些参数依赖于人的行为，

受到文化和个人印象的影响。另外一些参数依赖于需要不断进行

调整的复杂的衡量措施。而还有一些参数依赖于估计和模

拟。我们承认，我们公布的环境和社会数据将受到这些固有局限

性的影响。我们将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来不断改善数据的完整性。

我们在以下总结了我们的绩效，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hell.com/performanc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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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网站上获得的额外内容

www.shell.com/responsibleenergy

温室气体排放低于 2006 年的水平，比
1990年的水平低了近 25%，这主要是由于
我们的勘探与生产业务减少了火炬放空。

总计火炬放空量在 2007年再次下降，这
主要是因为安全原因关闭了尼日尔三角洲
的陆上生产井。除尼日利亚以外，我们基
本上达到了我们在 2008年前停止长燃火
炬放空的目标。

自 2002年以来，专门制订的计划已将我们
炼油厂的能源效率改善了近 2%。但因有更
多的停工情况，能源效率在过去两年间有
所下降。

自从我们在 2001年开展改善能源效率的
活动以来，我们化工厂的能源密度已经改
善了 9%。

随着油田老化和开采难以到达的石油，
我们的上游能源密度自 2000年以来上升
了近 30%。这也是一个行业趋势。为此，
我们在 2007年推出了一项重大的改善能
源效率的计划。

与从通过常规石油提炼汽油相比，通过油
砂提炼汽油需要多得多的能源。我们的阿
萨巴斯卡油砂项目设计采用了节能技术。

我们的总泄漏量在 2007年有所上升，主要
是因为尼日利亚国内发生的破坏而导致出
现更多的泄漏。因我们下游业务的不断改
善，腐蚀或其他运营泄漏再一次有所减少。

不幸的是，在 2007年，两位正式雇员和
28位合同制员工在为壳牌工作时，在已证
实的事件中失去了生命。我们的死亡事故
率从 1997年以来一直都在改善。

我们的受伤率自 1998年以来下降了 50%
以上，在 2007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这
一成绩反映了我们为了加强安全文化而作
出的极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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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区内的事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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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述是 2007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精简版本。如有任
何差异，以 2007年壳牌可持续发展报告为准。同时，在作
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请参阅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公司
截止 2007年 12月 31日的 2007年年报和 20-F表了解与投
资购买壳牌股票相关的风险。
如翻译版与英文版之间有任何冲突，应以英文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