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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运营 
建设平安央企

我们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以人为
本，安全第一”融入到公司的经营理念中，
强化安全生产首位意识，培育安全文化；
加强隐患治理，完善应急管理，提升风险
应对能力，让更多人能安心地享用电力这
一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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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核电安全

核电安全质量管理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生命

至上”的核电发展理念，始

终将核安全置于最高的优先

位置，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规范隐患排查治

理，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大检

查及专项整治活动，打牢安

全生产基础。

2015 年，我们围绕“三条主线”和“七大基础，五大平台”的核电战略布局，

在公司系统开展“提升质量管理能力，推动三个转变”的专项活动，全面提升

全员能力素质和产品服务质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国家核电安全保

障发展、质量推动转变的“新常态”。

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工程建设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关键设备的国
产化工作

重大专项的组织实施

科研创新能力

工程设计能力

工程建设管理能力

合格供应商体系

电站寿期服务能力

电站运行能力

核电标准体系

三条主线

七大基础

国核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负责世界先进

的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建设，

并全面参与 AP1000 中外核岛联合管

理机构的中方责任主体，吸收美国

CBI 公司先进的 HSE 管理方法，建立

并有效运行了一套具有国际先进管理

理念的 HSE 管理体系，开发了 AP/

CAP 核电工程十大 HSE 管理工具，在

系统内所有项目推广使用。

国核工程公司建立核电 HSE
管理体系

66 67

www.spic.com.cn
国家电投集团 2015 年社会责任报告



68 69

安
全
运
营   

建
设
平
安
央
企

www.spic.com.cn
国家电投集团 2015 年社会责任报告

扎实推进核电事故应急管理

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核安全局和相关部委的

要求，遵循“统筹规划、专兼结合、分步

实施、注重实效”的总体原则，扎实推进

核应急场内支援队伍和基地建设，做好核

应急工作，夯实核安全纵深防御的最后一

道屏障，切实履行好保护公众、保护环境

的社会责任。

2015年 5月 13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场内支援队伍和支援基地”在集团公司烟台培训基地正式揭牌，
这是国内第三支应急支援队伍。

推进核电安全文化建设

作为涉核企业，核安全文化建设是公司安全、健康、持久发展的重要基石。我们借鉴美国核电运营协会（INPO）的做法，

深入学习宣贯《核安全文化原则及特征》，建设符合自身实际的核安全文化。

山东核电不仅努力建设自身核安全文

化，同时不断提升参建伙伴员工、政

府的核安全文化意识。2015 年，山东

核电发布《安健环标准化图册》、实

施方案及计划，并搭建现场“安全建

设样板间”，将安全标准实体呈现于

参建伙伴面前，让合作伙伴员工对核

安全标准有了实实在在的认识。

携手伙伴，提升核安全意识

海阳核电项目有别于国内任何一个核电项目的是，业主山东核电牵头成立了项

目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通过这个平台建设项目大团队、构建了整个项目统一

的文化，安全意识融入到文化上，最终落实在每一个岗位职责上，体现在每一

项施工作业中。

 

                                                               ——中核二四公司海阳核电项目总经理 暴海民
”

“

认识核技术的特殊性和独特性

培育质疑的态度

倡导学习型组织

核安全评估和监督活动常态化

核安全人人原则

领导做安全的表率

信任充满整个组织

决策体现安全第一

核安全文化的八项原则

主泵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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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安全生产

我们强化“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失职追责”责任体系

的建立和落实，夯实安全生

产基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强化重点领域工作，完

善应急管理机制，实现了安

全生产“六不发生”目标。

我们持续深化安健环体系建设，健全

体系运行机制，建立了绩效评定等推

进体系建设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体

系评审，组织了体系内审员提升班；

开展评估结果的梳理分析，加强整改

我们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持续加

强对重点项目的安全质量管控，采用

严密安全技术措施，着力提升本质化

推进安健环管理体系建设

完善应急管理

加强隐患治理

运用先进管理工具和安全生产装备技

术，国家核电采用移动巡检系统——

人员门禁卡、机械设备贴、设备材料

二维码，复核作业人员、施工机械、

运用先进的安全生产技术

我们将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义不容辞的责

任。2015年，以应急能力建设为抓手，

广泛开展应急预案评审和应急能力评

基层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自评估；二级单位每 2年对矿山、危化、

建筑施工、冶金行业以及生产经营环节有重大危险源的基层单位至

少开展一次评审，其他行业基层单位每 4 年至少开展一次评审；集

团公司按照电力、矿山、化工、金属冶炼、物流及其他等六个行业

分类，每年进行评估抽查。

制定《基层单位应急能力评估标准》，涵盖应急管理、应急预案、应

急培训与演练、应急预警与处置、应急资源等 5项一级要素、23项二

级要素、88项评估要点，设置总分值 1000分。

按照《基层单位应急能力评估标准》对企业应急能力进行评估打分，

设定得分率 ≤60% 为不合格、60%-75% 为合格、75%-90% 为良好、

≥90%为优秀四个级别，并设定了否决项。

定量

定性

上海电力举行消防演练。

新疆公司应急演练。

林华煤矿举行顶板事故应急演练。

物流公司车辆起复应急演练。

70

定期

不发生水库、灰库
和尾矿库垮坝事故

不发生较大及以
上铁路交通事故

不发生较大及以
上电力安全事故

不发生较大及以
上人身伤亡事故

不发生重大及以
上火灾事故

不发生重大及以
上设备事故

安全生产
“六不发生”

目标

提升，不断提高体系运行质量。体系

闭环提高机制初步建立，安全管理的

系统性和规范性持续增强。

2015年，集团公司组织了 22家生产型

二级单位48家三单位的外审评估工作。

安全水平。2015 年，开展了系统全覆

盖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春秋季安全检

查等专项活动，有力保障了生产安全。

车辆、设备材料的检验和管理情况，

并直接传送到平台，实现检查人员现

场移动办公。

估，完善应急联动机制，确定了定期、

定量、定性的应急能力评估模式，应

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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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施工安全
保护员工职业健康

培育安全文化

我们将建设工程和承包商安全管理做

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难点和薄弱环

节，严把队伍资质、资格审查关，加

强承包商队伍安全培训，动态考评承

包商队伍的安全保证能力，明确各级

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工程安全。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新颁布的《安全生

产法》，加强安全培训，开展安全生

产月、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营造安

全文化氛围。2015 年，集团公司先后

举办两期安全与应急管理培训班和两

期安健环管理体系内部评估员专题提

安全咨询日活动。

安全环保知识竞赛。

安全生产月签字活动。

风力发电场在配电室测量辐射，保障员工健康。

开展职业病筛查。 焊接作业配备焊接烟尘净化器，吸收焊接烟尘，降低对作业人

员的职业危害。

我们关注每一位员工的身体健康，不

断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和施工作业条

件，为员工配备符合安全标准的劳动

工具及劳动防护用品，保障员工作业

安全。同时，宣传和普及健康知识，

每年定期组织员工参加体检，呵护员

工健康。2015 年，集团公司员工体检

及健康档案覆盖率 100%。

我们将确保工程质量作为保障生产运

行安全的重要手段。要求各在建单位

严格执行有关质量管理规定，实施质

量巡查监督，针对现场存在的质量隐

患及时提出整改建议，督促整改，严

格把关工程验收，确保工程质量。

升培训班，重点讲解国家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宣贯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交流安健环管理体系建设的良

好实践和具体方法，各二、三级单位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560 人参加培训。

员工体检及健康档案覆盖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