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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环保及社会安全情况通报 

王行义 

（2019 年 1 月 22 日） 

一、2018 年健康安全环保及社会安全工作 

2018 年，是公司全面实施海外油气业务体制机制改革的第

一年，面对海外社会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局部冲突不断，所在国

自然条件严酷、物资匮乏、安全环保监管日趋严格，油气勘探开

发与生产作业任务繁重，健康安全环保和社会安全风险趋高等各

种挑战，公司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认真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

安全生产的指示精神，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及公司关于 HSE 和社

会安全工作的要求，以创建先进企业文化为目标，以推进 HSSE

管理体系建设为主线，落实有感领导、直线责任、属地管理和

HSSE 责任制；加强 HSSE 培训、检查、审核和考核，开展安全

经验分享和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提高全员安全环保意识和能力；

持续推进 HSSE 风险分级防控和合规管理，强化安全生产“四条

红线”管控；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有效应对海外各类突发事件，

公司 HSSE 风险保持总体可控，HSSE 业绩得到持续改善，为促

进海外油气业务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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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部门齐抓共管，各地区公司强化监管，各海外项目落

实主体责任，有效采取各项防控措施，实现了 HSSE“五个杜绝”。

公司和承包商完成总人工时 2.52 亿，总可记录伤害率为 0.274，

误工伤害率为 0.079，都低于控制指标，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

平，保持了较好的 HSSE 业绩。 

（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公司在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中重视健全 HSE 组织管理机

构，明确地区公司安全总监 7 名，23 个作业者项目有 16 个配

备了安全总监。公司与 7 个地区公司、55 个海外项目、9 个公

司领导、22 个机关部门及国内所属单位签订了《HSE 和社会安

全责任书》。公司机关部门都进行了 HSSE 危害因素辨识和风险

评估，制定管控措施，抓好业务管辖范围的 HSE 管理。各地区

公司和项目公司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及时传达贯彻上级安

全生产和社会安全管理要求，统一协调，严格管理，严密组织，

精心实施，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二）持续推进 HSSE 管理体系建设 

公司发布实施《中油国际 HSSE 控制框架》，完成 HSSE 控

制框架 11 个手册及 39 个关键程序中英文版本的开发工作，建

立《HSE 体系管理量化审核标准》。对照集团公司相关安全生

产制度，完成公司《缺失 HSE 规章制度列表》，制定公司《一

般及以上 HSSE 事故隐患问责办法》和覆盖勘探、钻修井等 9

项业务内容的《一般 HSSE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修订了公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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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制、修订公司机关 22 个部门及 266 个岗

位的HSSE职责，进一步理顺公司各部门和全员HSSE管理职责。

修订并印发公司《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5 个应急预案，

修订了《中油国际公司体检及评估管理实施办法》，制定了《中

油国际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办法》。编制完成《海外项目疟疾防控

技术指南》和《海外项目 HSSE 风险分级防控技术指南》2 项集

团公司企业标准。 

（三）加强 HSSE 管理体系审核 

公司制定和实施年度审核计划，组织了印尼等 28 个项目

HSE 管理体系审核和专项审核，组织完成了公司 HSE 管理体系

内审和认证审核。审核共发现不符合项 1211 项，良好实践 173

项，提出改进建议 150 项，对审核发现问题落实专人跟踪整改。

各地区公司组织开展了管辖区域 HSSE 审核和检查，23 个作业

者项目均开展了 HSE 和社会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对发现的问题

制定计划，落实整改。 

（四）加强全员 HSSE 培训工作 

公司组织了 2 期领导干部 HSE 资格培训、2 期 HSSE 控制

框架培训，以及 HSSE 风险分级防控、应急管理、HSE 审核员等

培训、讲座、送教上门和线上培训，共计 2653 人次。海外项目

总经理及 HSE 总监持证有效率从 56%提升至 86%。各项目公司

组织进行各类 HSSE 培训达 68500 余人次，进一步提升全员

HSSE 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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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 HSSE 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治理 

公司连续 4 年组织开展 HSSE 风险分级防控工作，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以及夏季高温防暑和冬防保温工作。

各海外项目按要求开展 HSSE 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控制工作，

作业者项目共识别出各类风险 7135 项，对其中的重大风险进行

重点管控，加强井控、防火防爆、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防止了较

大及以上事故的发生。 

（六）加强承包商安全管理 

公司成立承包商管理领导小组，印发《承包商管理办法》，

明确承包商 HSE 管理责任；组织作业者项目在用外部承包商调

查，清退 6 家不合格承包商。苏丹 6 区、阿姆河天然气公司等

项目制定《承包商违章处罚条例》，每季度对承包商 HSE 业绩

进行综合考核评分，对于考核不合格承包商，列入黑名单，清除

出服务市场，有效促进了作业队伍的 HSE 管理。 

（七）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环境合规性评价。组织了阿克纠宾项目环境风

险调查，完成了乌兹别克斯坦新丝路项目环境合规性评价。尼日

尔上游等 19 个项目认真开展环境合规性自评。苏丹 6 区项目针

对合规自评发现的问题增加 2019 年环保整改预算 700 余万美

元。南苏丹 1/2/4 区项目环保自评发现环境隐患 14 项，在项目

复产方案中明确了 2019 年环保工作量和相应预算投入。二是加

强环境隐患排查与治理。阿塞拜疆 K&K 项目落实环境整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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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油池改造工程和 CPF 北区土油池改建防渗池二期工程全部完

成并投运。安第斯项目处理历史遗留油污土 7744 方，升级改造

污水处理工艺，实现年度综合效益 210 万美元。三是积极应对

MMG 项目环保纠纷，公司多次组织专题会，厘清 MMG 项目

环保历史遗留问题的法律责任和治理责任，督促 MMG 项目开

展环境隐患大排查，并制定彻底的整改计划。 

（八）不断加强健康管理 

一是严格落实集团公司《出国人员健康体检及评估管理规

定》，定期发布未体检人员名单，督促各单位及时完成员工体检

评估，完成体检 3940 人，体检完成率达到 99.97%。二是升级

健康管理和重点人员健康跟踪干预。对体检评估不达标的 542

名员工进行二次健康评估。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对 360 名

风险员工进行及时干预，预防心理健康事件。三是做好传染病防

治。与海关检验检疫局建立传染病疫情通报机制，实现预警信息

共享。在尼日尔、乍得、南苏丹等项目推广蚊虫密度监测和消杀

技术，降低传染病风险。公司连续 4 年实现无疟疾亡人事故。 

（九）高度重视社会安全管理 

一是强化社会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预警。持续跟踪委内瑞

拉、南苏丹、伊拉克、伊朗、缅甸、尼日尔等高风险和极高风险

国家社会安全形势，开展高风险国家社会安全形势分析和对策研

究，共发布巴西、南苏丹、伊朗等国家社会安全形势分析报告 5

期，社会安全预警、安全提醒等 41 次。通报高风险国家社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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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形势共 68 次，组织开发“海外社会安全信息网络平台”，为

海外员工提供全球社会安全风险信息和防范措施。二是加强社会

安全基础工作。组织开展秘鲁 6/7 区项目、10 区项目社会安全

脆弱性评估，组织开展南苏丹 1/2/4 区项目复产安保方案评审，

组织对 28 个高风险项目进行社会安全应急预案备案评审。三是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今年以来共发生委内瑞拉总统大选治安形势

恶化等 10 起较大突发事件，公司统一协调处置，及时发布预警，

升级安保管理，落实应急预案，有关项目认真落实安保应急要求，

增强安保和应急力量，确保人员安全，生产生活稳定有序。 

二、主要问题和挑战 

1．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少数项目还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

安全监督管理人员配备不够，专业技能不足，风险识别不到位，

对现场风险不能进行有效管控。少数工程建设项目对承包商监管

不足，未有效履行甲方主体责任，存在“以包代管”现象，特别

是一些当地承包商队伍，在施工能力、人员资质、安全技能等方

面更是与安全管理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2．在环境保护上，一是部分项目环保意识仍然不足，对《环

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报告》等合规性义务认识不够，环境整改没有

落实到行动上；二是少数项目在收购前未做环境尽职调查，项目

收购后所在国颁布了新的环保法律法规，隐蔽的历史遗留废弃物

未认真排查或合规处置，环保投入不足，环保隐患整改的力度不

够，面临很高的环保法律风险；三是部分海外项目中方环保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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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备严重不足，环境管理人力资源和能力基础薄弱，导致环

境监管沟通不够，环境管理不到位；四是部分项目进入合同中后

期，环境弃置问题凸显，例如南苏丹 3/7 区、秘鲁 6/7 区、阿

塞拜疆 K&K 项目等，弃置风险较大。 

3．员工健康方面，2018 年海外共发生 8 起健康意外亡人

事故（中东公司 1 起、中油国际管道公司 3 起、承包商 4 起），

发生 4 起紧急转运事件。主要原因：一是长期海外工作，远离祖

国和亲人，工作环境艰苦，工作压力较大，随着年龄增长，健康

问题突显；二是海外医疗依托条件差，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急性

胰腺炎等严重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三是一些单位对体检评估

不够重视，健康改进措施落实不到位。 

4．社会安全管理方面，部分海外项目社会安全管理体系不

健全，达不到集团公司要求。一些项目三防措施不达标，风险管

理不到位，应急预案不实用。乍得项目对公司 2018 年 1 月社会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现问题整改不力，40％以上的问题整改仍

达不到集团公司要求，应急预案未通过集团公司备案评审。 

三、2019 年 HSSE 重点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海外油气业务 HSE 和社会安全工作

的总体要求，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以人为本，预防

为主，全员履责，持续改进”理念，以推进落实《中油国际公司

HSSE 控制框架》（以下简称“框架”）为主线，建立健全 HSSE

组织机构，落实各级领导 HSSE 管理责任，加强 HSSE 培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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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估与考核，提高全员 HSSE 意识和履职能力，加强承包商

HSSE 管理，继续推进 HSSE 风险分级防控和合规管理，强化安

全生产“四条红线”管控，持续改善 HSSE 业绩，创建先进企业

文化，为海外油气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重点做好以下

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快推进 HSSE 管理体系建设 

一是持续完善 HSSE 管理体系。公司制定和发布《HSE 和社

会安全职责管理规定》，修订发布社会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发布

框架关键程序和规范，研究制定勘探、钻修井、采油采气、地面

工程、管道、炼化等业务分册。各单位要对照框架找差距，制定

计划，建立完善 HSSE 管理体系，健全 HSSE 管理制度和工作标

准。 

二是提高 HSSE 审核质量。根据框架要求统一审核标准，提

高审核专业化水平，推广使用移动审核工具，开展审核工作质量

评估。组织对哈法亚项目等 12 个项目进行 HSSE 体系审核，对

乍得炼油项目等 5 个项目进行社会安全、健康、环境专项审核。 

三是加强 HSSE 培训工作。公司继续举办领导干部 HSSE 资

格培训班、HSSE 控制框架培训班，组织 HSSE 监督管理人员综

合业务培训班。各海外项目重点组织好新员工入厂三级安全教育

培训，做好当地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操作技

能、安全管理能力及应急能力培训，提升员工安全环保素质。 

四是推进领导干部 HSSE 履职能力评估，确保关键岗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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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E 能力合格。 

（二）抓好关键领域安全生产 

一是做好 HSSE 风险分级防控。按照《海外项目 HSSE 风险

分级防控技术指南》，深化海外项目风险管控。各海外项目继续

组织开展 HSSE 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制定防范措施，对重大

风险进行重点管控，严格执行作业许可制度，认真开展作业前安

全分析、技术方案审查、设计交底、启动前安全检查、上锁挂签

和安全目视化管理。 

二是做好工艺安全管理。加强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强化变

更管理，严格执行工艺纪律和操作规范。做好井控、交通、消防、

危险化学品、装置检维修、火工品和放射源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新建生产装置、新改扩建项目开展 HAZOP 分析，落实本质

安全。 

三是狠抓承包商 HSSE 管理。公司组织制定统一的承包商

HSSE 合同条款，严格执行公司《承包商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办

法》。各单位要严把承包商队伍资质关、HSE 业绩关、队伍素

质关、施工监督关和现场管理关，严禁不符合要求的承包商队伍

或人员进入现场作业。做好承包商 HSSE 业绩考核评估，对严重

违法违规的承包商队伍或人员记入“黑名单”，按规定处理。 

（三）高度重视环境管理 

一是抓好环境隐患整改。各海外项目定期进行环境检查和隐

患排查，及时治理、消除环境隐患。MMG 项目要制定覆盖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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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废弃物处理处置的环境整改计划，在加快消灭存量的同时，

严控废弃物增量，彻底解决环境隐患。 

二是深入开展环境合规性评价。各海外项目高度警惕环保合

规方面的法律风险，全面梳理环评报告等合规性义务，按当地要

求取得各种排放许可或配额，实现废气、废水达标排放，固体废

弃物合规处理处置。 

三是加强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组织制定新项目环境尽职调

查导则，加强海外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管理。南苏丹 3/7 区、秘鲁

6/7 区等项目要抓好弃置方案的研究与编制。 

（四）进一步深化健康管理 

一是健全健康管理制度。制定《升级健康管理和重点人员健

康跟踪干预管理办法》、《健康风险评估标准》、《海外医生健

康管理工作规范》、《海外员工航空医疗转运工作指南》、《海

外员工心理健康管理办法》等文件，促进海外健康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 

二是加强重点人员健康跟踪干预。严格落实《集团公司出国

人员健康体检及评估管理规定》要求，组织专业机构进行健康风

险分级、分类、分病管理，制定个性化健康改进方案，重点对高

风险人员进行干预和管理。 

三是继续做好传染病防控。做好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蚊虫

消杀、疫苗接种、餐饮卫生等工作，严格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

有关海外项目重点做好疟疾、黄热病、霍乱等预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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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续强化社会安全管理 

一是开展社会安全动态跟踪。继续开展极高风险和高风险国

家社会安全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持续跟踪研判委内瑞拉、南苏

丹、伊朗、伊拉克、尼日尔、乍得、缅甸等国家社会安全形势。

强化社会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开展极高风险和高风险国家项目安

保方案备案评审、社会安全脆弱性评估。 

二是加强社会安全信息管理。推广应用社会安全信息网络平

台，完善社会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预警渠道，强化社会安全信

息报告和绩效考核。各海外项目要完善社会安全信息获取渠道，

做好社会安全风险评估，对照集团公司最低要求，完善“物防、

技防、人防、信息防”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六）做好应急管理 

一是修订完善应急预案。组织海外地区公司和作业者项目应

急预案备案评审，开展高风险项目社会安全应急预案审核验证。 

二是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各海外项目应制定应急演练计划，

落实应急抢险队伍和应急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基层单位重

点组织好“一案一卡”的编制和演练。 

（七）加强 HSSE 信息管理 

一是严格事故事件管理。按规定程序及时准确向公司报告事

故事件信息，杜绝谎报、瞒报和迟报。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开

展事故事件调查，举一反三落实整改措施。 

二是加强 HSSE 动态管理，做好海外项目 HSSE 管理评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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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八）加强海外 HSSE 技术支持 

公司已经正式成立海外 HSSE 技术支持中心，要进一步充实

HSSE 技术支持力量，为海外项目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服务、审核

与监督、社会安全和应急管理、HSSE 管理体系推进和咨询等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