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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先生简介

傅成玉先生，1951 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毕业

于东北石油学院地质系，后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石油工

程硕士学位。

傅成玉先生从事石油工业 40 多年，先后任中国

海油总经理、党组书记和中国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

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

委。曾任联合国契约组织理事会理事,现任联合国全球

契约中国网络名誉主席.

傅成玉先生还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理事会理事，哥

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

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会理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

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科技大学

校务委员会委员。

在40多年从业中,傅成玉先生有近20年对外合作

的经验，其中 1995 年任美国菲利普斯国际石油公司亚

洲公司副总裁、西江油田总经理，是国人中最早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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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为外国公司驻中国的高管.

由于傅成玉先生的卓越表现，国际石油行业和国

际资本市场给予了他充分的肯定和认可，获得了众多

国内外奖项。他曾荣获 2004 年“亚洲油气行业最佳

CEO”、2005 年 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美国《时

代》周刊“2005 年 14 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世界

经济学人》周刊“2006 年中国企业十大风云人物”及“战

略远见奖”、《亚洲货币》杂志“2007 年亚洲地区最佳高

管”、美国《财富》杂志“2008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商业

领袖”，2011 和 2012 年连续两年入选《财富》杂志“全

球 50 位商业人物”，被《华尔街日报》评为 2012 年“12

位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企业领袖”，世界能源权威机构—

—能源情报集团经全球能源行业 CEO 投票，授予傅先

生 2012 年“全球石油业年度领袖人物”称号，2013 年

获美国耶鲁大学“传奇商业领袖奖”，2014 年获普氏能

源“亚洲年度首席执行官”，2018 年入选全球化智库

(CCG)发布的“中国改革开放海归 40 年 40 人”榜单，获

得凤凰网评选的“致敬四十年杰出企业家”典范。卡塔

尔阿提亚基金授予他”2019 国际能源政策终身成就贡

献奖”. 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环境

与发展优秀实践者”及联合国“全球南南合作杰出领导

力奖”等众多荣誉。他还获得一些国内管理和技术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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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附件一

工作简历

起 止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职称

1975 年 9 月-1983 年 5 月

大庆、辽河、华北等陆地油田钻
井指挥部、地质所、海洋石油南
海石油珠江口筹建处

技术员、秘书

1983 年 5 月-1984 年 8 月
海洋石油东部公司珠江联管会、
勘探部

秘书、副经理

1986 年 8 月-1994 年 5 月
海洋石油菲利普斯合同区、阿莫
科合同区、ACT 合同区联管会

中方副首席代表、中方
首席代表

1994 年 5 月-1995 年 12月
海洋石油东部公司 副总经理

1995 年 12 月-1999 年 4
月

菲利普斯公司国际石油（亚洲）
公司

副总裁、总经理

1999 年 4 月-2000 年 11
月

海油石油有限公司、中海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执行副总裁、总经理

2000 年 10 月 -2000 年 11
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洋
石油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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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1 月-2003 年 10
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洋
石油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总裁

2003 年 10 月-2011年 4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洋
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组书记\董事
长\董事长

2011 年 4月-2015年 5月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董
事长

2013 年 3 月-2018年 3月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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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科技奖项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中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排名：

第 一 ， 2010 年 ， 证 书 号 码 ：
2010-J-206-1-01-D01，主要合作者：
周守为、陈伟、周洪波等。

他提出“科技领先”作为公司的四大发
展战略之一；总结概括了我国海洋石油
工业科技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引进消
化再创新”、“集成创新”和“有选择地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规划构建了具有中
国海油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

2

珠江口盆地（东部）快速建成并连续十

年稳产原油超千万方实践与创新，省部

级，特等奖，排名：第二，2006 年，证

书号码：2006T02R02，主要合作者：钱
富浩、罗汉等。

他是该实践创新的主要组织决策者，是
南海东部地区油气田勘探开发和生产运
营中的主要管理者，提出了珠江口盆地
油田高速开发模式，为珠江口盆地东部
地区原油产量连续10年超产千万方做出
了突出贡献。

3

国际项目管理卓越大奖特大型项目管

理金奖:中海油惠州炼油项目，2010 年，

主要合作者：董孝利、姚德彬等。

他是该项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提出建
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精品炼厂”目标，
创新了下游工程项目管理体制和管理模
式。该项目是全球首个获此金奖的石油
石化项目，成为全球石油石化项目工程
质量管理的标杆。

4

第十六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基于效益、效率和风险平衡的大型

石油公司风险管理，一等奖，排名：第
一，2009 年，主要合作者：武广齐。

他提出将效益、效率和风险平衡原则贯
穿企业运营全过程的风险管理理念，建
立覆盖全面、层次分明、逐级细化的风
险管理体系，对油气勘探、工程项目建
设、海外业务等重点领域实行专业化风
险管理，保证了企业战略的实施。

5

第十七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大型海洋石油企业全面应急管理

系统建设，一等奖，排名：第一，2010
年，主要合作者：周守为。

鉴于海上油气工程作业链长、面广、风
险大等特点，他组织构建了覆盖全面、
上下联动、管理高效的应急管理系统，
做到了事前主动系统地防灾应灾，实现
了全员参与全过程应急管理，保障了企
业持续快速高效发展。

6

第十七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基于互利共赢的液化天然气全产

业链国际合作管理，二等奖，排名：第
一，2010 年，主要合作者：王家祥。

他秉承互利共赢理念，创新液化天然气
（LNG）全产业链国际合作管理模式，推
动市场开发和 LNG 接收站、天然气管网
工程项目建设，确保安全稳定 LNG供应
和 LNG 基础设施稳步推进，为 LNG 产业
布局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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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情况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一种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2011 年，专

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09 2 0220307.7，发明（设计）人：林

瑶生，排名：第四，主要合作者：林遥

生、粟京等。

他力排众议坚持立项，项目实施之初坚

持自主创新，项目设计建造过程中，亲

自参加重大技术方案的讨论并最终决

策，他是“海洋石油 981”项目的决策者、

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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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和著作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1

专著《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2015

年，排名：第一， 发表刊物：中国石

化出版社。

2

专著《大型国企风险集成管理及工程项

目风险管理解析》，2011 年，排名：第

一，主要合作者：武广齐、田政等，发

表刊物：中国发展出版社。

他提出企业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行为是风险发生

的主体，二是制度和监管原因。只有通

过对风险进行系统的研究、梳理，才有

可能促使管理者做好风险应对工作，将

不确定的风险和损失最小化。

3

专著《“十一五”海洋石油科学技术论

文集》，2011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

作者：周守为、曾恒一等，发表刊物：

中国石化出版社。

他提出了系统总结中国海油在“十一五”

期间取得的有代表性科技成果和论文，

要求编辑成书作为中国海油传承创新思

路的一个载体，并亲自担任主编组织编

写了本书。

4

专著《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中

国海油的探索实践》，2011 年，排名：

第一，发表刊物：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的论文中包括了由他主创的四

项国家级管理成果和三篇关于公司发展

战略及其动态管理的研究成果，以及中

国海油近十年管理创新成果和获奖论

文，其中大多数创新成果为他主政中国

海油期间完成的。

5

论文《基于效益、效率和风险平衡的风

险管理》，2010 年，排名：第一，发表

刊物：中国石油企业 2010 年第 3期。

他首先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的

目标，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能力，尤

其要加快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做好

以效益、效率和风险平衡理念为核心的

风险管理文化建设；领导创造了风险管

理理念，有效防范和管控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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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 字）

6

论文《能源安全的全球性》，2007 年，

排名：第一，发表刊物：中国石油企业

2007 年第 5期。

他分析了高油价下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

重要原因在于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指

出能源安全已是全球性问题，必须在提

高能源消费效率、降低能源使用量以及

新技术、新能源研究等方面展开全球性

的合作。

7

论文《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力资源工

作》，2008 年，排名：第一，发表刊物：

中国石油企业 2008 年第 8期。

他深刻分析了人力资源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提出要坚持正确的

用人导向，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业绩观，

改革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建设适应公司

发展要求的三支队伍，还提出新形势下

对人才队伍建设的四点建议。

8

论文《社会责任，中国海油的实践》，

2006 年，排名：第一，发表刊物：中国

石油企业 2006 年第 3期。

他提出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

个重要条件和前提。他通过分析中国海

油的实践，提出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康安全环保体系和

社会公益基金，保护环境，积极回报社

会，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9

论文《Evaluating effect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on safety》，1999 年，排名：第

二，主要合作者：Huang Chunlin，发表

刊物：JPT, April 1999。

他提出对来自10个国家的西江油田员工

进行安全问卷调查，以提高健康安全环

境（HSE）绩效。指导参与了问卷调查，

分析了民族文化差异和英语水平对 HSE

绩效的影响，并提出 HSE 的持续改进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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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的重要成果

序号 成果简介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 100字）

1

西江 24-1油田大位移水平井建设项目

是高效开发海洋边际油田的成功模式，

通过在邻近已有生产平台实施大位移

水平井，使得在常规方案下没有经济价

值的西江 24-1 油田得以开发，其水平

位移创造了当年的世界记录。

时任菲利普斯（亚洲）副总裁兼西江油

田作业机构总经理，亲自组织指挥该大

位移水平井施工，该井水平位移超过 8
千米，刷新了当时同类水平井水平位移

的世界纪录，是我国海上大位移井的首

创，大大提高了油田开发经济性。

2

“海上大庆油田”是由 82个油田、145
座平台、18艘 FPSO、4850公里海底管

线和10个陆上终端构成的巨型油田群。

“海上大庆油田”的成功建设使我国成

为继美国、英国、挪威之后的海洋油气

生产大国。

他提出了建设“海上大庆油田”的战略

目标，组织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中

国海油产能建设和油气产量实现倍增，

成功建成“海上大庆油田”，标志着我国

建成了完整的海洋石油工业体系，跨入

了世界海洋石油生产大国之列。

3

“海洋石油 981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系列深水装备建设工程。大型深水装备

是“流动的国土”，是深水油气勘探开

发的作业平台。该系列装备的建造使中

国海油的海上作业能力从300米水深跨

越至 3000米。

他是中国海油系列深水装备建设工程，

包括我国第一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第

六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深水半潜式钻井平

台“海洋石油 981”投资建设的决策者和

主要组织者。

4

惠州 1200万吨炼油项目建设工程项目

是中国海油第一座独资建设、单系列国

内最大的炼油工程，是全球首座集成减

压蒸馏、加氢裂化、延迟焦化与芳烃联

合等 16套装置的大型炼化项目。

他是该项目建设的组织、规划和领导者，

他制定的公司化管理原则，使工程管理

与生产管理高度结合，使工程建设与投

产无缝连接，使工程建设达到国际管理

先进水平。

5

中国海油 LNG产业发展战略制定及产

业布局。中国海油是我国大规模引进

LNG的首家试点企业、国内 LNG产业

的领军企业、国内 LNG行业技术标准

与规范的制订者、全球 LNG第三大单

一主力买家。

他是中国海油LNG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

者、领导者与推动者和重大产业布局问

题的决策者，在任期间，中国海油实现

了 1240 万吨 LNG 接收能力的建设，并

一跃成为全球LNG第三大单一买家和全

国最大天然气发电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