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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企业 
共享价值创造

我们常态化开展公益捐赠和映山红爱心助
学，帮助更多贫困学子放飞希望和梦想；
加强与社区沟通，建设和谐社区；开展定
点扶贫，让更多人享受发展成果；无偿援
建无电区建设，让更多人享受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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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学 我们的映山红

自 2003 年以来，集团所属近百家单位每年坚持开展“映山红”爱心助学活动，

救助贫困、边远地区学生。

截至 2015年底，集团公司共有“映山红”爱心助学工作站 38个，服务点 262个，

注册“映山红”青年志愿者 11379 名，星级志愿者 574 名。

集团公司及所属单位用于“映山红”爱心助学的捐款金额达 470 余万元，累计

资助 8042人；捐建“映山红”希望小学 12所、“映山红”爱心书屋 38个、“映

山红”多媒体教室 10 所、“映山红”爱心画室 3 所，捐赠学习用品折合人民币

214 万元。

2003 年，集团公司最小的水电厂——

江西罗湾水电厂部分员工青年自发开

展捐资助学活动，“映山红”爱心助

学志愿者行动就此诞生。

集团公司以此为起点，在系统内广泛

推广爱心助学公益活动。为了让这项

活动在全系统规范并长久的持续下去，

集团公司制定了《“映山红”青年志

愿者服务管理办法》，按照“有组织、

有制度、有管理、有安排”的要求，

统一管理爱心助学服务工作，规范推

进爱心助学公益行动。

2010 年 7 月， 为广泛动员全系统员

工伸出友爱之手，扩大关爱农民工子

五凌电力的叔叔阿姨们：非常感谢你们来帮助我，让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长大以后，我一定会以你们为榜样，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湘西州泸溪县民族小学学生 符美娟、张岩螺

”
“

案例 五凌公司参加助孤公益活动

2015 年，五凌公司参加“善心点亮希望”泸溪助孤公益活动，资助湘西州泸溪

县民族小学。学生符美娟、张岩螺寄来 2 封感谢信。

女志愿行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集团

公司创建了“‘映山红’爱心助学公

益网站”，在全系统建立了 24 个爱

心助学工作站，覆盖全国 28 个省区，

形成以“总站 + 工作站 + 服务点”为

管理架构的“映山红”青年志愿者工

作体系，同时成立了“映山红”爱心

助学公益基金。

10 多年来，从江西到全国，从国内到

国外，集团公司以“服务企业发展、

奉献社会公益，促进青年成长”为主线，

以爱心助学为重点，不断建立健全组

织机制，创新活动形式，使“映山红”

爱心之花在系统内争相斗艳，播撒希

望，传递爱心。

捐建希望小学

12 所

累计资助学生

8042 人

捐建爱心书屋

38 个

“映山红”青年志愿者

11379 名

“映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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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商城县

我们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下达的扶贫与

援助任务，从实际出发，立足长远，精心筹划，科学安排，定点帮扶河南商城县、

四川美姑县、陕西延川县和青海贵南县，从民生、智力、干部和产业上加大支持力度，

认真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四川省   美姑县

陕西省   延川县

青海省 贵南县

精准扶贫 
真心助困

着重民生投入

提升群众生活水平

新修、硬化乡村道路 13.5 公里，新建、加固便民桥梁各一座，解决了
4500 多名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新建村便民服务中心 1 处，村卫生室 1 处，文化广场 2 处，老年服务中
心 1处，完善了多所村小学和乡敬老院的配套设施，4000多名群众受益。
新建输水管道 1800 米，解决了 196 户群众饮水问题。
治理灌排渠道 3 公里，整修万方大塘 2 口，解决了 4000 多亩田地的灌
溉用水问题，398 户群众受益。
新建水冲式公厕 2 处，购置垃圾运输车 1 辆，改善了 800 多名群众的
生活质量。

新建学生食堂 560 平方米。
新建巴普镇 埂则村 80 户彝家民居房屋。
新建牛坝乡腾地村、农作乡依色村、红乡拉坝村三乡蓄

水池 9口，引水管道合计 30公里，分户管道 20.8公里，
解决了 528 户共 2431 人的饮水问题。
新建龙门乡树布依洛村、巴古乡勒布村两座吊桥，解决

了 212 户共 1134 人的出行问题。

累计建设大棚 673 座 , 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 5 个。
引导帮助当地农民发展温室大棚蔬菜种植项目，累计使

394 户 1266 名贫困人口脱贫。
完成蔬菜大棚配套产业化基础设施和产业道路建设，提

升了当地农民蔬菜种植的规模化、产业化水平。

完成 18 个村卫生室的建设和维修，解决了 4 万多人的就医难问题。
为 3 个乡的学校改造了供暖设施，解决了学校冬季取暖的问题。
为沙沟乡郭仁多等 5 个村寨新建了综合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
为塔秀乡子哈村、贡哇村进行新农村新牧区的建设工作，村的重点产业、

特色产业得到大力扶持，已经成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榜样和龙头。

着重产业投入

提升经济“造血能力”

着重智力投入

提升基层人员的意识和素质

多次组织专家深入扶贫点进行专题调研，

组织完成商城县新能源资源普查，挖掘产

业带动项目。

2015年组织当地政府赴江苏盐城考察“渔
光互补”示范项目，拓展当地的发展思路。

与商城县政府签订《新能源项目开发战略

合作协议》，选定 2 处山梁地带拟建地面
光伏电站和风电场示范工程，选取部分贫

困户和公共设施屋顶作为光伏分布式能源

建设的推广试点。

依托上海高培中心的师资优势，投入

资金 60 万元，对 30 余名龙头企业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进行专业技术

和管理知识培训。

选派 1 名优秀副处级干部到商城县挂
职锻炼，为当地扶贫工作带去了新的

发展思路。

进行光伏资源普查和规划，开展新能源开

发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与县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举办了两期业务培训班，共 70多名扶
贫专干和村干部参加了培训，培训内

容涉及到县域经济发展、经济规划、

现代农业等方面。

选派1名优秀干部挂职美姑县副县长，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带去新

的思路。

选派 1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延川县政
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选派 1名优
秀干部挂职关庄镇十甲村第一书记，

主抓扶贫专项工作和农村建设工作。

美姑县巴普镇埂则村彝家新

寨改造后。

贵南县尕巴村医为村民患者

看病。

援建的贵南县茫拉乡拉干

村综合服务中心。

商城班党性锻炼。

建设中的蔬菜大棚。

美姑班党性锻炼。

邀请西勘院，风电、光伏专家实地调研贵

南县风光能资源，编写了《贵南县新能源

发展五年规划》，建立了五座测风塔。

自 2010 年至今，先后选派三名优秀

副处级年轻干部，挂职贵南县县委常

委、副县长职务，主抓与集团公司相

关的扶贫开发、实施、监督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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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捐赠金额

257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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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援助 
真情送电

国家电投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严格遵守慈善法律法规，加强捐赠管理，确保规范、

有序、高效开展公益慈善捐赠。2015 年，集团公司慈善捐赠项目 20 个，金额

合计 3095.8 万元。

主要捐赠方向为支农建设、救灾和社会公益。向缅甸、西藏、湖南捐款 526 万

元用于当地的救灾重建；向河北、江西、青海等地捐助 2579.8 万元用于当地扶

贫建设；社会公益捐助 90 万元，用于支持文化、体育、科技发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十二五”期间，集团公司负责对口援助西藏波罗水电站项目，

援助新疆和田、阿克苏地区（简称“新疆无电区”）及青海玉树州玉树市等 1

市 4 县无电地区（简称“青海无电区”）电力建设任务。

集团公司认真组织实施，克服重重困难，筹资 1.1 亿元，圆满完成各项无电区建

设任务，解决了近 18 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

援藏水电项目顺利投产发电

援疆无电区建设项目全部竣工

2015 年捐助资金	

3095.8 万元

" 十二五 " 援助无电区建设

1.1亿元

解决18万人口

用电问题

除国家补贴外，我们筹姿 5600 多万

元承建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囊谦县、

杂多县、治多县、称多县等 1 市 4 县

无电地区电力建设任务。项目建设独

援青无电区项目建设

目标全部实现

独立光伏电站。

电灯亮了。

我们对口支援林芝地区察隅县无电地

区电源项目建设，出资 5000 万元建

设波罗水电站，并通过对口援藏项目

的建设，为当地培养小水电技术和管

理人才。

2015 年，察隅县波罗水电站四台机组

全部带厂用负荷发电，供电范围覆盖

全县总人口的 56.7%，为察隅县三镇

1.2 万余居民供电，解决了全县无电人

口的供电问题，为察隅县经济发展和

西藏电气化县试点提供电力支撑。

除国家补贴外，我们筹资 500 万元承

建新疆和田与阿克苏地区无电人口光

伏独立供电工程，并无偿承担该工程

的运营和管理。

和田与阿克苏无电地区共采用 380 瓦

户用光伏系统 5600 套，总装机容量

2128 千瓦。解决了和田地区 24 个乡

镇 1.14 万余人、阿克苏地区 37 个乡

镇 0.7 万余人的基本生活用电问题，

2015 年全部竣工。

立光伏电站 261 座，户用光伏系统 4

万多套，2015 年全部投产送电，解决

了 14.2 万人无电用的历史。

公益捐赠

真情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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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保护母亲河的志愿者，用一根普通的捞竿，让我们共同的

母亲河—黄浦江焕发生机，让黄浦江在我们的手中变得更加清洁。

                               ——十多年来坚持每月至少 2 次打捞黄浦江的志愿者    张海峰

90

保障民生
服务社区

重大活动保电

我们全力保障在重大活动和关键时段

的安全稳定发电，全面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生产设备的运行维护管

理，结合季节特点制定迎峰度夏和迎

峰度冬措施，合理安排运行方式，提

高机组负荷率，降低能源消耗，保证

2015 年供热量

1.44 亿吉焦

供热设备可用系数

100%
社区志愿服务	

20 余万人

保障用热供给

我们全力保障冬季安全稳定供热，提

前对供热设备存在的缺陷、隐患进行

深度治理，高标准完成了供热设备检

修任务，确保机组顺利进入冬季供热

运行状态，为保障供热安全打下了良

好基础。全年供热设备运行良好。

他比我的儿子还亲，多年来一直特殊照顾我们，每一根管道，每一个阀门他能

像自己家一样心中有数，现在连厨房都达到了 22℃，卧室温度更达到了 25℃。

                                                                                 ——家住蒙东通辽平安东区的朱大娘”
“

用户送锦旗。 深夜抢修。

我们常态化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通过开展“郭明义爱心团队活动”，组织重阳

敬老活动、社区家电维修、核知识科普宣传、文明交通宣传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构建了和谐的社区关系。2015 年，集团公司参与志愿者服务 20 万余人次。

南方公司长洲水电组织义务献血画活动。

遵义公司开展“关爱弱势群体，服务社会”

志愿者活动。

上海电力开展社区便民服务。

保护黄浦江。

”
“

2015 年，集团公司未发生有社会影响

的供热中断事件，供热设备的可用系

数达到 100%，全年供热量 1.44 亿吉

焦，同比增长 6.77%，创集团公司历

史最好水平。

用电高峰期的正常供电。

2015 年，圆满完成了 9.3 阅兵、迎峰

度冬度夏等重大活动和重要时段的保

电任务，切实履行了社会责任和政治

责任。

保障民生 服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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