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努力保证绿色发展报告内容的实质性、均衡性，

系统阐述公司围绕绿色发展主题，推进自身、产业和社会绿色发展，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意愿、行为、绩效及承诺。我们保证报告信

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我们希望通过发布报告等方式，加

强沟通，促进合作，增进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凝聚可

持续发展合力。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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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我们

一分钟读懂安徽电网：

安徽电网以火电为主，新能源、

水电为辅。

2016 年全社会用电量 1794.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46%，分

别位居全国第 12 位和第 4 位。

全社会装机容量 5733 万千瓦，

位居全国第 13 位。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820 座、

变电容量 1.53 亿千伏安、输电

线路 4.20 万千米。

建成世界首个商业运行的同塔

双回特高压交流工程，在建世

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

最远、输电容量最大、技术水

平最高特高压直流工程 , 省际输

送能力达 1400 万千瓦。安徽电

网已进入特高压大电网时代。

我们的概况我们的概况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承担着保障全省清洁、

安全、高效、可持续电力供应的基本使命。公司下设 16 个市级供电公司、

72 个县级供电公司和 9 个直属单位，管理各类员工 7.6 万余人，服务电力

客户 2660 多万户。

2252.69

同比

增长

9.25%

亿千瓦时

20162015

全社会发电量

同比

增长

9.46%

1794.98
亿千瓦时

20162015

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

增长

10.79%

3490.00
万千瓦

20162015

全社会最大负荷

同比

下降

0.06%

7.36

％

20162015

综合线损率

小 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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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致力于建设和运营坚强智能电网，切实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打好蓝天保卫战，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源资源开

发利用效率，发挥央企推进绿色发展的表率作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的绿色我们的绿色我们的绿色
发展战略
打好蓝天保卫战



7关于我们

推进自身
绿色发展

推进产业
绿色发展

推进社会
绿色发展

打造绿色平台  建设坚强智能电

网，打造能源配置绿色平台。推

动清洁能源规模集约发展，推动

煤炭资源清洁有效开发，

推动电力资源节约

高效利用，应对

生态环境和气候

变化挑战。

共建绿色产业

形 成 产 业 绿 色

发展共识，凝聚

产业绿色发展合力。

共 建 绿 色 的 电 力 生 产

链，共建绿色的电力消费链，共

建绿色的电力装备链。

弘扬绿色文明 

发 挥 央 企 表 率

作用，服务全社

会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弘扬绿色发展理念，推

行全员绿色发展实践，共建绿色

发展社会平台。

实施绿色生产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

和环境代价，建设和运营坚强智

能电网。落实环保法规和管理制

度，实现公司运营的资

源节约，坚持公司

运营的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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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努力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立足生态安徽建设和电网企业实际，以电网建设和

运营为核心业务，推进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绿色管理，保障更清洁、

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绿色建设

绿色运营

09

12



9我们的努力

特高压输送清洁电

安徽特高压电网是华东特高压电网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电东

送”的必经之地。公司致力于构建“特高压电网 + 智能电网 + 清洁能源”

的安徽能源互联网，充分接纳省外清洁能源入皖，提高未来能源保障能

力，缓解全省节能减排压力，构建绿色多元的能源保障体系，为建设创

新型生态强省而努力。

2016 年是公司主网建设任务最为繁重的一年，开（竣）工规模创历史之最，

线路投产规模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排名第一。其中，110 千伏及以上输变

电工程新开工 97 项，投产 146 项；线路开工 2267 千米，为年初计划的

104%；变电开工 1130 万千伏安，为年初计划的 100%；线路投产 3720 千米，

为年初计划的 102%；变电投产 1570 万千伏安，为年初计划的 100%。 

高压线路投产规模位居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第一

昌吉 - 古泉 ±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起点为新疆准东（昌吉），

止于安徽宣城（古泉），线路长度 3324 千米，输送容量 1200 兆瓦。该工

程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电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

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工程将于 2018 年底投运，投运后安徽将形成

特高压交直流电网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对加快安徽能源发展方式转变，保

障华东地区能源供应，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疆电入皖创下四项世界之最

目前，全省已投运特高压工程项目：

绿色建设

向家坝

锦屏

灵州

上海

苏南

绍兴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

什么是特高压电网

特高压电网是指交流1000千伏、

直流 ±80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

级的输电网络。

平圩电厂三期

浙北

南京

淮南

上海

苏州

泰州

芜湖

小 贴 士

例
案



10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 绿色发展报告

绿色电网融入环境

公司把电网空间布局规划提前融入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全面推广标准

化建设和典型设计，节约土地资源、降低钢材消耗、提高单位走廊输电

容量；推广绿色施工，采用直升机牵引放线、植被恢复、雨污分流等，

努力使电网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2016 年，公司 110 千伏及以上电网建

设项目环评率、竣工环保验收率达到 100％。

树线和谐呵护绿色安全通道

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进程中，国网宣城供电公司联合园林部门选择低矮

灌木树苗，在电力通道内开展义务植树绿化活动。几年来，高压线下共新

增 14 处树线和谐绿色安全通道，既保障了电力线路安全运行，又美化了

城市环境。

变电站磁场强度比家电小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变电站，很

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带辐射的电磁

系统，会危害人们健康。其实，

变电站不会产生电磁辐射。电磁

辐射是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产生

的，9000 赫兹以上的频率，才

会产生电磁辐射。而在我国，电

能频率只有 50 赫兹，低频的电

磁场是不存在电磁辐射问题的。

国 际 非 电 离 辐 射 保 护 委 员 会

1998 年规定，工频电场强度的

安全值是 5000 伏 / 米，工频磁

感应强度的限值是 100 微特斯

拉。2007 年这个标准被世界卫

生组织推荐。目前，我国采用的

标准更严格，为 4000 伏 / 米和

100 微特斯拉。

现场实测显示，220 千伏变电站

5 米距离的工频磁场强度还不到

普通电吹风的一半。即使 500 千

伏超高压输电线，其单位面积的

辐射功率仅为无线电广播的千分

之一，远低于手机、电视、微波

炉等，对人体不会产生影响。

绿色变电站隐居黄山风景区

绵延 160.6 平方千米的黄山风景区，奇松云海间隐居着 4 座 35 千伏及以

上变电站，为美丽的黄山风景区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4 座变电站均采用

节能型、紧凑型、智能型、环保型设计，电力线路跨越高速公路由隧道上

方通过，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及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既保护了景

区环境，又保障了可靠供电。

小 贴 士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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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推节能环保

公司实施科技强企战略，加大科技投入，2016 年环保总投资 3.28 亿元，

其中环保科研及专项投资 1985 万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大截面导

线、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巡线等关键技术研究成果；编制《10 千伏

配电室噪音技术控制规范》等技术标准，控制电网运行噪声；加强全封

闭组合电器、大容量变压器等研究与技术改造工作，建成投运 3 座新一

代智能变电站。

无人机助力电网运维

公司积极探索无人机巡线工作，率先在特高压交直流线路巡视工作中采用。

无人机具有小型轻便、低噪节能、智能化等特点。采用无人机巡线弥补了

在高山、河流、湖泊等巡视人员不能或很难到达的地方进行巡视的缺陷，

使许多工作能在完全带电的情况下迅速完成，比人工巡线效率高出 40 倍。

配电箱穿纳米涂层技术新衣不只为养眼

2016 年，蚌埠市 14 个主、次干道共 180 个配电箱披上了使用纳米涂层技

术的彩绘新衣。配电箱柜涂上这种纳米涂层后，即便油漆涂抹或强力胶粘

贴，也可以用湿抹布或透明胶带轻松除去。为了让配电箱与周边环境和谐

统一，供电公司还在箱体上彩绘了文明礼仪、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安全

警示等相关内容，让原本颜色单一的箱体不仅避免被各种小广告侵袭，还

消除了安全隐患，弘扬了社会文明。

六氟化硫零排放技术国际领先

国网安徽电科院探索建立六氟化硫气体“分散回收、集中处理、统一检测、

循环利用”的管理模式。六氟化硫气体回收、回充和净化处理新技术，解

决了六氟化硫气体循环再利用的重大技术难题，六氟化硫气体零排放技术

位居国际领先水平。2016 年，全网共回收六氟化硫气体 65.62 吨、净化处

理 51.23 吨、回用 39.71 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22.4 万吨。

2016 年，环保
总投资达

3.28 亿元

2016 年 六 氟 化 硫 零 排 放  
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22.4 万吨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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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公司坚持打造坚强智能电网，着力提升本质安全，加强电网安全管控，

提升电网和设备抵御事故风险的能力。推进设备节能改造，缩短停电时

间。加大电网升级改造力度，持续推进线损精益化管理，开展线损示范

区建设，助力节能减排。

绿色运营

50.8 万户农村居民告别低电压

公司充分发挥“综合 + 专业”管理模式优势，完善协同工作机制，统筹推

进 8 个批次城网、农网、中心村、机井通电、村村通动力电、灾后重建等

工程建设。2016 年，全省农村户均配电容量达到 2.08 千伏安，解决 50.8

万户农村居民用户低电压问题。

不停电是最基本的服务

2016 年 10 月 17 日，公司首次完成特高压直流 ±800 千伏复奉线等电位

带电作业。复奉线沿线环境复杂，如果停电检修，停电范围将涉及省内 4

个城市。按照“不停电是最基本的服务”理念，公司推进带电作业超特高

压线路电压等级全覆盖，填补了特高压直流带电作业这一省内技术空白。

2016 年，公司系统累计开展 10 千伏配网不停电作业 74279 次，减少停电

时户数约 346.5 万时户，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缩短近 8 分钟。

什么是本质安全

本质安全是指内在的预防和抵

御事故风险的能力，实质就是

队伍建设、电网结构、设备质量、

管理制度等核心要素的统一。

2016 年改造高损耗

变压器 4891 台

减少电能损失

1142.5
万千瓦时

2016 年开展配网不停电

作业 74279 次

相当于户均停电
时间缩短近

8 分钟

小 贴 士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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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公司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行动计划，配合省经信委

开展用电信息调查，研发有序用电管理系统，对系统内所有客户实现实

时监测和点对点控制。加强需求侧管理平台建设，推进跨区跨省电力交

易。2016 年，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5% 以上，能源消费结构持续

优化。

全省单位生产总值
能耗下降

5 % 以上

电力直接交易带来了什么

安徽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从 2009 年起开展电力直接交易，电力市场交

易量逐年攀升。2016 年，随着电力用户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共有 261

家电力用户与 25 家发电企业通过交易平台开展了直接交易，完成交易电

量 39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1%，占全年售电量的 28.75%，为我省电力

用户减少购电支出 31.4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注册交易的售电公司已有

98 家，他们可以直接向发电公司购电、向电力用户售电。电力市场化改革，

给用电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减少用户购电支出

31.4 亿元

完成交易电量

394 亿千瓦时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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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在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主动挖掘电网节

能减排潜力，推动产业低碳发展，全面促进社会节能，为建设美好安徽

增绿添彩。

共同关注

促进产业低碳发展

服务社会节能减排

15

17



15共同关注

支持火电超低排放

公司强化电网调度管理，提高高效能火电机组利用小时，发挥抽水蓄能

电站灵活的调峰性能，实现电力资源大规模、跨区域、跨时段优化配置。

大力支持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降低燃料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截至

2016 年底，支持完成 37 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改造容量 2060 万千瓦。

促进产业
低碳发展

积极消纳清洁能源

公司积极服务光伏和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上网，加大电网改造力度，优

化电网网架结构，完善新能源调度技术支持系统。2016 年全省新增风电

装机 41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25 万千瓦，实现全省清洁能源的全额

消纳，缓解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碳减排压力。

保障 G20  让空气更清新

安徽在地理版图上承接长三角、联系中东部，作为 G20 峰会的“护城河”，

安徽在保障空气环保中责任重大。峰会期间，面对气温居高不下、用电量

持续攀升的严峻形势，公司积极联系省环保厅、省能源局，一方面安排超

低排放机组优先发电，另一方面对未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的机组有序安排停

产、限产。G20 峰会期间，空气质量管控区内停机总容量约 527 万千瓦，

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逾 2300 吨。

2016年底清洁
能源累计并网容量

911.9万千瓦
同比增长

45.3%

风电累计
并网容量
176.66万千瓦
同比增长

30.4%

风电全年发电量
34.2亿千瓦时，
占全社会
用电量 1.9%
同比增长

66.2%

光伏发电累计
并网容量
345.4万千瓦
同比增长

185.8%

光伏全年发电量
20.7亿千瓦时，
占全社会
用电量 1.2%
同比增长

452.8%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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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座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在金刚台村建成投运

2016 年 5 月 28 日，由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捐赠的金寨县金刚台村 200 千

瓦跟踪式农光互补光伏电站正式并网发电。这是安徽省首个跟踪式农光互

补光伏电站。这座占地约 5.8 亩、总投资 165 万元的电站运用目前世界领

先的太阳跟踪技术，实现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生态种植有机结合。年发电量

约为 18 万千瓦时，年收益达 15 万元，一举摘掉了村集体无经济收入的帽

子，每年可减少标准煤使用 56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70 吨。

我家阳光能挣钱

大别山金寨县汤家汇镇西北角、远离县城 100 多公里的金刚台村，村民余

敦成的平房屋顶上矗立着一座分布式光伏电站。望着近 20 平方米的太阳

能电池板，余敦成笑着说：“这个放在那不动，一年就有 3000 多块钱收入，

真是天大的好事”。

服务光伏扶贫并网

公司贯彻执行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积极

参与全省光伏扶贫方案编制和建设选址，扎实推进配套电力线路建设，

全年累计投资 1.5 亿元，投运 220 千伏及以下配套线路 890 千米。兑现

免费服务承诺，明确专人跟踪项目进展，及时做好并网验收调试、表计

安装和资金结算等工作。

全省光伏
扶贫工程并网

总容量
46.49万千瓦 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
1234座 分布式光伏

扶贫项目
4.4万户

集中式光伏
扶贫电站

5座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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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替代减少排放

公司大力推进电能替代，配合省能源局制定全省推进电能替代的实施意

见，推动各级政府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全力实施各领域电能替代，积极

推广应用热泵、电采暖、电蓄能等技术。2016 年，共完成替代项目 1496 个，

替代电量 32.96 亿千瓦时，相当于在能源消费终端减少 103 万吨标准煤

消耗，减排二氧化碳 312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排放 14

万吨。

服务社会
节能减排

气改电安全又环保

“用电火锅很安全！没有油烟，也没有灼热感。”2016 年 11 月 30 日，

芜湖市某火锅店在接受该市安监局实地调研时，食客们对气改电表示了欢

迎。比起传统燃气灶，电磁灶过热自动保护，发生异常就会自动断电，杜

绝了明火隐患。2016 年 6 月，芜湖市镜湖区出台了《镜湖区火锅餐饮场

所气改电实施方案》，要求全区范围内火锅餐饮场所停止使用瓶装液化石

油气，改用电磁炉。项目实施半年来，区内 20 多家气改电的火锅店干净

又安全，受到市民们的青睐。

稻谷烘干实现煤改电

国网宣城供电公司因地制宜，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宣传推广稻谷烘干煤改电

技术，以电力带动机械传输，经过杂物筛除、烘干等环节直接入库存储，

与燃煤相比，节能减排优势明显。2016 年，该公司在全市成功推广电能

替代项目 108 个，增加替代容量 21 万千伏安，年替代电量 3.55 亿千瓦时，

减少 11 万吨标准煤消耗，减排二氧化碳 33 万吨。

减少

103万吨

标准煤消耗

减排二氧化碳

312万吨

替代电量32.96
亿千瓦时 减少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
污染排放

14万吨

2016年，共完成

替代项目1496个

例
案



18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 绿色发展报告

能效管理助力降耗

公司强化以能效管理为核心的节能服务体系建设，组建专业的节能服务

公司，挖掘节能潜力和重点节能技术方向，开展用户能效咨询、诊断服

务和节能减排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港口岸电落户淮河沿岸

2016 年 11 月 22 日，安徽省首个港口岸电示范项目在六安市霍邱县周集

港码头建成投运。以往，沿河各码头龙门吊、靠岸船舶用电主要靠柴油发

电机供电，影响、破坏淮河流域自然生态。该项目设计安装三个低压一体

化岸电桩，能够同时满足 18 艘船舶靠岸期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可实

现年替代电量 20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89 吨。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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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改革引导绿色生活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认真做好节能减排电价、差别电价和居民

阶梯电价的实施。对于采用热泵技术等电能替代项目执行优惠电价，推

广节能型再生资源的应用，引导人们选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安徽最大地源热泵小区乐享电价红包

地源热泵技术利用地球表面浅层资源作为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与传统供

暖相比，减少 70% 污染物排放，绿色环保。芜湖市东方红郡小区是安徽

最大地源热泵小区，有专表计量执行热泵电价，每千瓦时能得到 0.056 元

的电价优惠红包，这意味着小区可省下大笔电费。2016 年 7 月，因执行

热泵优惠电价，该小区当月少交电费近 2 万元。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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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你的参与

推动电动汽车发展

服务美好家园建设

21

23

我们的承诺  打赢蓝天保卫战26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积极履行环保低碳责任，持续加大电动汽车推广应

用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充电服务网络。推进

资源循环再利用，与全省人民共同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共建

美丽生态宜居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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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

2016 年，公司持续加快电动汽车配套充电设施的覆盖，在京台、沪渝、

沪蓉等高速公路投运 126 座服务区快充站，在城市开设电动公交车充换

电站。目前，全省共建成各类充电站 187 个，已投运充电桩 3183 个。

推动电动
汽车发展

“保姆式”服务助力电动汽车发展

“我老伴儿特别容易晕车，听说咱淮北新上了电动公交车，今天和老伴儿

专门来试试！感觉很平稳，也没有噪音，老伴儿也不晕车了，以后我们老

两口买菜方便喽！”2016 年 9 月 1 日，在淮北市海宫菜市场公交站台下

车的李大爷高兴地说。国网淮北供电公司积极对接电动汽车运营企业，主

动上门了解用电需求，开辟电动汽车绿色通道，建立重点项目跟踪机制 ,

以“保姆式”贴心服务为电动汽车提供电力保障。

电动汽车跑高速没电咋办 

目前，安徽省内建成覆盖全省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城际快充网

络，在合肥、芜湖建成覆盖核

心城区的充电网络，各类充电

站完成建设并接入车联网平台。

在高速路服务区及节点服务区，

电动汽车车主只需要用手机扫

一扫二维码，不到 1 个小时车

辆就完成了充电。以某品牌电

动汽车为例，续航里程达到 300

公里。全方位覆盖的高速公路

城际充电网络和先进的电动汽

车电池技术，让您驾驶电动汽

车出行无忧。

小 贴 士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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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互联网 +”充电服务

公司高效运营的“车联网”平台，实现了充电运营、运维检修、客户服

务的全天候实时监控，运行效率有效提升。开展“电动汽车江淮行”主

题活动，倡导绿色出行的同时彰显社会公益。

立体化充电网络服务绿色出行

合肥市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试点城市之一，目前累计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约占全国总量的 8%。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初步形成了覆盖公

交车、出租车、私家车的立体化充电网络。截至 2016 年底，该公司总计

完成充换电业务约 36.74 万次，充换电量 6096.76 万千瓦时，服务车辆行

驶 10088.53 万千米。

电动汽车充电卡怎么用

国网电动汽车充电卡具备充值、

充电、消费、冻结、解冻、补

写、查询等功能。使用时，用

户需要两次刷卡。第一次刷卡，

按照提示步骤进行操作开始充

电。充电结束后，第二次刷卡

完成扣费。此外，电动汽车用

户还可通过“e 充电”手机 APP

扫描充电桩二维码在全国多个

省市便捷充电。

小 贴 士

例
案



23期待你的参与

资源回收远离污染

当前，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特别是一些地区严重雾霾频发。公司积极推

进资源循环再利用，探索废旧物资处理新方法，减少污染物和废气排放，

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服务美好
家园建设

绿色环保处置废旧物资

公司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先，兼顾处置效益，对废旧物资实行分类处

置。对废旧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和废旧 PC 机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强化回

收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和废弃电器电子回收资格审查，依法监管实施危险

废物的储存、销售和转移，严控环境污染风险。2016 年，组织废旧物资

网上竞价 12 批次，销售金额 9225 万元。其中，处置废旧蓄电池 6090 只、

116.91 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4682 台（套）。

组织废旧
物资网上竞价

12批次

处置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

4682台（套）

处置废旧
蓄电池

6090只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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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连万家、共享电气化

公司充分发挥电网资源优势，探索多方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引导

社会力量，推出“电网连万家、共享电气化”主题活动。2016 年，公司

开展为期 4 个月的“购电器，送电费”活动。活动覆盖全省 175 个家电大

卖场，进驻 2719 个村镇，累计推动家庭耐用电器销售近 190 万台，厂商

送出电费充值卡和电费红包金额 4397 万元，签约开通“掌上电力”和“电

e 宝”手机 APP109 万户。同时，还为客户提供“电力义诊”、智能电管

家等便民举措和增值服务，让绿色用能理念更深入人心。

什么是供电客户经理

供电客户经理是供电辖区范围

内优质服务“首问负责制”责

任主体，对所管辖台区内用电

客户实施“一对一”综合服务，

保持与客户的日常联络，及时

发现和协调解决供用电问题，

为客户提供用电政策宣传、现

场业务受理、电费查询及科学

安全用电引导、特殊群体延伸

服务、停电信息等服务。

绿色用电共护蓝天

公司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发挥客户经理和共产党员服务队作用，开展各

类绿色用电主题活动，凝聚社会合力，共同为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的绿色江淮而努力。

小 贴 士

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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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怎样用电更安全

首先，不要购买使用“三无”

的假冒伪劣低压电器和家用电

器，家中的配电设施至少每三

年要维修一次。其次，电器用

完后，除关掉开关外，还应把

插头拔下，避免电器长期处于

“待机”状态，不仅浪费电能，

还会导致电器被过电压击穿烧

毁，甚至引发火灾。此外，不

随便移动带电的家用电器、不

用湿手插拔电器插头、不用湿

布擦抹带电的电器都能让我们

用电更安全。

居民怎样用电更省钱

当晚上 10 点至次日早晨 8 点的

用电量是白天用电量的八分之

一以上时，使用分时电价可以

更省钱，否则不建议使用分时

电价。目前，国家按照“先分

时、后阶梯”的办法计算电费，

年累计用电量在 2160 度以内，

按现行分时电价政策，不执行

加价，超过部分的电量执行阶

梯电价。

居民怎样用电更节约

节约电能不仅是为节省费用，

更是为了节约资源，造福子孙

后代。节约用电在首选节能电

器的前提下，每次关闭各种电

器后把插头拔掉也是重要节电

手段。同时，经常保持电器的

清洁，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它们

工作的“积极性”。

小 贴 士 小 贴 士 小 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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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公司将继续

发挥央企表率作用，以建设坚强智能电网为中心，进一步优化

能源配置平台，继续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破解经济发展的资源

和环境制约，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全力服

务美好安徽生态建设。

我们的承诺
打赢蓝天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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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2017年底，线

损 率 降 至 7 . 2 0 % ，

降低线损节约电量

2.54亿千瓦时。发

电权交易电量31.7
亿千瓦时。电能替代

电量 39亿千瓦时。

推进全面节能

预计到2017年底，我

省清洁能源机组并

网容量将达到1115
万千瓦，发电量225
亿千瓦时。

服务清洁能源发展

预计2017年全年消

纳清洁能源减排量

2130万吨、降低线

损减排量24万吨。

推进二氧化碳减排

预计到2017年底，累

计建成充换电站277
座、充电桩3791个。

推动电动汽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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