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回应《中石油在乍得面临的环境挑战》报告 

 

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邀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回应以下报告： 

 

-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acing a Chinese oil company in Chad” 法国开发署 

(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2012 年 11 月] 

http://www.afd.fr/webdav/site/afd/shared/PUBLICATIONS/RECHERCHE/Scientifique

s/Focales/09-VA-Focales.pdf (英语版本) 

-   “Une compagnie pétrolière chinoise face à l’enjeu environnemental au Tchad” 法国

开发署 (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2012 年 11 月] 

http://www.afd.fr/webdav/site/afd/shared/PUBLICATIONS/RECHERCHE/Scientifique

s/Focales/09-Focales.pdf (法语版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作出以下回应: 

关于对《中石油在乍得面临的环境挑战》报告的澄清 

 2013 年 2月 20日 

您好，贵方发来的关于¡ 中国石油在我们的《非洲法语国家简报》-邀请公司回应¡ 来信

已收悉。 感谢贵中心对中石油乍得项目的关心和关注。 现对来信中提出的有关问题回复如

下： 

有关问题的澄清 

中石油 2007 年进入乍得，担任 H 区块的作业者。在乍得作业基本沿用了西方的作业

流程，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公共咨询、社区关系等。与此同时，公司也基于乍得相关法律， 并

借鉴其他国际公司在乍得积累的经验和流程等， 逐步制定和完善了中石油乍得项目的各项制

度， 包括环境管理计划(EMP)、 各种应急预案、社区关系处理制度等。6 年来，我公司的相

关工作得到了乍得政府、当地社会和 NGO 等的认可和肯定。 

对于报告中提到我公司缺乏与乍得政府和社区沟通以及环境和健康风险管理系统受制于

工期的问题， 可能受语言能力的限制， 在沟通工作中存在理解方面的差异， 但并不能否认

我公司与社区居民和政府官员积极沟通的态度以及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环境和健康

风险管理是我公司的首要工作， 不存在受制于工期而被迫削弱的情况。 

乍得的《第 014PR98 环境保护法令》于 1998 年正式发布生效，H 区块协议是 1999 年

初与乍得政府签订的勘探协议。 2007 年初， 中石油 100%收购了该区块的权益。 因此石

油协议毫无疑问的包含了环境保护法令的内容。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乍得政府和 CNPC 签订

的协议中环境保护条款不公开问题，估计是因为报告作者对情况了解不充分。 我公司签订的

环境保护条款是基于乍得石油法和环保法起草的。 乍得石油法和环境法全部是公开的， 因

此不存在我公司受外界干扰不公开或者有意隐瞒的情况。 

我公司一期、 二期管道和油田建设均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工作， 并遵循乍得环境部的

要求， 严格按照步骤进行环评报告的编写和公共咨询工作。 公司建立了环境预先评估制度， 

在新区块作业前， 均聘请专门机构负责对作业区域的保护树种、 野生动植物、 文物古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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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fd.fr/webdav/site/afd/shared/PUBLICATIONS/RECHERCHE/Scientifiques/Focales/09-VA-Foca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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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敏感因素进行调研， 访谈当地居民， 并编写环境研究报告，确保在施工过程中，减少

对作业区域内环境的影响。仅 2010 年，就编写了 29 份环境预先调查评估报告。 

我公司始终本着诚实守信， 互利合作的原则， 与乍得政府有关部门和社区进行了广泛

而有效的沟通。 

在政府层面，通过石油部年会、报送季度报告、定期或不定期走访等方式，与石油部、

商务部和乍得国家石油公司（SHT）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在社区层面，将环境保护和社区工作相结合， 专门成立了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协调部， 

定期与当地居民沟通会面， 拜访作业区区域代表， 通过当地采购、 增加就业等方式促进当

地社区发展。为使居民能充分掌握土地和经济作物赔偿标准， 专门印制赔偿树木挂图和赔偿

手册（请见附件一）， 并到社区进行广泛宣讲。同时，与社区领袖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如遇到影响居民安全健康突发事件，包括油气泄漏、 井喷等， 均会通过社区领袖以及环境

和社区关系协调员通知区域全体居民，以最快的速度采取应对措施； 

在外部交往层面，公司同 GRAMP/TC （乍得-喀麦隆石油项目监控研究组织），CPPN，

SWUISSAID 等乍得当地非政府组织建立正常的联系渠道，经常性邀请他们到公司进行参观访

问和交流。 与此同时， 也经常去走访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 以加深沟通和理解。2012 年 12 

月 23 日，还专门召开了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信息宣讲会，与各社区代表，政府代表，媒体

和近 30 个乍得国内及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交换了意见 （参加会议组织列表请见附件二） ， 充

分表明了 CNPC 表示将始终对公众保持开放的态度。 对此次会议， 乍得国家电视台等主

要当地媒体均进行了报道（请见附件三） 。 

我公司也积极支持当地的公益事业， 每年均选送政府技术人员和公司员工到中国培训， 

同时也多次向作业区内的村庄捐赠水井、 校舍、 文具， 得到了当地居民的高度赞誉。2012 

年乍得遭遇洪灾，CNPC 联合其他中资企业共同向灾区捐款 5100 万中非法郎，乍得国务秘

书、社会与行动部长代表乍得政府接受了捐款，在当地社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有关公司近年来与乍得政府、 社区居民沟通的一些重大活动和图片列表， 请 

见（附件四）。 

《中国和美国石油公司及其在乍得的环保实践¡ 各股力量的平静汇合还是战前的宁静？》

报告中对公司环保和社区工作的评价 

在 《中国和美国石油公司及其在乍得的环保实践¡ 各股力量的平静汇合还是战前的宁

静？》 一文中， 很多地方谈到了对中石油在非洲地区遵守环境保护政策的驱动力，并给予

了积极地评价。请见引用部分（详见附件五红线部分）。 

如对以上澄清还有疑问， 敬请与我们联系。 也期望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 

监督和指导。 

附件一：赔偿树木挂图和赔偿手册 

附件二  参加 CNPCIC 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公共咨询会组织签到表 

附件三  乍得国家电视台等主要当地媒体对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公共咨询会进行报道 

附件四：与乍得政府、社区主要活动记录 

附件五：《中国和美国石油公司及其在乍得的环保实践¡ 各股力量的平静汇合还是战前的宁

静?》节选 

《Working Paper # 2：Chinese and American oil compan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in Chad: A quiet confluence of streams or silence before the battle?》 



附件一：赔偿树木挂图和赔偿手册 

 

 

 



附件二  参加 CNPCIC 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公共咨询会组织签到表 

 

 

 

 

 

 

 

 

 

 

 

 

 

 

 

 

 

 

 

 



附件三  乍得国家电视台等主要当地媒体对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公共咨询会进行报道 

 

 

 

 

 

 

 

 

 

 

 

 

 

 

 

 

 

 

 



附件四：与乍得政府、社区主要活动记录 

1 向乍得石油部捐赠办公用品 

2 中乍员工运动会 

3 乍得总理参观乍得炼厂现场 

4 给社区学校捐赠书包 

5 公司向乍得捐赠运动器材 

6 当地社区组织欢迎 CNPC进入 

7 会见乍得当地议会代表 

8 石油部长 NASSER访问炼厂现场 

9 开展植树活动 

10 一期环评公共咨询会 

11 乍得总统给有功人员授勋 

12 乍得石油部视察油田现场 

13 给当地学生捐赠书包 

14 与 ESSO-Doba项目签订互助协议 

15 向油田村落捐赠水井 

16 乍得总统视察炼厂现场 

17 公司组织乍得第一期石油部人员赴中国进行培训班 

18 CNPS对油田现场进行考察 

19 斋月节与现场周边各部落村长进行会晤 

20 杨大使及乍得议会议员参观现场 

21 古达瓦村援建校舍 

22 公司组织乍得第二期石油部人员赴中国进行培训 

23 前总理和现总理访问炼厂照片 

24 为当地儿童治疗疾病 

25 美国驻乍得大使访问公司 

26 MAO石油大学考察面试实习生 

27 参加乍得展会 

28 乍得石油部检查油田 

29 向乍得灾区捐款仪式 

30 NGO会议 

31 给小学校捐赠圣诞树 

32 二期环评信息公开会 

 

 

 



照片 1 - 当地社区组织欢迎 CNPC 进入 

 

照片 2 - 与乍得议会代表会晤

 



照片 3 - 一期环评公共咨询会

 

照片 4 - 给当地学生捐赠书包 

 



照片 5 - 向油田村落捐赠水井

照片 6 - 斋月节与现场周边各部落村长进行会晤 

 



照片 7 - 古达瓦村援建校舍

照片 8 - 为当地儿童治疗疾病

 



照片 9 - 向乍得灾区捐款仪式

 

照片 10 - NGO 会议

 



照片 11 - 给小学校捐赠圣诞树

 

照片 12 - 二期环评信息公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