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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管理篇 

中心绩效会对全年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做出系统部署 

3 月 5 日，中心召开季度绩效大会，将社会责任管理工

作作为中心全年重点工作之一进行了系统部署。会议明确了

2018 年度中心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将从管理推进和业务融合

两大层面入手，并通过激烈讨论梳理出目前社会责任管理存

在的五大重点问题：理念理解与应用不深、全员参与程度不

足、自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有效的品牌传播和推广

机制、社会责任管理理念及方法尚未完全融入中心运营核心

难点及重点工作之中。下阶段，中心将制定针对性的完善措

施，并落实好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及时间节点要求，加强沟

通衔接、提高工作质效、严控节点、按期督办，保质保量完

成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充分发挥好社会责任管理对中心运营

的推动和提升作用。 

 
图：中心绩效会对社会责任工作做出系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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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开展新时期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培训 

4 月 9 日，省公司外联部主任周幼宏、责扬天下社会责

任管理专家殷格非到中心调研指导，并对中心领导班子、各

部门负责人、社会责任联络员开展题为“新时期社会责任管

理实践”的主题培训。殷格非从“溯源：理解社会责任”和

“躬行：社会责任管理”两大方面对社会责任的内涵、管理

理念、管理方法等做了具体解析，并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形

象阐述了“各有所求、各有所能、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各

有所进”的“五个各”社会责任管理思想。此次引入外部专

家对中心社会责任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培训，加深了中心全

员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认识，也为中心持续开展社会责任管

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下阶段，中心将积极邀请更

多专家学者到中心开展社会责任管理指导与交流，推动中心

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再上新台阶。 

 

图：参观中心社会责任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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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开展社会责任管理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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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编制完成 2018 年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提升方案（讨

论稿） 

4 月下旬，中心在省公司指导下，编制完成《国网湖南

供电服务中心2018年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提升方案（讨论稿）》

（以下简称《提升方案》），《提升方案》针对绩效会明确的

五大问题，制定了具体的完善措施，并明确了责任主体及时

间节点要求。 

开展前沿探索研究。针对“对‘透明服务’理念的理解

与应用不够深入”的问题，中心将系统梳理国内外透明度管

理理论成果和先进企业优秀做法，完善“透明服务”的内涵、

外延，纵向挖掘其深度价值，形成《“透明服务”管理研究

课题》成果。 

加强社会责任管理团队建设。针对“社会责任管理全员

参与程度不足”的问题，中心将通过培养一支“懂”社会责

任的骨干队伍和一支能“讲”社会责任的内训讲师队伍，推

动形成中心社会责任推动和宣贯的专业团队。 

健全社会责任管理机制。针对“社会责任管理的自运行

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问题，中心一方面建立社会责任管理工

作简报制度，按月呈报省公司及国家电网公司；另一方面强

化社会责任管理考核，将“内部工作外部化、外部期望内部

化”落到实处。 

推进品牌推广与传播。针对“社会责任管理影响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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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形成有效的社会责任品牌传播和推广机制”，中心将编

制《责任品牌策划方案》、开展特色责任品牌活动，并进行

富媒体传播，使“透明服务”管理的责任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实施社会责任根植项目。针对“社会责任管理理念及方

法尚未完全融入中心运营核心难点及重点工作之中”的问题，

中心将立足实际业务工作，扎实开展问题查找和成因分析，

推进“五大工程”每个至少立项开展 1 个根植项目，深度将

社会责任管理理念及方法融入中心日常运营之中。 

《提升方案》的编制将有效指导中心社会责任管理工作

有序开展和顺畅执行，为中心社会责任管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打好坚实的基础保障。 

 

图：《提升方案》工作任务清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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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实践篇 

中心与 16 家县公司结对共建，共推服务提质 

为进一步加强营销队伍执行力、全面提高全省营销精益

化管理水平和客户满意度，中心持续推动“精益高效诊断”

工程实施落地。4 月 3 日，中心组织全省 14 个市州的 16 家

县级供电公司开展以“服务同心·管控同力”为主题的结对

挂点启动活动，重点聚焦管理穿透力衰减、人才培养、数据

支撑不足、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搭建“省级-县级”“零障

碍”沟通平台、专业人员“零距离”培养平台和典型服务经

验“零保留”分享平台，充分挖掘沟通的作用和价值，与 16

家县级供电公司共同探讨面临的实际问题、共享典型经验、

同谋解决方案，切实推进供电服务水平提升，为客户“省电、

省钱、省心”。下一阶段，中心将进一步细化具体举措，将

与 16 家县公司“结对挂点”工作落到实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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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 2018 年电能表及采集设备供应商座谈会 

为了进一步搭建公平、公正、公开的合作平台，中心持

续深化与供应商的沟通和交流。4 月 13 日，秉持相互合作、

共同进步的理念，中心邀请 57 家电能表、采集设备供应商

共同出席 2018 年电能表及采集设备供应商座谈会。会上，

参会各方对先进技术和优秀经验进行了交流与分享，并明确

了共建共享、和谐发展的合作目标和前进方向。此次会议，

为今后中心和供应商之间、供应商与供应商之间在技术革新、

管理提质等方面的相互沟通和协作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也为

全省计量器具的高质量供应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图：中心召开 2018 年电能表及采集设备供应商座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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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邀请主流媒体记者“走进来” 

3 月 16 日，中心邀请湖南日报、湖南卫视、湖南都视、

政法频道、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等一批主流媒体到中心参

观湖南首个电能计量器具全自动检定仓储一体化系统，就电

能表免费轮换改造工作向媒体进行介绍和答疑，向社会传递

“精准精细”的工匠精神和“阳光计量、透明服务”的工作

理念。此次活动，是中心持续推进“阳光智能计量”工程的

重要实践内容之一，也是中心达成“与媒体同步”履责目标

的核心工作之一。未来，中心将充分利用好“阳光智能计量”

工程的开放平台，不断深化中心在利益相关方心中“公平公

正、科学准确”的企业形象，一如既往为公众“放心用电、

无忧用电”保驾护航，为湖南“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增添

助力。 

 
图：媒体记者采访中心工作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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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影响篇 

中心迎接国网湖南电力各单位参观社会责任管理成果 

 2 月 12 日，在国网湖南电力的统一组织和部署下，中

心接待了全省各单位品牌建设工作分管领导及相关负责人

参观中心社会责任管理成果。中心详细介绍了三阶段的社会

责任管理历程，并将中心“透明服务”管理理念、“33456”

推进模式及亮点特色实践向各单位进行了详细讲解，这是中

心成为国家电网公司首批社会责任示范基地后迎接的第一

批参观者，也是中心积极推动全省各单位将社会责任融入企

业运营的有效尝试。未来，中心将充分发挥好示范基地的示

范推广作用，通过迎接实地参观和详细解说，将中心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深入推动“透明服务”与业务融合的成功经验

和做法传递给更多的系统内外企业。 

 

图：各单位参观中心社会责任管理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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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国网公司培训会上进行社会责任管理成果展示 

3 月 21 日，中心代表在国网公司培训会上做社会责任示

范基地交流发言。中心从社会责任管理历程、“透明服务”

主题实践和今后工作思路三方面，将中心社会责任管理推进

和实践成果以及上下联动、全员投入的积极状态，以讲解加

视频的形式展现在全系统内社会责任管理推进战线的同仁

面前。下一阶段，中心将整合多元化的可视化成果，通过富

媒体传播形式，将“透明服务”管理的先进理念、亮点实践

等进行广泛推广与传播，打造有故事、可传播、可感知的品

牌形象。 

 

图：国网公司培训会上展示社会责任管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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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编制完成社会责任示范基地综合手册 

4 月上旬，中心积极落实国家电网公司社会责任示范基

地联席会的工作要求，在国网湖南电力的指导下，编制完成

《国网湖南供电服务中心社会责任示范基地综合手册》（以

下简称《综合手册》）。《综合手册》分为五个部分，系统展

现了中心“透明服务”管理的环境基础、落地实践、亮点特

色、未来构想及阶段成果，详细叙述了“33456”推进模式

将“透明服务”融入中心业务运营的有效方式和路径。此外，

基于《综合手册》文字稿，已初步形成五套封面设计方案。

下一步，中心将正式进入《综合手册》的设计排版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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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计划篇 

序号 工作任务 时间节点 输出成果 

1 
开题《“透明服务”管理

研究课题》 
2018.05.25 

对标分析成果

文件 

2 
开展社会责任管理内训

（第一期） 
2018.05.20 课程 PPT 

3 
编制社会责任工作简报

（5 月刊） 
2018.05.25 月刊 

4 
优化《利益相关管理制

度》 
2018.05.20 

《利益相关管

理制度》 

5 
策划开展“5·20”计量

日特色观摩活动 
2018.05.20 

活动策划方案、

活动报道 

6 
形成《综合手册》设计成

果（送审稿） 
2018.05.30 

《综合手册》设

计送审稿 

7 
“五大工程”根植项目立

项 
2018.05.15 

根植项目立项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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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送：国网外联部；省公司外联部、营销部；中心领导 

抄送：中心各部门、单位                           留  存 

责任编辑：江榕 

电话：0731-89848552     邮箱：jiangr2@hn.sgcc.com.cn 

 


	推进管理篇
	中心绩效会对全年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做出系统部署
	中心开展新时期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培训
	中心编制完成2018年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提升方案（讨论稿）

	落地实践篇
	中心与16家县公司结对共建，共推服务提质
	中心召开2018年电能表及采集设备供应商座谈会
	中心邀请主流媒体记者“走进来”

	示范影响篇
	中心迎接国网湖南电力各单位参观社会责任管理成果
	中心在国网公司培训会上进行社会责任管理成果展示
	中心编制完成社会责任示范基地综合手册

	五月计划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