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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
企业简介
国务院同意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单
位。２００７ 年底公司净资产 ５４５９．５ 亿元，名列 ２００７ 年《财富》全球企
业 ５００ 强第２９ 位，是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公司以建设和运营电
网为核心业务，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经济、清洁、可持
续的电力供应的基本使命，经营区域覆盖２６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覆盖国土面积的 ８８％，供电人口超过 １０ 亿人，管理员工 １４８．６ 万人。
对外信息披露：本公司网站及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回顾公司的发展历 程，我们切实感
到，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是公司转变发
展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协调推进
企业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过程 ；是公司
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和谐社会建设，追
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效益，实现综
合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刘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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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
中央企业中第一个建立起完整的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总部成立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下设社会责任工作办公
室。办公厅成立社会责任处，负责组织开展日常工作。各单位成立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绿色公司评审情况
作为国内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国家电网公司肩负着实施国家可持续能源战略的重大使命，依托科技创新，转
变电网发展方式，提升电力传输效能；运用市场机制协调发电企业的环境友好发展，积极为“绿色电力”的市场发育
创造条件；作为拥有超百万员工、服务惠及亿万公众的公用事业企业，在员工关系与社会参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率先构建社会责任战略，在运营信息透明度，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与互动方面，堪称国有企业的最佳表率之一。

数据类型（人民币 ／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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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绝对值或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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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

线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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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损率比上年下降而节约的电量（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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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机组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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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 千伏及以上电网建设项目环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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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节能减排指标－二氧化硫（ＳＯ２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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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转变电网发展方式，加速特高压输电网建设
“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认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中国政府已把发展 １０００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和
± 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正式列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２００４ 年底，国家电网提出建设以 １０００ 千伏交流和± ８００ 千伏直流特高压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国家
电网。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了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预计 ２００９ 年工程全面建
成投运，创造 １２ 项世界第一。２００７年 ４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建设四川－上海± 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
程，预计 ２０１１ 年建成投运，成为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能力最强的输电工程，并创造 １８ 项世界第一。
发展特高压电网，降低线路损耗，优化网络结构，节约土地资源和电力投资，统筹利用环境容量，减少环境压力，
获得节省装机、负荷错峰、水火互剂、跨流域补偿等巨大联网效益，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２０２０ 年特高压电网规
划输送规模超过 ２．６亿千瓦，可以减少发电装机约 ２５００万千瓦，每年减少东部地区煤炭消耗和铁路运输量 ４．８亿吨标
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１３．７ 亿吨、二氧化硫约 １０７５ 万吨、氮氧化物约 １４０ 万吨。

控制电网建设的环境影响
遵守国家环保法规，严格开展电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认真实施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全面规范环保管理。
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址选择充分考虑环保因素，采用海拉瓦等先进技术优化线路设计，回避环境敏感目标。采用紧凑型、
同塔多回等输电技术，提高单位输电走廊的输送能力，减少土地占用。工程建设全面应用高强钢，减少塔重３％—１０％，
每年减少钢材消耗 ４ — １２ 万吨。
优化变电站设计，推广通用设计，广泛应用节能环保降噪设备，减少占地面积，控制噪声影响，提高节能、节水、
节材水平。变电站内采用碎石场地，每年可节约用水近 １００万立方米。应用绿色施工工艺方法，站址和路径选择尽可
能避开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基本农田等目标，林区线路采用高塔跨越，减少林木砍伐，采用高塔跨越、动力伞展放
导引绳、高空放线、张力放线、生熟土分离等技术和管理手段，减少施工对沿途植被、森林的砍伐。丘陵及山区的塔
基采用全方位高低腿设计，减少土方开挖量约 ３０％，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加强施工噪声管理。认真做好施工
完成后的环境与植被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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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作用，开展跨国合作，奉献绿色电力
公司探索建立小火电退出市场补偿机制，开展“以大代小”发电权交易，将地方小火电机组发电量计划指标有偿
转让给高效统调大机组，促进小火电关停工作。另一方面，推广清洁煤燃烧技术。建成我国第一个 ３０ 万千瓦级循环
流化床示范工程——四川白马电站。该电站能够燃烧劣质高硫煤，脱硫效率超过 ９５％。
推广使用绿色电力，鼓励用户使用绿色电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２００６年上海市用户认购绿色电力超过 ８５０ 万
千瓦时。深入研究大型风电场的并网适应性、调度、控制、无功补偿、备用容量等关键问题。２００７ 年底，北京官厅风
电场一期工程竣工并网发电，每年能够向北京输送 １ 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奥运会期间将供市民和奥运场馆使用。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生物质能发电示范项目——国家电网公司国能单县生物质能发电工程正式投产。
该项目以棉花秸秆和林业废弃物为燃料，装机容量 ２．５万千瓦，年发电量 １．６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１０
万吨，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 ４０００ 万元。目前已核准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２８ 个，容量 ９０．３ 万千瓦；在建 １５个，容量 ３１
万千瓦。
开展跨国电力合作，引进清洁的电力资源。中俄电力合作第一阶段项目获得国家核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建成
后从俄罗斯向我国年供电量可达 ４３ 亿千瓦时。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可从俄罗斯和蒙古每年向国内送电 １２００亿千瓦时，相
当于替代进口石油约 ２３００万吨，每年可减少约 ４６００ 万吨原煤开采量和运输量，为国内发电环节减少约 ２３０ 万吨烟尘
排放、３２万吨二氧化硫排放以及 ４６万吨氮氧化物排放。公司与瑞典企业合作开发生物质能源，与法国电力公司签署
《清洁发展机制合作意向书》，推进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国际合作。

（国家电网公司利益相关方参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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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 ＣＳＲ 战略引领者
在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研发、组织管理体系构建等方面走在了前列。国电提出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表明公
司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２００６年 ３ 月，向社会发布了中央企业首份社会责任报告； ９ 月，加入联
合国“全球契约”和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２００７年 ５ 月，在公司系统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公司社会责任工作
的通知》，在国内企业首次提出全面、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推进社会责任工作。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 的国内首个观察员企业，１１ 月代表中国企业首次参加了该国际标准的制定会议。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发布《国家电网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指南》，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定路线图与关键控制点提供强有力的指导。
全面梳理利益相关者关系架构，明晰履行社会责任的边界
主动把电网发展规划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经营区域内建立了与省级政府沟通交流的长效机制。向社会
发布了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员工服务“十个不准”，明确承诺供电可靠率。开设统一的“９５５９８”电力服务 ２４ 小时
热线，接听的电话每年超过 ４０００ 多万个。
坚持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在国有特大型企业中率先建立职代会制度，推行从集团公司到基层企业班
组的多级职工民主管理体系。２００７年，公司设立总经理联络员制度，首批聘任的 ３６名联络员可以随时通过书面、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总经理反映基层情况。公司制订了统一的员工志愿者服务标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超过２００ 多万
人次。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公司正式设立了“国家电网爱心基金”
，相继开展了爱心助残、助老、助学等重大项目，其中爱
心助老基金是国内第一个在老年社会福利领域设立的专项基金。公司推进农村“户户通电”工程，计划从 ２００６ 年起通
过五年的时间投资 ２３６ 亿元，为 ２０ 个省市约 １２０ 万户 ４５０ 万人通电。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我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提前
４ 个月全面实现“户户通电”
，国家电网无偿投入 ２５．５ 亿元，使河南全省 １８．８ 万户、７４．８ 万无电农户从中受益。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８５．５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８．７

７．３

８．７

８

８．７

９

８．７

８．３

８．８

９．３

评审组点评：
作为国内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国家电网公司肩负着实施国家可持续能源战略的重大使命，依托科技创新，转变
电网发展方式，提升电力传输效能；运用市场机制协调发电企业的环境友好发展，并积极为“绿色电力”的市场发育
创造条件；作为拥有超百万员工、服务惠及亿万公众的公用事业企业，在员工关系与社会参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率先构建社会责任战略，在运营信息透明度，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与互动方面，堪称国有企业的最佳表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