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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系统总结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

称“公司”）2015 年度在履行经济责任、安全责任、环境责

任、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情况，旨在真实反映公

司 2015年促进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 

本报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

告>编制指引》，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 G4 可持

续发展报告指引，并结合公司实际进行编写。本报告是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数据和内容的范围为

公司境内业务口径。 

一、公司概况与公司治理 

1.公司概况 

公司成立于 1994年 6 月 30日，主要业务是利用现代化

的技术和设备，利用国内外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发、建设

和运营发电厂。1994 年 10 月，公司在全球首次公开发行了

12.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外资股”），并以 3,125万股

美国存托股份（“ADS”）形式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代码：HNP）。1998 年 1 月，公司外资股在香港联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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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限公司以介绍方式挂牌上市（代码：902）,当年 3月完

成了 2.5 亿股外资股的全球配售和 4 亿股内资股的定向配

售。2001 年 11 月，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了 3.5

亿股 A股（代码：600011），其中 2.5亿股社会公众股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10 年 12 月，公司完成 15亿股 A 股和

5 亿股 H股的非公开发行。2014年 11 月，公司完成 3.65亿

股 H 股的非公开发行。2015 年 11 月，公司完成 7.8 亿股 H

股的非公开发行。目前，公司总股本约为 152亿股。 

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公司可控发电装机容量 82331

兆瓦、权益发电装机容量 74399兆瓦，公司电厂分布在中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公司在新加坡全资拥有一

家营运电力公司。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在

电力技术进步、电厂建设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创造了多项国内

行业第一和里程碑工程，推动了中国电力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和电站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发电企业技术水

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2.公司治理 

华能国际作为三地上市的公众公司，同时接受境内外三

个上市地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广大投资者的监督。公司始

终高度重视健全、完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

班子组成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了决策权、监督权和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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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运转协调的运行机制，

保障了董事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监事会的监督权得到

有效实施，确保了经营班子经营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经过多

年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已经逐步形成规范、高效、完善的公

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了适合公司自身发展要求、行之有效

的制度体系。 

公司始终坚持公平对待全体股东，努力为股东带来长

期、稳定、增长的回报。公司以规范诚信、专业透明、尊重

股东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

2015年，公司荣获中国证券金紫荆奖之“最佳上市公司”奖

和 2014 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奖；在普氏能源全球排

名中位列第 44 位；位列《财富》杂志（中文版）2015 年中

国上市公司 500强第 39位；在 2015 年《中国经济周刊》国

内最赚钱的上市公司 100 强排名中，位列第 33 位，在电力

行业中排名第 2位。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成立了由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负责、各部门经理为成员的信息披露委

员会，负责审议公司的定期报告；实行信息披露周例会制度，

由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主持，通报公司一周重大事项，为公

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职责提供了组织保障。2015年，公司共

进行了 16 次境内外新闻发布及 167 次境内外公告，参加 8

次境内外投行举办的投资者论坛，与投资者的有效沟通得到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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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经济责任 

公司进一步加强全面预算管理，从绩效目标分解、预算

完成情况的跟踪、重要指标的监控、考核评价及整改等方面

加大工作力度，实现了全面预算的闭环管理，充分发挥了全

面预算管理统领作用。推进“数字华能国际”平台化建设，

公司“数据平台化支撑、集约化流程管控、标准化前端建设”

管控平台初步建成。深化燃料标杆电厂创建工作，电厂燃料

全过程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营销工作成效显著。完善营销工作机制，积极争取计划

电量指标，大力开拓市场，煤机基数电量领先统调煤机平均

水平，交易电量大幅增长，利用小时保持领先。积极培育客

户，与大用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努力争取政策，在运燃机

电厂电价得到上调，全部煤机均落实了脱硝电价，完成除尘

改造的煤机全部落实了除尘电价。供热营销管理和电费回收

工作进一步加强。 

燃料成本控制有力。研判市场，主动作为，标煤采购单

价大幅下降，降幅大于环渤海指数降幅。调整采购策略，引

入竞争机制，推进燃料招标采购，启动陆运直达区域燃料招

标采购。优化采购结构，适时调整陆运电厂煤炭供应流向，

形成区域市场竞争机制。按照贴近市场、按市场定价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燃料采购市场化运作方式。做优进口煤，把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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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煤时段性、区域性、分煤种优势的特征，有效平抑了国内

煤炭市场价格。 

融资管理保持领先。抓住降准降息等有利政策，积极开

展贷款臵换和利率调整工作，降低存量贷款利率。充分发挥

公司融资集中统筹管理优势，创新采取内部银团、捆绑融资、

融资租赁等方式，推进融资渠道多元化，实现融资成本最优。 

三、公司的安全责任 

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新《安全生产法》，建立完善

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到位标准。深入推进本质安全体系落地试

点和规范外包管理工作，安全生产水平持续提升。加强“零

非停”电厂创建，深化检修管理标准化工作，技改管理更加

注重质量效益，设备可靠性和安全稳定长周期发电能力进一

步提高。2015 年国庆节期间，受强台风“彩虹”影响，海南

电网与广东 500千伏联络线跳闸，海南电网转孤网运行，公

司所属海南各电厂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了机组稳定运

行，为节日期间海南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做出了贡献。 

2015 年，公司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各类事故,未发生环境

污染事故，未发生危及电网安全运行的事故，保持了总体稳

定的安全生产局面。公司年平均非计划停运次数为 0.24次/

台年，同比增加 0.01次/台年，21 家电厂实现全年无非停。 

四、公司的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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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发展中严格遵守国家最新的环保法规，积极主动

承担环保责任，推进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项目，积极创建优秀节约环保型燃煤发电厂，总

体和百万机组能耗指标保持行业领先。公司落实环保部“扩

围提速”要求，确定了 2017 年完成全部煤电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目标。在全国火电 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和 30万千瓦级

机组对标及竞赛中，公司分别有 7 台和 17 台机组获奖。研

究开发了烟气协同治理技术，已成功应用在多项环保改造和

新建工程中，既节能、又环保，受到环保部及行业的肯定。

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公司各电厂严格执行环

保要求，安全、清洁生产，其中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粉尘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10、2 和 7 毫克/

标立方米，为保障“阅兵蓝”做出积极贡献，受到北京市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部门的高度认可。 

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建成国内第一座二次再热机组电厂

—安源电厂；建设中的南京化工园等项目在国内率先采用高

参数背压供热技术；长兴电厂成为国内第一家应用脱硫废水

零排放技术的电厂，获得国家能源局的充分肯定。《66 万千

瓦高效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应用技术研究》荣获中国电力建设

科学进步一等奖。由公司牵头承担的《超 600℃的 120 万千

瓦等级超超临界发电技术研究开发》国家科技支撑项目通过

验收，成为新建大型煤电工程的主流选择方案。我国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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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关键部件验证试验平台在南京电厂成功投运并实现稳

定运行。 

2015年，公司全面完成了节能环保责任书年度目标，未

发生违反国家环境法律法规的情况，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继续

保持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全年消耗原煤 13212 万吨，

境内燃煤机组平均供电煤耗同比降低 0.86 克/千瓦时;火电

机组发电水耗 0.78 千克/千瓦时，同比下降 0.07千克/千瓦

时。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为 0.21克/千瓦时，同比下降

0.12 克/千瓦时；单位发电量氮氧化物排放为 0.26 克/千瓦

时，同比下降 0.2 克/千瓦时。 

五、公司的员工责任 

1.保障员工权益 

（1）员工情况 

公司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积极推进人

才强企战略，抓好吸引、培养和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加快以

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了一

支结构合理、专业配套、素质优良、忠于华能事业、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需要的人才队伍。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共有员工 42039 人。其中：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72％，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人员占取得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总数的 45.2％。 

（2）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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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用工政策，认真贯彻

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等法律法规，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与全体员工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 

公司注重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支

持员工积极参与民主管理，保障员工充分享有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把员工利

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公司所属各企业依据《工会法》建立了工会组织，员工

入会率保持 100%。各级工会组织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员工

合法权益，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决策，共同实现企业的各项

目标，并协助调解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争议。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的健康安全，所属各企业均建立了

员工健康安全保障机制，每年进行全员健康体检，并对从

事接触职业病危害源工作的员工进行专项体检。 

（3）激励与保障 

公司进一步健全、完善薪酬分配体系，结合整体战略

制定了一系列薪酬管理办法，统一工资制度和标准，优化

收入分配结构。全面实施企业负责人年薪制，薪酬管理更

加规范。员工薪酬本着“按岗定薪、按绩取酬，效率优

先、注重公平”的原则确定，并与个人绩效挂钩，形成了

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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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员工缴纳应由企业承

担的社会保险费用，保障员工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待

遇。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建立企业年金及补充医疗保险制

度，作为员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待遇的补充。公司关心

员工生产生活，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对困

难员工实施生活扶助和救助。 

 2.促进员工发展 

（1）员工培训 

公司注重全员培训，充分利用华能系统培训资源，加强

与外部培训机构的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培

训，努力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主要培训形式包括：入职培

训、岗位培训、技能培训和国际合作培训。 

截至 2015年底，公司拥有国家“百千万人才”1人，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 13 人；拥有全国技术能手 8 人，中央企业

技术能手 58 人，电力行业技术能手 29 人。 

（2）发展机会 

公司注重为员工搭建成长平台，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

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制定了《关于加强公司干部交流工

作的指导意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同时加强了后备干部

队伍建设；制定了《关于加强基层企业中层干部管理的指导

意见》，建立竞争机制、轮岗机制、退出机制和年轻化机制，

促进中层干部的成长；制定了进一步完善系统内人才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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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规定，促进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臵。以鉴定促进学习，

以竞赛促进培训，以调考促进全员提升，建立健全以岗位序

列为主、技术技能职务序列为辅的员工双通道晋升机制，促

进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 

六、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以“三色”公司为企业使命：即成为一个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红色”公司，一个注重科技进步、保护

环境的“绿色”公司，一个与时俱进、学习创新、面向世界

的“蓝色”公司。公司积极发挥“三色”公司文化的引领作

用，坚持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造福社会，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利益相关方共同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共享企业发展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

砖加瓦。 

公司高度重视保证电力供应工作，各电厂均制定了相应

的应急工作预案和处臵措施，确保了重要时段的安全稳定发

电。加强供热管理，确保了供热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顺利

完成“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等重要时段保电工作。

沿海地区电厂成功应对多次强台风的侵袭。 

公司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助教、慈善捐

助等社会公益活动，创新合作服务方式，积极回报社会，奉

献爱心。2015 年，以公司名义捐款共计 578.8万元，支持地

方各类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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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期、

稳定、增长的回报；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充足、可靠、环保的

电能；致力于建设技术领先、管理卓越、布局合理、结构优

化、产业协同、效益显著的一流上市发电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