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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达尔通过投资天然气降低 

全球能源结构中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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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达尔的业务目标是为全球不断增长的
人口提供平价的能源，同时应对气候变
化的挑战。

每天，我们为企业和消费者生产和销售
石油产品、天然气和电力。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负责任的大型能源企
业，并致力于通过五大领域推动这一目
标的实现，它们是：持续提升能效、全
线拓展天然气业务、整合发展低碳发
电、发展生物燃料助推能源脱碳以及发
展碳储存技术等。

道达尔的10万名员工众志成城，应对挑
战。通过共同努力、不断创新，我们为
能源领域提供全面、多元、可推动增长
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员工也同样致力于实现集团对于
社会的承诺。我们深深根植于业务所在
的每一片土地，正因如此，道达尔能够
被这些地区视为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合作伙伴。

成为负责任的大型能源企业，同时也意
味着让道达尔的发展成为推动更多人进
步的驱动力。

编者按

“成为负责任的 

 大型能源企业。”
潘彦磊（PATRICK POUYANNÉ）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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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达尔的业务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是一家以生产和
销售燃料、天然气和低碳电力为主的大型能源运营商。
我们的10万名员工致力于为全球更多的人们提供更安
全、更平价、更清洁以及更易普及的能源。

道达尔   
数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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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
原油及精炼油

通过海上运输至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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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

业务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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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生产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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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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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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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150 多个国家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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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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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8年

桶油当量/天 

液化天然气运营商

全球

的炼化生产商

全球排名前

10

研发人员
4,000

136 

2018年调整后 
净收入

亿美元

低碳电力
2023年前将达到的
低碳发电产能

10 GW

名顾客
光顾我们遍及全球的
14,000 个加油站

800万

每天超过
第 大

280万

2018年研发投入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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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拥有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储量，
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图为道达尔
的一名员工在卡塔尔天然气公司
（Qatargas）工作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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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负责任的大型能源企业
意味着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
需求和来自客户的期望。

01
满足   

日益增长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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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天然气  
的业务占比 

2018年，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幅达 8%，这一表现有助于道达尔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与此同时，我们致力于通过增加天然气在我们生产中的比重来降低我们能源产品中的碳强度。

液化后的天然气便于运输。

道达尔，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运营商
道达尔在天然气领域拥有超过40年的生产和销售经验，天然气产量占集团油气总
产量的一半。与其他化石燃料相比，天然气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少；特别是液化天
然气（LNG），更便于运输和使用。通过收购Engie的LNG上游资产，道达尔成
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运营商。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10%的全球市
场份额。

2018年重大成功项目
道达尔在俄罗斯的亚马尔（Yamal）LNG项目已充分达产，年产LNG达1,650万
吨。该项目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建造和运营，是我们开发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里程
碑。在澳大利亚，装载了Ichthys项目生产的首批LNG的运输船已经驶离Bladin 
Point液化工厂，这批天然气主要出口至拥有大量客户的亚洲地区。

前景可期
道达尔在俄罗斯、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别签署了开发北极LNG 2号项目、
Driftwood LNG项目和巴布亚LNG项目的协议，为集团未来的LNG业务谱写亮丽
前景。此外，道达尔通过有条件竞购阿纳达科石油公司（Anadarko）的非洲资
产，其中包含莫桑比克LNG项目，此举有望为我们的LNG业务书写崭新篇章。

全球

第2大
液化天然气运营商

12亿美元
2018年勘探投入

06 道达尔概览  



两大海上项目正式投产
尼 日 利 亚 海 上 油 田Eg ina和 安 哥 拉 海 上 油 田
Kaombo两大项目于2018年正式投产。Kaombo
项目包括Kaombo Norte和Kaombo Sul两个浮
式生产储油船（FPSO），最终日产量将达到
23万桶石油。Kaombo项目创造了多项全球纪
录，包括160亿美元的资本投入、1亿工时的时
间投入以及铺设于海床长达365公里的管道长
度等。Egina项目位于1,600米深水区，日产量
将达到约20万桶，并推动尼日利亚国内产量增
幅达10%。FPSO Egina是迄今为止道达尔建
造的最大的FPSO装置。

北海地区第二大运营商 
通过收购马士基石油（Maersk Oil），连同
该公司近3,000名员工及其旗舰项目Tyra、
Culzean和Johan Sverdrup，我们成为了北
海地区第二大运营商，日产量达到50万桶油
当量。该笔收购为1999年我们与Elf合并以来
最大的一宗交易，对我们在不同领域的经营
活动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益。此方面优势在
集中了马士基石油85%经营活动的经合组织
（OECD）国家尤为明显。

精研致远
道达尔研发团队携手其他公司和组织合作开发
创新解决方案及新产品、新服务、新流程和新
技术。例如，我们与谷歌云合作开发的人工智
能（AI）解决方案可加速和改善我们的石油和
天然气勘探和储量评估。

开拓新疆域
2018年，我们投入12亿美元开展了一个大型勘
探项目，在墨西哥湾发现了深水油田，并在英
国和缅甸海域发现天然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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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客户
的需求和期望

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始终贴近市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应对种种挑战，将能源转化成我们的产品。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亚瑟港项目是我们实施生产基地协同效应最大化战略的典范。

石化生产协同效应
2018年，我们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签署协议，在沙特阿拉伯
海岸朱拜勒（Jubail）毗邻SATORP炼油厂建造一座巨型石化生产基地。新建生
产设施将在高需求市场附近拥有世界级的蒸汽裂解装置⸺这是海湾地区首个与
炼油厂整合的蒸汽裂解装置。我们于2018年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亚瑟港的炼油
厂开始新建乙烷裂解装置，为我们的贝波特（Bayport）聚乙烯工厂供应乙烯。
该项目是我们扩大石化发展战略的典范⸺在发挥亚瑟港一体化生产基地优势的
同时充分利用该地区丰富、廉价的乙烷作为原料。

俄罗斯 VORSINO调配厂投产
Vorsino调配厂拥有年产40,000吨多种润滑油的产能，并可根据市场需求，将产
能扩大至每年75,000吨。该工厂所在的工业园区连接铁路线路并设有综合油库，
便于我们优化原料供应和分销产品。

全球

第4大
润滑油零售商   

在全球范围运营

6座
大型一体化炼化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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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我们加油站的经营范围和网络 
道达尔遍及全球的14,000多个加油站每天为800万名顾
客提供服务。我们当前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加油站转型为
社区中心/一站式商店，巩固我们在西欧和非洲的市场份
额，并在进入墨西哥、巴西、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市场后
密切关注这些高潜力国家的动态。

合作创新
2018年，道达尔与雪铁龙共庆彼此在制造、营销和研发领域长达
50年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精诚合作有力推动了雪铁龙的成功
和道达尔产品系列的增长。我们在高科技机油方面的最新成果有
效减少了雪铁龙汽车的尾气排放。

通过创新满足电动汽车需求
凭借研发团队所开发的用于轻型车辆的道达尔快驰电动车流体和
用于工业车辆和电动公交车的道达尔红运电动车流体，我们推出
了市场上首批用于电动/混动汽车的流体系列。这些电动车流体产
品将在我们遍及全球的40个调配厂进行生产，其中包括全球电动
汽车的领先市场 ⸺ 中国。通过与汽车厂商及OEM厂商的合作，
这些电动车流体将用于汽车的电机和发动机、减速器、动力电子
设备以及电池的初装生产中。

非洲地区 

最大的
石油产品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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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成为负责任的大型能源企业
意味着要充分考虑气候挑战，
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开发。

应对 
气候挑战

截至2021年，
道达尔旗下的5,000家加油站将转由太阳能供电，

每年可减少10万吨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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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产品碳强度 
遵循整合发展的商业模式，道达尔的业务覆盖能源行业全产业链，

不断降低为客户提供的能源组合中的碳强度。

发电业务是我们低碳战略的核心
低碳电力指使用天然气或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作为一家长期从事天然气业务
的运营商，我们通过道达尔Direct Énergie品牌向欧洲顾客销售天然气和电力。
我们的目标是在2022年让Direct Énergie品牌拥有超过700万的B2C客户。

依托可再生能源
天然气是最快、最经济的发电方式之一。此外，我们还力图通过集团旗下的
Quadran和道达尔太阳能（Total Solar）这两家子公司，扩大在太阳能、风能、
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地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开发能源存储解决方案
不解决储能问题，就无法真正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正因如此，我们积极投入
开发新的储能解决方案，尤其是通过子公司帅福得（Saft）。2018年，这家拥有
先进技术的电池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迎来了百年庆典。

每年在低碳发电领域投入 

15至20亿
美元

至2023年低碳电力产能目标 

10 GW  

未来二十年，电力需求的增长将超过能源整体需求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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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效，管理碳排放
基于2010至2020年间平均每年减少碳排放1%的目标，持续提升
能效是我们实现降低能源相关碳排放轨迹的重要驱动力。2010至
2018年间，道达尔减少了11%的碳排放，超额完成了我们的既定
目标。能够取得以上成绩，得益于我们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包括
减少生产现场的伴生气燃烧、在加油站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在
办公室转用LED照明等。我们还通过子公司GreenFlex助力客户提
升能效，该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减少总能
源消耗。

塑料有助于降低碳排放
塑料凭借其高强度、轻质和低成本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被使用
在包括医疗设备、食品工业和运输业等诸多领域。此外，塑料还
能用于建筑隔热，以及使车辆和包装更轻盈，从而让世界更为低
碳。除传统塑料以外，我们还在开发由生物质生产的塑料。2018
年，我们与荷兰合作伙伴Corbion在泰国共建的聚乳酸（PLA）工
厂投产。PLA是一种以非转基因甘蔗为原料生产的生物基聚合物。
该工厂年产能达75,000吨，是全球第二大PLA工厂。PLA是一种全
生物基材料，完全可回收和可生物降解。 PLA可通过机械或化学方
式进行回收，或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堆肥用作肥料。

消除塑料废弃物联盟
（THE 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

道达尔是消除塑料废弃物联盟创始成员之一，该联盟近30
家成员遍及塑料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该联盟已承诺投入15
亿美元，用于开发可减少环境中，尤其是海洋中塑料污染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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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可持续的运输   

提供解决方案 

从电动汽车到货车，从海运到空运，在减少各类运输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方面， 

道达尔展现出坚定的长期承诺。

航运业驶入新征程
全球超过90%的货物是通过海运运输的。全球船用燃料市场总量约为2.65亿吨，
使该行业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之一。2020年1月1日起将正式生效的国
际海事组织（IMO）新含硫量上限目标旨在大幅减少此类排放。为此，航运公司
将不得不改变固有做法。

为帮助我们的客户遵守新规，我们推出了诸如LNG燃料仓等不会排放硫氧化物
的全新解决方案。道达尔已与布列塔尼渡轮公司（Brittany Ferries）签署供应协
议，从2019年起为法国第一艘LNG渡轮提供燃料，并将从2020年起为该公司的9
艘巨型集装箱船提供为期10年，每年30万吨的LNG。

第5大
船用燃料供应商

年供应量约  

700万吨

对于海运领域的各方参与者，能源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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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首家世界级生物炼油厂
使用生物燃料可减少至少50%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一家拥有20年
历史的可持续生物燃料生产商，道达尔位于法国马赛附近的拉梅德 
（La Mède）生物炼油厂即将投产。该炼油厂每年可生产50万吨高品
质HVO生物柴油，是欧洲最大的生物炼油厂之一。生产HVO的原料为
废油（用过的食用油、动物脂肪、纸浆和造纸工业废料等）和植物油 
（油菜籽、大豆、棕榈和向日葵等）。基于对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的重视，我们选择负责任的原料供应商，并助力推动本行业的发展。

支持欧洲电动出行
随着汽车制造商推出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型号，电力与天然气正并驾齐
驱，在创新运输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正通过收购的法国初创
企业G2 mobility加快我们在电动汽车充电领域的发展。我们提供的充
电站目前已遍及道达尔加油服务网络、企业经营场所和城市角落。

加速推广天然气汽车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加速天然气汽车的推广，以服务物
流运输商为主。2018年，我们与美国清洁能源燃料公司Clean 
Energy签署合作协议，鼓励北美地区重型车辆转用天然气。在
我们的支持下，Clean Energy推出一项创新的租赁计划⸺物
流公司能够以柴油发动机的成本获得搭载了更清洁的天然气发
动机的重型车辆。我们同时保证天然气燃料的价格低于柴油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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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员工抵达位于泰国罗勇府（Rayong）生产生物塑料的
道达尔-科碧恩 PLA合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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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成为负责任的大型能源企业
意味着满足员工的期望，同
时积极推动业务所在地的社
区发展。

心怀社会
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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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和培养 
最优秀的人才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们所取得的业绩始终依赖于道达尔的每一名员工。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我们致力于为员工提供专业发展和成长的机会。

员工是我们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每天，来自1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万名员工在世界各个角落为道达尔的发展努
力工作。无论在我们的加油站、 在奔波途中、 还是在办公室以及研发中心、 又或
者在我们的勘探平台和生产基地，员工始终是道达尔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多元化的人才是道达尔的重要资产
我们的员工涉及500多个专业领域，人才多元化是道达尔的竞争力和雇主吸引力
的决定性因素。多元化的人才结构为我们带来了创新解决方案和全新市场机遇。
我们致力于广纳贤才，为他们提供培训，助力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成长和发
展。

2018年，道达尔录用的 
员工超过

13,500人

85%
在法国以外

员工的成长、个人发展和参与是公司取得卓越业绩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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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ÈS培训中心：
打造道达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道达尔在全球设有多个培训中心，专注于培养
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位于突尼斯的Radès
培训中心负责提升道达尔和承包商员工的HSE
（健康安全与环境）及物流技能。学员通过操
作技术设备和使用培训设施参与模拟训练。培
训设施包括一个500立方米的成品罐，以及用
于检查罐车和驾驶模拟器的测试平台。

青年毕业生成长计划：培养明天的人才
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无法始终满足企业工作的
需要。因此，道达尔于2014年推出了青年毕业
生成长计划。在我们业务所在的非洲国家，该
计划为25岁以下的毕业生提供可获得18个月工
作经验的机会，其中12个月为海外工作。迄今
为止，已有380多名青年毕业生通过该计划在
技术、营销和商业方面拓展了自身技能，提升
了自身在职场上的竞争力。

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践行 
以下五大价值观：
- 安全至上
- 互相尊重
- 勇于开拓
- 团结协作
- 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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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达尔基金会：践行我们的公民责任
作为道达尔的全球公民计划，我们希望通过道达尔基金会在四大优先行动领域为
我们业务所在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四大领域分别是：道路安全、森
林与气候、青年融入与教育以及文化对话与遗产保护。

我们对道路安全的承诺
作为一家涉及出行领域的企业，同时也为了践行我们对安全的核心价值观，我们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生命。作为联合国道路安全信托基金的创始成员之一，
道达尔于2018年捐赠100万美元用于启动该计划，支持该基金致力于达成在全球
范围内将道路伤亡人数减半的目标。

人人参与，人人投入
2018年，道达尔启动了The Action!计划，旨在让所有员工有机会每年利用三天
工作时间参与公益志愿者活动。道达尔的志愿者活动丰富多彩，例如为在校青年
担当导师，清扫森林区域，向公众普及道路安全知识，参与文化遗产修复项目
等，不一而足。

助力业务所在地   

社区发展
道达尔将自身视为业务所在地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对社区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1.25亿欧元
道达尔基金会
2018-2022年    
五年预算

法国的技术学校向15岁及以上的年轻人传授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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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走进当地社区
对于我们的每一个项目以及我们当前或未来经营所在的所有地
区，与各方对话始终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负责任的大型
能源企业，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社会希望我们的一举一动不仅
仅局限在我们的业务领域，意味着我们要深入走进当地社区。

例如，自道达尔于2015年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我们一直与
所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与当地社区持续保持互动。我们与当
地政府机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志愿服务署（NVS）合作，制
定了促进当地社区获取医疗服务的具体方案。我们还专门聘用
了社区联络官，以确保社区所有成员的都得到充分代表。

了解更多
访问下列道达尔网站， 了解有关道达尔经营活动和 

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更多内容：

foundation.total sustainable-performance. 
total.com

total.com



道达尔是一家生产和营销燃料、天然气以及低碳电力的大型能源企业。我们的
100,000 名员工致力于为全球更多的人们提供更安全、更清洁、更高效以及更易普
及的能源，业务遍及全球 130 多个国家。我们的愿景是成为负责任的大型能源企业。

total.com

Avec Ecofolio
tous les papiers

se recyclent.

道达尔（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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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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