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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
勘探与生产
石油和天然气

太阳能 
生物质能

加工与炼化
特种化工
 聚合物

炼油与石化

运输与营销
贸易与运输
营销与服务

业务遍布全球

130个国家

全球第4大
国际石油天然气公司

我们是谁?

大型综合性

太阳能
运营商

（子公司 SUNPOWER 和 

TOTAL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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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0年，我们将面临三大能源挑战：

满足因人口增加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

求、应对环境问题以及满足消费者不断

变化的需求。

道达尔以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已

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可负担、可

靠及清洁的能源。为此，我们正在开发

既符合国际能源署（IEA）2°C 情景，又

可兼顾工厂能效的能源组合。我们有信

心开发出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帮助我们

我们的愿景:
成为负责任的
大型能源企业

的客户更加负责任地使用能源。

这就是我们“致力于更好能源”的

含义。

如需了解我们的全部倡议，请访问道达尔官方网站

to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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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更多人口的
能源需求

能源对于烹饪、采暖、照明和运输都至关重要，它也是社区经济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持续创新与积极采用专业技术，我们致力于让尽可能多的人口获

得和使用能源，并围绕石油、天然气和太阳能产业价值链不断整合一

体化的业务组合，从而为客户提供安全、前沿且可持续的产品和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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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愈发错综复杂，我们选择开发在生产和运营成本上具有竞争力的油气项目。

可负担、 可靠、清洁的能源

Al-Shaheen油田日均生产30万桶石油，经

过激烈的竞标，道达尔最终成功中标，与卡

塔尔石油公司合作开发这一位于拉斯拉夫城

以北80公里的巨型油田。自2017年7月14

日起，我们将投入最好的技术及业务专家，

开发这个世界上最大和最复杂的海上油田，

充分发挥其巨大的潜力和低成本开发优势。

“获得Al-Shaheen油田开发许可

权符合道达尔的发展战略。它使

我们有机会进入一个巨型项目，并

为我们在拥有雄厚业务基础的卡塔

尔增添了一个低技术成本的石油资

产。”

Guillaume Chalmin

道达尔卡塔尔勘探与开发公司总经理
道达尔集团驻卡塔尔总代表

Al Shaheen 油田产量约占  

50% 
卡塔尔石油总产量

创新

更多信息

我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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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本世纪初成功完成对南帕尔斯巨型油田的早期开发

后，道达尔于2016年11月签署了一份主体协议，重返

伊朗，在波斯湾开发该常规海上天然气田的新一期项

目。道达尔希望通过开发这个地处巨型沉积盆地、稳

产期长的天然气项目，扩大在业务起源地中东地区的

生产规模。南帕尔斯天然气田11期项目日产量可达18
亿立方英尺，相当于约37万桶油当量。

石油和天然气是道达尔的核心业务。我们希望在秉持最高安全及环保标准的前提下，

不断提高油气产量并逐步优化能源组合，以满足未来数十年全球能源需求。

“南帕尔斯（South Pars）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气田，其天然气资源开发难度较

低，技术成本不高。”

Eric Festa

道达尔南帕尔斯项目勘探与开发总经理

第一家
重返伊朗的国际石油公司,
并确保严格遵守国际法

我们的承诺

可负担、 可靠、清洁的能源

天然气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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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清洁的能源，是道达尔开发符合联合国能源计划署 2°C 情景的能源组合的举措之一。

降低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我们的目标是稳步降低能源生产过程中

的碳排放强度。为此，我们将在2030
年之前在所有油田项目实现伴生气零排

放，提高天然气产量，并开发碳捕集、

再利用和封存技术。

发展可再生能源

为减少排放，我们还生产可再生能源，

并积极探索新型能源业务，如储能技术

和电力交易。太阳能和生物质可再生能

源是传统油气能源的理想伙伴，可共同

满足随着人口增长而不断增加的能源需

求。

提升设备能效

联合国能源计划署 2°C 情景在能效方面

影响深远。持续提升生产设备的能效对

我们至关重要。道达尔的目标是在2010
至2020年间，每年提高1%的能效。

我们的承诺

“完成对Lampiris公司的收

购后，道达尔可以逐步实现

为法国和比利时两国提供天

然气和电力的组合供应。此

外，还可藉此加强集团的其

它业务，如住宅太阳能和能

效服务。

Sophie Audic  

Lampiris 公司法国业务总经理

可负担、 可靠、清洁的能源

气候报告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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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
的需求

数字化转型、新消费趋势以及对环境的关注不断重塑着这个瞬息万变

的世界，我们必须不断进行革新以适应变化。通过更加贴近客户、不

断创新和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我们洞察先机，顺应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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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加气站网络更加贴近客户

目前，位于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等欧洲地区，以及埃

及和巴基斯坦等地的450座道达尔加油站都可以为车辆提供天然气加气

服务，而且这一数量还在不断增加。通过收购欧洲第三大天然气车用

燃料供应商—荷兰 PitPoint B.V.公司，道达尔可提供加气服务的加油站

数量预计在2022年前再增加350座，从而成为欧洲，尤其是法国地区领

先的一体化零售网络运营商。在法国，我们希望可以成为天然气车用

燃料的市场领导者，在2026年前在法国各地建设110座加气站，形成一

个密集的加气站网络，消费者可以就近享受便捷的服务。

不断创新为运输业提供替代能源

创新在道达尔已成为常态，在运输

领域更是如此。我们时刻谨记要减

少自身及客户的活动对环境和健康

的影响。天然气车用燃料，包括压

缩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就是一个

例子。其所排放的微粒和氮氧化合

物（NOx）相比传统燃油要少得多，

有助于显著改善空气质量。此外，使

用天然气燃料的动力系统更安静，噪

音显著减少。洞察到消费者对天然气

车用燃料的需求后，我们希望通过推

动替代能源的应用和普及，为客户提

供更多可持续的运输方式。

2022年前在欧洲新建

350 
座加油站

天然气车用燃料

创新 天然气

更多信息

我们的承诺

若需洞察能源需求的变化、开发更贴近消费者的新产品和服务，唯有创新。天然气车用燃

料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是一种可用于所有类型交通工具的替代燃料，目前主要应用于

货运公司和运输商。我们希望道达尔加油站可以为客户提供多种燃料选择。

提供便捷、创新的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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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客户更好地管理能源，我们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道达尔子公司BHC 
Energy（法国）和TENAG（德国）专注

于能效研究，运用其专业知识为客户

提供从能源审计到能效投资等一系列服

务。对能源管理而言，高品质的产品必

不可少。这也是我们推出道达尔生态解

决方案（Total Ecosolutions）认证的原

因。这一认证包含 90 多种不同的产品

和服务，涵盖众多领域，如运输领域的

车用道达尔优驰燃油、航空领域的生物

燃油、住房应用的太阳能电池板、用于

隔热的发泡聚苯乙烯、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的沥青和钻井液、包装材料生态效率

型塑料、以及农业领域的农用车机油、

农作物保护油和农用厚膜等。道达尔生

态解决方案认证的产品和服务在确保功

效的前提下，执行高于市场同类产品的

环境或健康标准。

175万吨
碳当量
道达尔生态解决方案认证的产品在2016年全年抵消的碳排放量，

相当于19.6万欧盟居民一年的碳排放量

气候报告

创新

更多信息

我们的承诺

我们不仅注重提升设备能效，还希望能够通过创新解决方案，

优化能源绩效，减少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帮助客户减少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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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净利润

83 亿美元

1,497 亿美元

收入 

超过10 亿
研发投入

名员工
98,109 
截至2017年1月31日
出售子公司安美特之后

超过400万

日客流量 
遍布全球的加油站网络

800多家
生产厂

关键数据

11



12 • 道达尔概览



更多

访问道达尔网站 total.com 阅读我们的出版物、项目和承诺。

注册文件 将气候问题融入
集团战略

www.total.com



作为一家致力于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可负担能源的大型能源企业，道达尔致

力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满足新的消费需求。

这些承诺是我们的行动指南。道达尔的业务遍布全球 130 多个国家，是一家综

合性全球能源生产商和供应商，领先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并通过子公司 
Total Solar 和 SunPower 在太阳能领域居全球领先地位。我们通过多种形式进

行能源的勘探、开发、转换、销售和分销，最终服务于终端消费者。

我们的 9.8 万名员工致力于更好能源，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安全、清洁、高效、

创新以及更易普及的能源。作为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我们非常注重在全球

范围始终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道达尔的愿景是成为负责任的大型能源企业。

total.com.cn

道达尔（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1座28层
邮政编码：100004
电话：(86 10) 8590 5666
传真：(86 10) 8590 5888
电邮：hd.comms-china@tot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