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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成长 
增进员工福祉

我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保护员工权益，促进员工成
长，帮扶困难员工、丰富员工生活，增进
员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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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管理 
保障权益 加强民主管理

我们严格遵守《劳动法》《集体合同

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同工同酬，

反对歧视和强迫劳动。全面推进三项

合同签订，强化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

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保障员工的知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2015 年，集团公司三项合同签订

率达到 90% 以上，集体合同覆盖率

95.37%

落实集团公司厂务公开制度，深入开

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贯彻落实集团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已建立职代会的 19 个单位中，全部按

规定召开了职代会

持续提升建会率。二级单位工会 33

个，建会率 91.7%；三级单位工会组

织 281 个，建会率 84.6%

监督职代会规范运作情况，实行职代

会上报备案制

探索“职代会文件包管理模式”，创

新开展职代会信息化建设

签订三项合同

落实厂务公开制度

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

集团公司三项合同签订率

90% 以上

二级单位工会

33 个

三级单位工会组织

281 个

山东院举办“爸妈在忙啥”员工开放日

活动。

关爱员工生活

我们持续对困难员工开展帮扶，加强特重病救助工作，修订《特重病救助基金

实施意见》，给成立特重病救助基金的二级单位拨付 97.1 万元救助基金，为特

重病员工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定期走访慰问困难员工，开展“冬送温暖、夏

送清凉”活动。让员工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的关怀。

2015 年，集团公司发放特重病救助金 395 万元，救助员工 529 人；公司系统共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4922 人，投入慰问资金 1456 万元。

我是不幸的，2013 年我被确诊为甲状腺肿瘤伴乳头状癌，可我又是幸运的，公

司的关怀让我感受到了企业的温暖和党组织的关爱。近几年，治病、用药、复

查等几乎耗尽了家里的积蓄，但令我感恩、感激的是，公司在我困难的时候向

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进入康复期了。 ”

“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电解一分厂员工 孙国栋

在‘铝业寒冬’之下，公司这么困难，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帮员工解决子女上学

接送问题，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与企业同舟共济

渡过难关。  

                                                                                                        —— 山西铝业员工孙丽                          

在山西铝业员工子女接送车被迫停运

期间，该公司一方面认真听取职工反

映意见建议，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疏

导工作；一方面搜集政策信息、开展

情况调研、查找法规依据、研讨运行

方案，促成新校车投运，彻底消除了

员工家属的后顾之忧。

山西铝业解决职工子女就学交通问题

”

“

发放救助金

395 万元

投入慰问金

1456 万元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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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非能动核电多功能模拟机和新

能源培训技术服务平台投入使用。

建成业内首家核、火、水、风、光伏

全电力产业仿真平台。

搭建平台 
促进成长

助力员工成长

我们注重提升员工技能素质，建立青年人才库，实施员工培养培训计划，编制

培训教材，开展特色培训，助力员工成长成才。同时，加强教育培训资源整合，

成立“一校两院”，打造一流企业大学。

2015 年，集团公司举办各类培训班 152 个，全年培训量 106112 人天；开展青

年创新创效活动 3256 次，技术攻关 2910 项。

编制实施 2015 年度培训计划，编写

完成火电企业 39 个岗位生产管理人

员梯次化培训大纲。

坚持问题导向，在主体班开展“三带

来三带回”活动，提升培训效果。

建设培训平台

编制培训教材

2015 年 12 月 22 日，国家电投召开

党校、领导力学院、人才学院成立大会，

标志着集团公司“一校两院”正式成立，

“一校两院”是集团公司人才强企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团公司领导人员培养的主阵地、改

革发展的智囊团、文化管理的推进器。

集团公司教育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

渠道。

集团公司专业技术人才和操作技能人

才培养的引领者、技术输出和市场开

发的推动者、“全员培训、终身学习”

理念的实践者。

党校

领导力学院

人才学院

开展特色培训

案例

成立“一校两院” 打造一流企业大学

“一校两院”揭牌。

拓宽职业发展通道

我们为员工提供通畅的职业晋升渠道，完善“多通道”晋升机制，加快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高素质创新人才，强化领导

人员队伍建设，鼓励员工在适合自己的领域成长为企业的中坚力量。2015 年，6 名职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 名职工被

评为中国电力楷模、4 名职工获“中国电力楷模”提名奖，30 名职工被评为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 1235 人

次，开展技能鉴定 3578 人次。
鉴定专业技术人才

开展班组达标、星级班组评定等活动，

深入推进班组标准化建设。

开展创建集团公司“工人先锋号”活动。

持续强化班组建设

组织开展运行值班员和汽轮机本体检

修工技能竞赛。

开展劳动技能竞赛

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 166 个，通过职

工创新创效约 2 亿元。

在 2015 年（第七届）全国电力职工

鼓励职工创新创效

深入开展“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

组织开展民主测评和选人用人“一报告

两评议”民主评议工作，对 35家二级

建设领导人员队伍

举办培训班

152 个

举办劳动竞赛

1649 次

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

166 个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6 名

评审高级技师 94 人、技师 411 人。

2015 年，40 个集体被评为集团公司

“工人先锋号”，系统各单位班组荣

获省部级“工人先锋号”荣誉 7 项。

2015 年，集团公司系统举办各类劳动

竞赛 1649 次，近 7 万人次参加。

技术成果奖评比中，集团公司系统共

有 19 项成果获奖，获奖数量居五大发

电集团之首。

单位领导班子、204名班子成员和 385

名新提拔领导人员进行了民主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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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深化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 为进一步激发员工创新热情，提高员

工创新能力，集团公司深化职工创新

工作室创建工作，树立了 1 个职工创

新示范基地、3 个劳模创新工作室、9

个职工创新工作室重点创建对象，使

创新人才的个体优势转化为群体优势，

实现了职工创新活动由个体型向团队

型、由单一型向联合型发展，带动了

群众性科技创新活动的持续深化，涌

现了一批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董事长王炳华慰问山西铝业劳模徐亮。

贵州电力吊车比赛。 河南公司阀门检修竞赛。

感谢公司和领导对我多年的培养，感谢公司让我不断的成长，给我提供了实现

人生价值的平台，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怀着感恩的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自

己的努力去回报企业。

 

                                                                                                          ——山西铝业劳模 徐亮
”

“

我们为员工创造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2015

年，集团公司共开展文体活动 300余次，参与员工 10万人次。截至 2015年底，集团公司共成立文体协会 12个。

河南公司 2015年
“巾帼建功 魅力女性”

女工才艺展活动

上海核工院英语戏剧大赛

长洲水电接力比赛力

山东院奔跑吧兄弟活动

集团公司参加 2015年
全国电力行业职工乒乓球比赛

在京单位拔河比赛

丰富员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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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院 10月 18日举办
“和你在一起”集体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