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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更新了决定战略优先级别的重点领域流程，

形成了6个核心重点和9个推动业务进展的新领域。

2019年重点领域的变化
我们重点关注最重要的领域，因此供应链、人力资源

和产品管理被移至持续改进类别，部分原因是为了使

得项目更成熟以满足业务需求。

战略和重点领域

同比增长显著

净收入
 

(亿美元)

57  
2017年: 49

销售额
(亿美元)

450 
2017年: 401

总资产
(亿美元)

850 
2017年: 860

SABIC简介

33,000
名员工，包括
1,270名科学家

50
与沙特阿拉伯全球

总部开展业务的国家

5
设有创新中心的重点

地区，包括沙特阿拉伯、
美国、欧洲、南亚

和北亚

11,738
全球专利申请项目

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利赫·阿尔贾布博士  
董事长 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今年，我们宣布了在荷兰建立生产工厂的计划，致力

于改变混合塑料废弃物被直接焚烧或填埋的命运，将其

提炼为有价值的原料。我们是首家实施该项目的化工

公司。

我们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资源配置的指导性原则，以顺应

全球发展趋势。在该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发现机会、降低

风险、激发变革、提高自身对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的适应

能力。

 
 

 

尤素福·阿尔-拜延  

我们的领导团队

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的优先级别(2019-2023)

2.持续改进

既定目标的内外部关键业绩指标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解决方案

 

产品管理

人力资源

供应链

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影响

循环经济

气候/能源 监管和诚信

资源利用效率 环保、健康、安全、安保

1. 核心重点

SABIC最高优先级的问题
—设置关键业绩指标和逐步
更新的目标

 

3.外部报告

区域优先事项，
GRI报告

 

三
个

优
先

级
别

专注于这些领域将帮助我们提高业绩，助力公司未来的

蓬勃发展。

 
 

重点领域的更新反映了气候和循环经济方面日益剧增的

压力和机遇，这些领域有望推动化工行业的重大转型。

潜在的关键业绩指标将针对可再生能源和塑料循环利用

等领域的机会，同时减少垃圾和燃烧产生的不良影响。

在实行过程中产生的更有针对性的关键业绩指标将推动

我们在未来几年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和能效
 

环保、健康、安全
和安保

创新和可持续
解决方案

人力资源发展 供应链

SABIC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

01 02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2018年可持续性发展报告 摘要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致力于成为全球化工行业的卓越领导者，而可持续发
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要素。自2009年以来，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项目一直
指引我们不断提高运营绩效，明确我们正面临的更具变革意义的挑战，并培养协
同合作的方式，这对加速积极的改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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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重点领域
续上页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可持续发展目标蓝图

2016年，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开始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我们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持续成功的基石。这帮助我们确定了与业务最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审视我们的价值链，并进行基准测试、监控和报告。
以下10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我们的业务联系最为紧密，也是沙特基础工业
公司(SABIC)有机会创造最大影响力的领域: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重点领域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促使SABIC调整流程，
使用可再生和回收利用的材料
作为原料，并为客户创造耐用、
可回收的产品设计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与能源  

SABIC的目标是到2025年
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源
消耗在2010年的水平上降低
25%。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可持续发展是SABIC产品和流程创新的指路
明灯—支持开发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全
球面临的重大挑战。

资源效率

SABIC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其物料
损耗强度在2010年的基础上降低50%，
用水量降低25%。

监管和诚信 

诚信是维持股东信任的核心价值。
SABIC的道德准则为满足股东的
期望提供了指导方向。

环境、健康、安全和安保  
SABIC遵从其环境、健康、安全
和安保(EHSS)的核心价值观，
并专注于持续改进。

 

* 基准线是2010年数据/2010-2025强度目标取决于外部销售额

SABIC可持续发展蓝图

 – 零饥饿：通过在农业营养素和食品包装方面发挥领导

作用，我们正在帮助解决世界粮食供应的挑战。

 –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我们在家用管道、基建管道和

工业管道市场的解决方案有助于饮用水的供应。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我们承诺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并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我们通过生产力、就业和创新

技术为沙特和全球经济增加价值。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我们致力于推动科技进步和

建造耐用的基础设施。

 

 –

 –

 –

 –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我们为城市地区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包括建筑隔热、耐用和可回收的建筑材料，以及轻型车辆。

 –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通过优化自然资源、推进循环经济，

我们引领对资源利用的关注。

气候行动：作为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我们有责任参

与解决这一严峻问题。

水下生物：我们在循环经济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

的目标是减少海洋塑料垃圾。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我们已与重要全球伙伴建立合

作关系，以实施我们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

 –

 –

塑料废弃物转化为化学原料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致力于扩大高质量的回收利用流程，将混合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并重新转化成化学品或塑料。

化石原料 蒸汽裂解工厂 聚合物工厂 加工制造

使用

物理回收和再利用

 
 

作为原料回收利用

能量回收

垃圾填埋

化学循环利用可以节约化石资源，将废弃物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是通过循环经济助力SABIC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 

将塑料废弃物转化为原料

支持循环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不浪费产品和原材料，而是

用于制造新的、有价值的产品，这是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SABIC)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2018年，我们与

英国公司Plastic Energy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是我们推动

循环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将共同在荷兰建立工厂，

将低质量的混合塑料废弃物(这些废弃物本来会被填埋或

用于焚烧发电）转化为蒸汽裂解工厂的原料。我们预计

2021年投产。这样的伙伴关系在化工行业中是首例，

突显了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技术的承诺，也证明了我们致力于利用先进的塑料化学

回收工艺将废弃塑料转换成新的聚合物，并发展循环经济

的决心。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2018年可持续性发展报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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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可持续解决方案

2018年突出成就
 – 推进了将混合塑料废弃物裂解油

转化为有价值的原料的化学回收

工艺试点工厂的建设。

 – 生物-MTBE(甲基叔丁基醚)投入

生产，为运输市场提供先进的

生物燃料。
 

 – 推出了产品系列可持续性评估

体系。

 –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及其

制造子公司沙特阿拉伯化肥公司

(SAFCO)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码头服务公司(Sabtank)获得了

国际化肥工业协会的“保护和持续”

认证，标志着我们对全球化肥行业

产品的卓越管理。

 –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芒特弗农和

阿拉巴马州的伯克维尔，我们开发

了一种反应性吸附剂，从产品流中

去除硫化氢，使工厂的生产率提高

了40%。

注解
1

2

 2018年有效专利产品系列总数(11,738)与我们前一年的产品系列数量相近。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2018年，我们增加了2000多项专利申请，包括389项新的

原创专利申请。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在对已有和新申报的专利审查时，继续以更严谨的态度看待增加值贡献。因此我们决定目前专利或专利申请不超过

1500项。这一决定还为我们节省了大约500万美元的专利维护费和成本。此外，新专利申请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对回报更高的项目申请专利的战略决定，

比如那些对业务至关重要且处于进展阶段的项目。

2018年我们选出并提名了6个产品申请进入可持续性解决方案认证过程，认证过程将推迟到2019年，因为我们优先进行了产品系列可持续性评估。
 

专利总数 1

11,738

新增专利申请总数

389

可持续解决方案总数 2

82

业绩指标

 – 扩展了下一代热复合材料己二胺

(THERMOCOMPTM HMD)

化合物系列，这是一个高性能的

材料系列。

1 内部分析基于ISO14040原则，尚未进行关键同行评审。

2 内部分析基于ISO14040原则，正在进行关键同行评审。

我们的主要市场

交通运输  
创造更加安全、智能、高效的交通运输
环境

清洁能源
 

 
提高能耗、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包装材料  
保持产品特性同时减少环境影响

 

农业营养素  
提高食物安全性

电子电器

 

致力于更加轻薄、智能的电子电器产品 

医疗设备  
为更大众化的健康设施提供创新方案  

建筑楼宇  
致力于可持续的、前沿的建筑设计需求 

采用PP-UMS HEX17112树脂，并在SABIC科学家的技术

支持下，我们用现有的设备生产了一种密度降低了10%的

发泡聚丙烯汽车座垫，该产品拥有更好的性能，再生材料

使用率高达15%。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还继续为汽车行业提供多种材

料的轻量化解决方案。2018年，我们与一家全球领先的

汽车制造商和一级供应商的持续合作，最终促成了该行业

首个塑料-金属混合B柱的诞生。

我们为爱氏晨曦(Arla)生产的有机牛奶纸盒包装由可再生

原料制成。使用这些原料每生产1吨产品，可减少80%的

化石燃料使用量，减少2吨二氧化碳排放量1。

我们的单一材料的新型农业薄膜能保护作物并增加产量，

比现有的多种材料薄膜更容易回收利用。

我们开发的三种新型非反应型包膜肥料产品有助于减少水

土流失，保护了水源，同时以更少的资源消耗为农民提供

更高的产量。

我们正在为技术级尿素燃料开拓市场。它可以减少车辆和

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的排放。我们还在新加坡开设了一个

新的枢纽存储设施，使我们向亚洲客户的交货时间缩短了

50%。

我们的无卤素阻燃THERMOCOMP™HMD化合物让电子

制造商能够创造更薄抗冲击性能更强的设备。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生产的聚乙二醇符合药品生产

管理规范(GMP)，确保其上乘的质量适用于药品和个人护

理用品。

我们的新型超高熔体流动树脂，无邻苯二甲酸盐、无异

味，为透气无纺布提供了一种更安全、更健康的市场选

择，适用于尿布、医用口罩和空气过滤产品。

我们的茂金属高密度聚乙烯(SUPEERTM HDPE) P4200RT

树脂可应用于家用地板下的加热管，降低生命周期内2温

室气体排放，同时降低一次能源需求。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的新型STADECKTM重型板材，

可用于建设和建筑领域，重量减轻了60%，在使用寿命

结束时还可以回收利用。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正致力于用重量更轻LEXANTM

聚碳酸酯树脂取代传统光伏(PV)太阳能电池板的沉重玻璃

面板。这种树脂具有抗冲击能力强、两面防紫外线、安装

方便、现场切割方便、成本更低的特点。

我们的MOLECULAR REBAR®改性碳纳米管，可应用于能

源存储，与传统碳纳米管相比，其充电率更高，电池循环

寿命更长，能量密度更大。它们也可能有助于满足对更为

轻巧的电动汽车电池日益增长的需求。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2018年可持续性发展报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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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能效

关键指标和趋势

与2010年相比，在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耗、用水量、物料损耗、燃烧排放减少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氧化碳总利用量与2018年的使用量持平。以上计量是基于每公吨产品销售的单位。

温室气体排放降低

10.19%

燃烧排放减少

43.3%*

能源消耗降低

6.16%

二氧化碳总利用量
（公吨）

400万*

用水量度降低

11.16%

物料损耗降低

41.52%

* 已通过毕马威审计

2018年突出成就
 – 稳定了沙特阿拉伯化肥公司的运营，减少了33.6万公吨

的物料损耗，并改善了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在沙特阿拉伯的沙特Kayan工厂安装了一个新的熔炉和

蒸汽吸收式制冷机，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和水的

消耗以及物料损耗。

在沙特阿拉伯化肥公司和西班牙Cartagena工厂使用新

能源仪表盘，使工厂绩效表现更清晰透明。

在英国Teesside 烯烃6厂减少了1.2万吨的氢燃烧，

提高了物料利用率。

对沙特阿拉伯和西班牙Cartagena工厂的气体进行过滤

回收，减少了用水量。

 –

 –

 –

 –

展望未来
 

 

环保、健康、安全、安保(EHSS)
和产品安全

2018 年突出成就
 – EHSS问题发生率同比下降14%，

是自2011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

推出了全新、精简的运营管理系统，

将EHSS与卓越制造结合。

加强了对所有EHSS规范重要指标

和风险因素的战略关注。

 
–

 
–

提高产品质量管理的主要措施

我们正在培养团队成员的知识和能力。通过培训，将产品

安全深植入我们的文化中，并激发员工的主动性，为每个

地区的员工明确职能和职责。

 – 我们启动了“卓越产品管理和制造中心”计划，以明确

需要持续改进的领域。

我们正在开发新的针对两个不同级别专业知识的详细

产品安全培训课程，以适用于公司内更多的岗位。

自2016年项目启动至今，完成了35项产品的风险分析。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1年完成50项重要产品的全面风险

分析。

 

 
–

 
–  

关键指标和年度趋势

EHSS问题发生率 客户产品-安全咨询

10% 
增加

EHSS问题发生率

14% 
下降

0.43*

*
 

已通过毕马威审计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的所有子公司都在继续朝着2019年沙特能源效率计划(SEEP)的目标努力。

我们正在推出新的一线培训计划，携手全球运维人员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将在沙特阿拉伯Yanbu完成一个300兆瓦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并将基于其结果制定长期可再生能源战略。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评估了碳边际减排成本(MACC)工具，以帮助指导可持续和能效的项目的选择。在我们的下属

制造分公司，我们开发了一个试验性工具，并在三种工艺流程中进行了测试。数字化后，该工具将在未来几年推行使用。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2018年可持续性发展报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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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指标

全体员工  

64%
中东与非洲
16%欧洲，8%亚洲，12% 美洲

SABIC奖学金
项目参加者

720+

员工队伍中女性占比

7.3%

培训和发展项目

3,000+

领导力培训参与人数

1,400+
共进行了67个培训项目

超过

340
外派员工

培训项目参与人数

22,000+ 

员工总数

33,000+

人力资源发展

2018 年突出成就
 – 在全球推广SABIC领导力计划(SLW)，并努力在员工队

伍中推广，为全球50个地区的600多名领导者提供沉浸

式的互动会议。

着手更新员工价值提议(EVP)。

向员工推出LEAP应用，为HR团队提供稳健、持续的报

告，并使员工能够向主管和同事寻求反馈。

在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和韩国获得了最佳雇主协

会认证。

连续第三年在SABIC学会举办面向政府高级官员的

SABIC领导力项目(SLP)。

 –

 –

 
–

 
–

SABIC领导力大使遍布全球

墨西哥城
廷布
开罗

台北
河内

休斯顿

赫伦亨克

提赛德

坦皮科

伯克维尔
芒特弗农

坎皮纳斯

托尔图吉塔斯

贝亨奥普佐姆
 

阿姆斯特丹

苏州
首尔

摩卡

东京
重庆

广州班加罗尔 胡志明市

雅加达

朱拜勒
贝鲁特

迪拜
杭州
上海

深圳
南沙

新加坡罗勇

利雅得

锡塔德 盖尔森基兴
巴黎

卡塔赫纳
伊斯坦布尔

供应链和采购

2018年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突出成就 

 –

 –

 –

 –

2018年采购突出成就 

以在化工行业中的卓越表现位列Gartner 25大供应链

标杆公司第三名。

修订了评估和甄选物流服务供应商的方法，以深入结

合可持续发展与领先的行业工具。

两艘新一代远洋运输船在首年营运后，表现高于预期。

新一代远洋运输船的燃油消耗量较传统运输船减少了

约30%。

在全球工厂开展“清洁行动”，以消除塑料颗粒、塑料

薄片和塑料粉末进入全球河流、河道和海洋。

 –

 –

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计划加强了供应商尽职调查，

以获得更好的绩效。

到目前为止，已有9,274家供应商通过新程序进行登

记，其中1,483家供应商因初步供应商登记过程中的

调查结果而接受了额外的尽职调查。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2018年可持续性发展报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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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通过“RAISE”各项目
投入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支出

过去17年回馈总额

9.0亿+

2018年回馈社会
(美元) (美元)

3650万

社会影响和社区关系

2018年突出成就
 – 所有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均根据“RAISE”标准进行

评估，即：声誉(R)、受众(A)、创新(I)、战略(S)和持

久性(E)。

继续向全球员工推出新的全球志愿服务政策。

与民间和政府部门建立了有影响力的伙伴关系，尤其

注重农业和环境方面的活动。

 

–
 

–

“RAISE”标准下重点关注的领域 
科技教育
作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与越南河内儿童基金会和西贡儿童慈善机构合作，

扩大了在越南的“回馈校园”项目。在美国，我们资助在

底特律开展的汽车工程师学会基金会年会的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项目。在沙特阿拉伯，我们通过Al Eradah

社团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新的机会。

健康福祉
我们为印度几个州的贫困儿童和视障儿童提供了治疗和

支持，促进了巴西人民对乳腺癌的认识，并在沙特阿拉

伯和荷兰的体育赛事上宣传健康生活知识。在英国“工作

更健康”年度颁奖典礼上，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获得了最高奖项—“大使”的殊荣。

水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苏丹尼罗河州举办了可持续农业项目，并与该国

环境、水利和农业部合作，继续发展埃斯达马

(Estidamah)农业研究中心。我们还促进了巴西的森林

保护，并参与了在英国、韩国和黎巴嫩开展的清洁自然

资源项目。

我们签署了《英国塑料公约》(UK Plastic Pact)，共同

应对塑料废弃物问题。我们还向日本红十字会提供了财

政支持，以支援影响30个县的洪水灾害。SABIC的员工

还参与了地球日和世界清洁日的活动，为绿色的环境和

较少废弃物做出贡献。

环境保护

业绩概要

报告部分 单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道德与诚信

提出的合规性问题 1 数量 117 123* 94* 114* 152*

解决的事件 1 数量 106 103* 94* 97* 147*

发现违规行为(已处理) 1 数量 42 56* 52* 58* 55*

完成培训人员占比 1 百分比 98 98* 99* 99* 99*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专利组合总数 个数 10,640 10,960 12,191 11,534 11,738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累积个数 45 68 78 82 82

 
资源和能效

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1吨售出产品 1.28* 1.25* 1.24* 1.23* 1.22*

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1吨售出产品 17* 17* 17* 17* 17*

用水量 立方米/1吨售出产品 2.7* 2.6* 2.6* 2.7* 2.62*

物料损耗 吨/1吨售出产品 0.099* 0.086* 0.072* 0.078* 0.070*

相比于2010的燃烧减少 2 百分比 49 40 55* 43* 43*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百万吨 2.7 3.3 3.6* 3.5* 4.0*

 
人力资源发展

女性员工人数 占全体员工人数的百分比 7.8 7.9 7.7 7.2 7.3

培训项目 参与人数 不适用 30,835 31,062 24,944 22,222

 
社会影响和社区关系

社会回馈总额 百万美元 32.7 53.9 46.4 57.5 36.7

 
供应链

安全质量评估体系-液体 供应商百分比 不适用 100  100 100 100

安全质量评估体系-固体 供应商百分比 不适用 39 69 93 91

通过全球采购尽职调查计划注册的供应商 家 7,000 9,274

附加GPDDP要求的供应商 家 1,110 1,483

根据GPDDP进行审核供应商 家 9 19

 
环保、健康、安全、安保

EHSS问题发生率 3 每20万小时发生事故数 0.69* 0.48* 0.63* 0.50* 0.43*

总可记录事件率 每20万小时发生事故数 0.19* 0.13* 0.14* 0.12* 0.14*

伤亡人数 家 0* 0* 14* 1* 0*

流程安全总事故率 每20万小时发生事故数 0.02* 0.01* 0.02* 0.01* 0.011*

危险物质泄露 公吨(t) 2,614* 192* 61* 105* 89*

* 已通过毕马威审计。
1  

2 

本合规数据适用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及其全资关联公司的23,500名雇员，
但不适用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的非全资制造合资企业(或关联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雇员。
燃烧减少是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计算而得的。
本评级是严重程度加权评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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