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化在上海

以绿色能源 促绿色发展 保绿水青山

润滑油公司的 35万吨／年润滑油调合装置。

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思想，已经深入人

心、深得民心。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各阶

层都纷纷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绿色环

保发展理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

作为我国最大的能源化工企业———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大格

局、高站位，在绿色能源开发和环保事业推进方

面，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敢作表率。

集团旗下的各驻沪企业，牢牢秉承央企的责

任和使命，在上海市政府鼎力支持下，以务实的

态度、扎实的举措，服务地方、造福民生、发展经

济、力行环保。对于环保事业，上海各企业可谓不

遗余力、投入巨大，在产品、技术、服务、理念等方

面不断创新、实现突破。近年来推出的 B5生物柴

油、节能减排技术、水气环境监测、生活垃圾处理

以及海洋石油保护性开发等等， 都是功在当代、

造福后代的重要成果，也是坚定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精神的充分体现。

站在新时代，中国石化驻沪企业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肩负重任、砥砺前行，为保护好祖国的

绿水青山、建设好我们的美丽家园，谱写绿色能源

和绿色发展的新华章。

专业检测人员正在进行 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检测。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
司（简称“化销华东”）成立于 2005 年 5 月，

主要负责中国石化在上海、 江苏、 浙江、安
徽、江西四省一市所属企业生产的化工产品
销售和市场管理，并负责区域内企业部分化
工原料的采购与供应工作， 同时开展物流、

自营贸易及进出口等业务。

化销华东成立 14年以来， 累计销售化
工产品超过 2.3亿吨。 公司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树立“安全第一、环
保优先、身心健康、严细实恒”的 HSSE 理
念，引导员工形成“我要安全环保健康”的
思想共识和行为自觉， 营造安全绿色健康
文化的氛围， 提升安全绿色健康文化与经
营管理的融合度。在 2018 年获得北京三星
九千认证中心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健康安全
环境管理体系和党建质量管理体系共 5 项
认证证书。

今年 3月，化销华东成立应急救援指挥
中心，全面加强物流服务商车、船以及仓储
设施过程监管。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的视频监
控系统可实时展示化工产品在配送过程中，

使用的运载工具以及仓库现场的情况，覆盖

范围包括仓库、运输车辆、运输船舶。化销华东
通过这一现代化技术手段，实现运输安全管理
闭环，全面提升安全防范能力，聚焦物流运行
的过程监管，抹亮申城碧水蓝天的底色。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
开期间，公司启动重大国事活动应对工作机
制，细化产销的运、存、管措施，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经营物流平
稳运行。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简称“炼
油销售公司”） 是中国石化下属专业化全资
子公司。公司主要负责中国石化系统内液化
气、石油焦、沥青、硫黄、异辛烷、石蜡等石油
炼制产品的统一采购和销售。公司在全国设
有 4个区域性子公司， 同时在全国 30余家
炼厂设有代表处， 营销支持和服务网络健
全。2018年， 公司年销售量突破 4000万吨，

营收超 900亿元，是炼油产品销售领域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专业公司。

作为专业销售公司， 公司卖的不仅仅
是工业原料， 更主要的还有专业的服务和
倡导环保的理念。 炼油销售公司拥有一系
列节能环保产品，如温拌沥青、乳化沥青、

乳化蜡等，集中体现了节能降耗理念：乳化
沥青系列产品， 在常温条件下就可拌成沥
青胶、高铁用的沥青砂浆、沥青混凝土等，

以冷拌料、稀桨封层、乳化沥青砂浆等施工
应用，彻底避免了高温操作、加热和有害气
体的排放；温拌沥青是一种绿色、高效、可
持续的新产品， 比以往沥青路面施工时温
度可降低 30℃以上， 节省加热燃油 30%-

50%，每吨沥青混合料可节约 1.5 公斤燃料
油， 使用 1 万吨温拌沥青节约的加热燃油
相当于上海 6000 辆公交车运行一天的耗
油量； 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达 30%

以上，降低高温施工排放“青烟”的有害成分
等。 使用 1 万吨温拌沥青相当于每年减少
1200 吨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相当于种植 8.3

亩森林的“呼吸”。

截至 2018年，公司累计销售各类产品 2.7

亿吨，液化气、异辛烷、低硫石油焦等清洁环保
产品超过 1亿吨， 清洁产品占比逐年上升。累
计营收 5000多亿元， 累计上缴利税保持增长
态势，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简称“润滑油公司”）坐落于黄浦江畔近吴
淞口，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30 日，隶属于中
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拥有华东地区最大
的中高档润滑油生产基地，生产经营品牌价
值超过 302.78亿元的“长城”牌润滑油，其产
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机械、冶金、石油化工、

电力、航海等领域。经过数年的改革重组，逐
渐走出一条集产销研于一体，在国内变压器
油绿色研发方面独领风骚。

公司坚持走绿色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重视研发、生产和销售有利于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配套产品以及开展保护
环境的项目。自 2017年起，润滑油公司积极
争取各方资源和支持，组建科研团队研究开
发环保型植物绝缘油变压器，花费整整 2年
多时间，开发了满足 IEC 62770:2013标准长
城 CTR 天然酯绝缘油 ， 其性能与美国
Copper的 FR3天然酯绝缘油性能相当，为进
一步推动上海的城市生态建设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2018年进博会期间，润滑油公司作为上
海市政府关注的沿江沿河企业，在实施基础
油罐区及 SMB生产设备防油品泄漏环境应
急响应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垃圾分类管理及

实施以外，还重点开展环保治理项目，一是用
液袋周转箱替代钢桶，废钢桶处置费用不断下
降；二是油品码头生活污水检测跟踪和设备更
新。三是新建标准化危废仓库，确保生产区内
危废临时储存严格规范，共守一份净土职责。

润滑油公司始终立足资源节约、 环境友
好， 坚持对标国内外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全
力以赴为打造高度负责任高度受尊敬的企业，

建设碧水蓝天的美丽上海再做贡献。

今年 5月 7日，中国石化销售上海石油分公司（简称
“上海石油”） 与久事公交公司举办了使用 B5生物柴油的
启动仪式，标志着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油品被大规模运用
到上海公交系统，也标志着上海市政府大力倡导的碧水蓝
天工程又迈上了新台阶。

所谓 B5生物柴油，是指将 5%的生物柴油，与 95%的
零号柴油混合而成的调和燃料。 而生物柴油的原料来源，

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餐厨废弃油脂（俗称地沟油）。这一创新
能源产品，是由国内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精心研发和反复试
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它完全符合国 V标准，且价格优惠。

经过一系列科学论证表明，B5 生物柴油可以降低重
金属及细小颗粒物等污染气体的排放量达 10%以上，氮氧
化物的净化率达 80%。同时，它的最大的益处在于可以有
效地利用餐厨废弃油脂，变废为宝，从而阻断地沟油回流
市民餐桌，为上海的食品安全工作作出巨大贡献。因此，B5

生物柴油的大规模面市，是一举多得、利国利民的，具有开

创性、突破性的科技成果。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可谓来之不
易，它需要政府、企业、专家等各方面通力合作、共同推进
方能达成。2017 年上海市政府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战
略，全面综合治理“地沟油”，决心打通餐厨废弃油脂制成
生物柴油的“最后一公里”。在经过科学论证和决策后，市
政府决定将此项重任交给上海石油， 并在上海先行先试，

这也是全国唯一的、首创的重大举措。

上海石油领导表示，作为大型国企，应该具有高度的
政治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要敢于担当、敢为人先，要
为全社会作出表率。因此，上海石油欣然接受这一重任，全
力投入产品试验和改进工作。此时，又恰逢国家出台了 B5

生物柴油的相关标准，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而新产
品在经过不断试验和改进，并经国家质检部门检验，已经
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于是上海石油开始进行规模化生产、

网点化布局，并进行大力宣传推广。

截止今年 8月底，上海石油已在旗下 244个加油站布

点， B5 柴油的销量达 31711 万升，共为 568 万辆车提供
加注服务。 其中宝崇分公司下属环隆加油站的 B5日销量
已稳定在 8万升以上。 许多消费者在使用后表示动力稳
定、性能可靠、价格实惠，今后会长期使用，这很好地表明
了 B5的市场接受度、美誉度正逐步提高，市场前景更趋广
阔。目前，上海石油已在闵行油库新建 B5生物柴油调和基
地，并改造原有发货系统及泵、阀等设施设备，向着年发货
量 40万至 60万吨的目标稳步推进。今年 8月，全面完成
旗下近 600加油站防渗改造， 同步实施排水规范改造。开
发悬挂式加油机建设，“以空间换场地，提升中心城区加油
站效率”，目前已投营 2座、在建 3座。2018年以来，投资 6

亿对环保设备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未来，上海石油还将在 B10生物柴油和氢燃料等清洁
能源方面发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以实际行
动贯彻“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企业理念，以实际行动为保
护碧水蓝天、建设美丽家园作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销售的清洁产品占比逐年上升

国内变压器油绿色研发独领风骚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上海
工程”）成立于 1953 年，是国内最早从事石
油化工、医药、化工工程设计和工程总承包
的大型综合性工程公司之一。公司以乙烯及
下游产品、煤化工、生物能源、精细化工、环
保节能为主要业务范围，以自有核心技术为

基础，突出创新驱动，推进高质量发展，致力建
设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型工程公司。

除了在石油化工工程领域的强大优势，上
海工程公司同时关注生命科技、 绿色科技工
程。近年来，上海持续打响环保攻坚战，守卫城
市碧水蓝天， 而上海工程公司一直是环保的
“排头兵”。为了保证苏州河的清洁，上海工程
公司利用自身特长开展了苏州河污泥干化处
理，有效实现污泥减量化、无害化；为了处理好
城市生活垃圾，上海工程公司开展了深入的调
研和规划，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助力垃圾清洁。

长久以来，上海工程公司一直致力于提升
绿色环保工程的建设。从上世纪从 80年代起，

上海工程公司承担了一系列石化、医药等废水
处理和污泥干化工程。 上世纪 90年代末完成
了国内日处理量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

上海浦东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厂。

在环保节能领域，上海工程公司成立环保
节能工程技术中心，在高氮污水回用和达标排
放、高盐污水回用和零排放、脱硫脱硝、炼化一
体化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和减
排、低氮氧化物（NOx）排放、污泥减量化、无害
化和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取得成果，并全力向市
政示范性项目延伸。

帝斯曼维生素（上海）有限公司维生素 E、维
生素 A、维生素 B6系列项目，及“竹子”项目维生
素产品项目。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分公
司（简称“销售华东”）作为全国文明单位、上
海市文明单位，是集管道、铁路、水路等多种
运输方式并存的华东成品油区域物流中心。

2019年， 销售华东全面贯彻绿色、 低碳、清
洁、环保的理念，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加大环
保投入，强化污染防治，持续做好节能减排，

积极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和隐患排查治理，不

断优化物流运行， 助力碧水蓝天。

实施清罐技术革新， 危废排放量大幅降
低。通过多年探索，销售华东摸索出一套清罐
干洗法，能大幅降低危废量，并于 2019年全面
推广，截至目前实现危废减量 57.93吨。目前，

公司正在尝试机械清罐工作，将进一步控制危
废产生量。

高效处理混油，保障绿色运行。多年以来，

销售华东大力开展工艺技术革新，自营管道输
送产生的混油切割比逐年下降，减少因混油产
生的油品降级易换。 建立混油量预测模型，通
过优化运行模式、 科学跟踪等手段，2018年同
比混油量减少 1307.06吨。

销售华东积极推广 98 号汽油，2018 年华
东区炼厂供应 98号汽油 94.87万吨，占全国比
例达到 64.7%。2019 年上半年供应 41.74 万
吨；积极推进华东区域油品质量升级，有效协
调生产企业， 在 2018年提前 3个月实现长三
角地区国六品质油品升级，助力首届进口博览
会绿色开幕；协调上海市石油公司增加生物柴
油调和功能，组织炼厂将生物柴油组分油用于
生产，有力支撑了生物柴油的推广。

销售华东分公司主动投身“绿色革命”，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为长三角地区提供绿色
能源和服务，引领成品油管道行业绿色发展。

销售华东陈山油库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近年
来实施了多项环保技术革新。

致力于提升绿色环保工程建设

为长三角提供绿色能源和服务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简称”上海院”）

创建于 1960年，是中国石化直属科研机构。

经过 59年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已成为科研
力量雄厚、 装备设施齐全的综合性研发机
构，开发的一系列石油化工技术成功应用于
国内外大型石化装置，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经成为我国
石油化工事业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

上海院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化
工与工业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研发
基地为平台，致力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在创制
催化新材料、开发催化新工艺等方面取得了重
要进展。积极推进社会大众需要的绿色环保项
目，开发出超薄、高强、高韧全生物降解地膜新
材料，以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土地中不可降解
地膜残留污染问题，努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
升级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上海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开发“卡
脖子”技术，自觉加强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勇做
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加快实现自主创
新， 创制的全新结构 SCM-14分子筛获得国际
分子筛协会授予的结构代码 SOR，实现了中国
企业在新结构分子筛合成领域零的突破，近日，

合成的新结构分子筛 SCM-15再次获得结构代
码 SOV，今后，上海院将为实现首个中国原创
的新结构分子筛的商业化应用而不懈努力。

上海院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牵头制定
的《低 p-TOL（对甲基苯甲酸）含量的精对苯二
甲酸产品标准 》， 在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
（ASTM） 国际标准组织官方网站正式发布，实
现中国石化在 ASTM 产品标准制定方面零的
突破。牵头制定的塑料热塑性聚酯中锑含量的
测定行业标准将于今年 11月 1日实施， 填补
国内现有标准体系中总锑含量测定空白。

积极推进大众需要的环保项目

B5生物柴油为上海注入“绿色血液”

不环保的事不做 不环保的钱不挣
奉献绿色能源 保护蓝色海洋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化销售上海石油分公司

高桥石化公司成立于 1981 年 11 月， 是国务院批
准组建成立的我国第一个跨部门、 跨行业的特大型石
油化工联合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联合
重组的第一个重大改革成果。2016 年， 根据提升调整
工作的需要， 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了高桥石化有限

公司，实现了“分转子”的改革，成为自贸区内最大的实
体企业。

公司炼油综合加工能力 1250 万吨/年，化工产品生
产能力 50 万吨/年；共有 50 多套生产装置，主要产品包
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蜡、苯酚、丙酮、丁苯橡胶、

ABS 等。

近年来，高桥石化绿色企业创建进入快车道，环保工
程—热电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成为标志性的里程碑。“现在
看到电厂烟囱的烟气排放已达到比国标更严格的上海市
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相当于烧天然气发电的排放。”热电部
环保相关负责人陈慧说。

自去年 4月中国石化启动绿色企业行动计划以来，高
桥石化对照《中国石化绿色企业评价指南》编制绿色企业
创建任务清单，以“六大绿色任务”（绿色发展、绿色能源、

绿色生产、绿色服务、绿色科技、绿色文化）引领资源配置，

围绕“一方案两清单”（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任务
清单、项目清单）逐条逐项抓落实，在打造绿色企业中争当
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

高桥石化在绿色企业创建中应用行业先进绿色环保
技术，陆续建成和投用了油气回收、硫磺提标改造、VOCs

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绿色环保项目， 排放浓度大幅下降，各
类环保数据不断大幅提升，整体排放主要指标中的二氧化
硫下降 84%、氮氧化物下降 72%、VOCs下降 46%，迈向行
业先进水平。

加快绿色企业创建步伐迈向行业先进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作为上海化学工业园区的龙头企业，上海赛科石油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上海赛科”）深知在上海这一
国际化大都市发展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至关重要，自成
立以来，坚持和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通过关注本质环
保、推进体系建设、强化源头治理、加强过程管理，扎实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要求。

上海赛科始终坚持“不环保的事不做、不环保的钱

不挣、不环保的人不用”的原则，在环保问题上绝不妥协。

今年 8月，丙烯腈产品价格正处于高位，正值此时，丙烯腈
装置一台废气焚烧炉发生故障，这意味着满负荷运行虽然
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但必然会导致大量废气外排，导
致 VOCs超标。上海赛科果断决定将装置生产能力降低到
正常能力的 50%，确保废气“零”排放。尽管，上海赛科因主
动降低负荷，税后盈利累计减少 400万元，但却切实践行
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原则。

上海赛科始终将实现本质环保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
位置，成立之初，就遵循 PDCA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念，依
托 IS014001环境管理标准， 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环保管理
体系。在此基础上，上海赛科全面细化落实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要求，制定并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建立并逐步完善环
保管理台账，向政府提交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同时，积极落
实中石化绿色企业建设要求， 编制绿色企业建设方案，制
定项目清单和任务清单，开展绿色企业创建行动，将绿色
企业创建工作落到实处。

上海赛科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废水废气和挥发性有机物
减排工作，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外技术革新，坚持持续改进，

不断学习并运用行业领先技术，累计投资逾 8亿元，减排成
效十分明显，环境 VOCs-36排放量控制在 100ug/m3以下。

在废气治理方面，2007年 5月， 上海赛科率先在国内
开展了 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试点工作。通过便携式
VOCs检测仪器对设备组件密封进行直接检测， 及时发现
存在泄漏的组件，并进行修复，以达到降低或阻止泄漏排
放的目的。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化上海海洋石油局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
局”），是新中国第一家海上油气勘探队伍，也是中国石
化集团唯一从事中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和海洋石油工程
服务的专业公司。“奉献绿色能源，保护蓝色海洋”是他们
始终秉承的企业使命。多年来，公司坚持绿色、高效发展，

将海洋的油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陆地， 推动了百姓生活
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创造效益与保护生态的和谐发展。

自 1960年成立至今， 上海局在共和国的海洋石油
勘探开发事业书写了不朽篇章，创造了多个国内和行业
第一。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历史的长河总是奔流不
息。伴随着新时代的步伐，上海局始终牢记“我为祖国找
石油”的使命和担当，为建设海洋强国，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重装再出发。

上海局拥有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钻井、物探、特殊
作业、拖带运输等完整产业链。作业足迹遍布北冰洋、南
极、俄罗斯萨哈林、墨西哥湾等全球各大海域。海洋钻井
能够在 610米以内水深海域，提供直井、定向井、高温高
压井以及海底井口回接等服务， 最大钻井深度可达
10668米，可实现环保零排放。

作为海洋勘探开发的先锋者，上海局始终奋战在国
家海域前沿，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用一座座现代化钻井
平台和船舶构筑钢铁长城， 维护国家海域主权完整。今
后，公司将致力于以更先进的装备、更精湛的技术，不断
提供更加清洁、可靠的油气资源，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保
护海洋环境。

公司以“创新驱动战略”为指引，围绕组织创新、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营造良好的创新创效环
境。跟踪研究海上新能源发展，登记海上可燃冰区块，进军
能源新型替代产业，拓展海洋高端业务。

展望未来，上海局将砥砺前行，跟随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企业的步伐，助推海洋油气资源
板块成为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中国石化上海海洋石油局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公司（简称“上海石化”）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是中国最大
的炼油化工一体化企业之一，国内重要的成品油、中间
石化产品、合成树脂和合成纤维生产基地。

上海石化在建设发展史上，注重建设项目与环保设
施同步建设，提升绿色发展内涵。在 2012年底全面建成
投产的炼油改造工程中，仅环保项目就占了总投资额的
10%以上，高达 6亿元之多。

同时，上海石化与时俱进，坚持以环保新标准来严
格要求自己，始终不懈地开展环境整治。特别是近 5年
来，围绕上海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及金山地区环境整治
行动方案等，持续开展了三个阶段环境整治，实施了 22

项“碧水蓝天”项目，开展了 29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017年起，根据上海市大气污染减排最新“超低排
放” 标准， 上海石化对自备电厂的 6台锅炉实施改造。

2019年，全部锅炉机组平均脱硫效率达到 99.2%，出口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烟尘均值分别为每立方米 30毫
克、20毫克、2毫克， 优于上海市环保新标准中氮氧化
物、 二氧化硫、 烟尘每立方米均值 50毫克、35毫克、10

毫克的要求，标志着上海石化燃煤锅炉步入“超低排放”

时代。据测算，每年可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5338 吨，减排
烟尘 1946吨。

上海石化积极开展生产和检修过程中废弃物的回
收利用。在检修中，严格做到“气不上天、油不落地”，把
收集起来的污油、废气全部利用。在生产中，将原本排放
的火炬气，根据不同成分，或作为原料、或作为燃料，“变

废为宝”，达到清洁生产的目的。

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 上海石化各大气自动站
边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27.55%， 达到
石油化工行业污染物控制新标准。

外排污水达标率 100%、 低盐污水回收利用率 100%、

污水废气密闭处置率 100%，三个 100%，打造出上海石化
环境友好型污水场， 并在 2019年 3月份获中国石化首批
“2018年度样板水场示范奖”。

严格做到“气不上天、油不落地”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公司

截止今年 8月底，上海石油已在旗下 244个加油站布点， B5柴油的销量达 31711万升，

共为 568万辆车提供加注服务。

上海院开发的一系列石油化工技术成功应
用于国内外大型石化装置，是我国石油化工事业
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

化销华东举办联合应急演练。

炼油销售公司的“东海牌”沥青摊铺世博会中
国馆迎宾道。

上海石化烯烃部 70万吨乙烯项目。

上海局在北部湾海域试获日产千吨油井。

高桥石化环境监测技术人员正在生产装置区域例行检
测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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