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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1.开展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利益相关方访谈。为提高全面

社会责任管理水平，4 月 16 日，綦南公司启动了 2018 年度

利益相关方沟通工作，根据工作重点和沟通事项编制调研问

卷，召开社会责任工作调研启动会，对内外部利益相关方进

行了为期三天的访谈。针对内部利益相关方，访谈发展部、

党委组织部、安全监察部、建设部、党建部、调控中心、供

电服务指挥中心、运检部、綦江园区中心、营销部等 13 个

内部职能部室（车间）。针对外部利益相关方，分 5 类进行

访谈，共走访企业客户 4 个、村社 5 个、政府职能部门 5 个、

地方媒体 2 个和居民客户 6 个，调研对象选择特别注重针对

性，例如居民客户选择包含了征地居民、停电抢修客户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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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客户，企业客户选择了包含医院、燃气等公共服务企业和

长风锻造等地方支柱型企业。通过调研发现，公司整体履责

意识、态度、质量较前几年均有较大改观，但在社会责任融

入全面管理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下阶段将针对调研发言问题

进一步优化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年度工作计划。 

 

图 1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利益相关方沟通启动会 

 

图 2  内外部利益相关方沟通访谈情况 

2.编制年度利益相关方履责行动书。4 月初，綦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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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履责行动书编制工作，结合国网公司利益相关方划分和

綦南公司实际情况，研究分析利益相关方沟通现状，搭建履

责行动书框架。通过社会责任管理部门与公司领导、各部门

负责人沟通，社会责任专责与各部门联络员沟通，运用社会

责任的理念、工具、方法帮助专业部门梳理主要利益相关方

和工作流程，最终确定从政府、用户、社区、环境、员工、

媒体六类利益相关方出发，再征集各专业部门特色履责故事、

案例，挖掘各部门专业工作的薄弱点和改进方向，解决各利

益相关方的集中诉求，逐步构建起“綦”心点亮“綦”迹履

责理念。 

 
图 3  年度利益相关方履责行动书框架图 

3.开展 2018 年社会责任根植项目调研立项工作。4 月，

綦南公司经过调研论证、选题立项两个环节，准确定位 2018

年社会责任根植项目。调研论证阶段，收集分析公司的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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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报告和各专业的重点工作报告，根据国网公司根植项

目五个有利于的要素，梳理公司重点推动的、具有根植项目

潜质的工作，按照梳理的重点点对点与各专业部门进行交流，

党建部负责人与公司领导、各部门负责人沟通，社会责任专

责与各部门联络员沟通，对重点议题选项进行论证，提前做

好项目选题立项的前期调研工作。选题立项阶段，对照市公

司 2018 年“人民电业为人民——用心点亮重庆发展”履责

行动方案 6 个方面履责实践 18 项工作举措，采用重点部门

必报和其他部门选报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公司开展社会责任

根植项目立项申报工作，共征集项目 12 个。立项收集整理

后召开了立项讨论会，由党委书记牵头，逐一进行论证，兼

顾专业覆盖的多样性，确定上报议题，最终择优向市公司报

送项目 5 个，市公司选定 2 个，市公司未立项的三个项目作

为内部管控项目开展。 

表 1  2018 年社会责任根植项目立项情况 

工作任

务 
工作内容 

根植项目

名称 
内容概要 立项层级 

一、助力

基础设

施建设 

 

确保电网安

全运行 

多方参与

共建电网

运行风险

管控平台 

联合相关利益相关方，紧紧围绕 

“风险管控”这条主线，贯彻执行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安全生产方针，以“全面评估、

分类分控”为工作思路，以强化利

益相关方源头控制、过程管控为抓

手，依托安监一体化平台、安全卫

士手机 APP实行全过程管控，切实

提升电网运行风险管控水平，实现

安全生产的可控、能控、在控，确

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市公司项目 

二、服务

内陆开

推进现代服

务体系建设 

“零距离

感知”构建

进一步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供电服

务体系，打通客户服务“最后一公
市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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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高地

建设 

现代服务

体系 

里”的“最后一百米”构建“零距

离感知”构建现代服务体系。整合

故障抢修资源，划分网格开展工作，

构建低压网格化服务体系。推行客

户经理制度，打造高效协同的服务

前端，为客户提供便捷、温馨的“一

站式”综合服务。利用 “互联网+”

相关服务平台，推进信息数据共享，

实现客户服务的智能化管理与可视

化监控，全面支撑网格业务高效开

展。 

开展业扩报

装接电专项

治理 

基于线上

沟通的业

扩报装新

模式 

通过调研走访，建立客户半点需求

库，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建立重点

客户用电申请上门受理机制，大客

户经理客户需求上门指导客户提交

用电申请资料，全面推行园区客户

线上办电，努力实现客户高压业扩

办电等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加

强变更用电业务线上办电宣传，引

导客户积极通过线上办电办理变更

用电业务，实现变更用电业务“一

次都不跑”；对于集体企业承揽的受

电工程项目，建议实行业扩办电全

过程手续代办服务，提升客户服务

水平。 

自管控项目 

三、倡导

绿色低

碳生活 

 

消纳清洁能

源 

合作透明

构建孤网

小水电可

持续发展

方案 

针对供区现存的孤网小水电厂，即

由于历史原因小水电厂有独立自供

区，出现电厂经营困难，自供区内

供电可靠性差等问题，联合政府、

小水电厂、小水电自供区居民等相

关利益相关方，共同出台解决方案，

实现小水电自供区居民划转，解决

小水电厂经营困难，自供区电压质

量和可靠性差的问题。 

自管控项目 

四、搭建

用心沟

通桥梁 

响应社会关

切 

开展透明

共赢社会

责任沟通

活动 

以“綦心”点亮“綦迹”为主题，

总结编制社会责任故事集、项目集

和致利益相关方行动书，举办社会

责任沟通日，及时响应社会关切。

从服务客户实际出发，建设“社会

责任+全能型”供电所，形成与客户

沟通、交流的鲜活窗口。举办“走

进綦南电网”开放日活动，邀请政

府、厂矿、居民、媒体等利益相关

方走进公司，分层分级实施专项沟

自管控项目 



6 
 

通。 

4.参与重庆公司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培训。4 月 20 日，重

庆公司举办年度社会责任专题培训，来自 42 家基层单位的

社会责任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专责 120 余人参与了培训，綦南

公司作为国网公司社会责任示范基地，用半天的时间，分享

了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社会责任根植项目培

育经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工作主要从理念植入、能力提升、

沟通传播、绩效评价、管理工具、机制保障等 6 个方面分享，

社会责任根植项目培育主要从调研论证、选题立项、策划实

施、评价总结、改进提升 5 个环节进行分享，课间还进行了

问答互动。 

 

图 4  綦南公司参加市公司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培训 

二、员工履责实践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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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实施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推动綦南公司全体干部

员工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过程，为记录这个过程中公

司及员工的变化，我们每月开展一期“履责实践大家谈”活

动，邀请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员工，分享自己对社会责任

的理解和期许。 

电网建设是一个需要多方协同的过程，涉及到业主、施

工、监理、政府以及社会大众。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会更加

注重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权益。施工中的环境保护，占地赔偿

的公平性及实时性、电网建设与居住地的安全距离，每一位

用户的用电需求及安全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建设者的责任。

通过政企联动，以政府为主导，深入村社街道，与当地居民

开院坝会，发放电网建设知识宣传册，多次耐心讲解，打消

社会大众对电网建设的疑虑，扭转对电网建设排斥的心理。

作为一名电网建设者，每一座铁塔的组立，每一座变电站的

建成，都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自豪感，我们的使命就是让每

个人都能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更智能、更清洁的电网。 

——国网重庆綦南供电公司建设部   江华君 

三、月绩效跟踪考核情况 

2018 年 4 月，綦南公司将两项社会责任工作事项纳入公

司月度重点工作进行管控，经督促检查，各部门、业务实施

机构均按要求完成，未发生考核事项。 

表一 国网重庆綦南供电公司 2018 年 4 月重点工作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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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名称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考评细则 牵头绩效主体 责任绩效主体 

1 

全面社会责任

管理利益相关

方访谈 

目标：完成利

益相关方访谈 

任务：党群部

负责编制访谈

提纲并组织访

谈。各部门、

业务实施机构

负责配合参

加，提供真实

有效的信息。 

2018/4/20 

各部门、业

务实施机构

未按要求参

加访谈考核

该部门月度

组织绩效

500元。 

党建部 

办公室、发展

部、党委组织

部、安全监察

部、建设部、监

审部、党建部、

调控中心、供电

服务指挥中心、

运检部、綦江园

区中心、营销

部、物资部 

2 

2018年社会责

任根植项目立

项申报 

目标：2018年

社会责任根植

项目立项申报

任务：党群部

负责帮助选

题、收集汇总

项目资料。各

部门、业务实

施机构负责结

合专业工作申

报项目。 

2018/4/20 

各部门、业

务实施机构

未按要求申

报项目考核

该部门月度

组织绩效

500元。 

党建部 
各部门、业务实

施机构 

四、下月工作计划 

1.持续编制利益相关方履责行动书。根据搭建的行动书

框架，结合内外部利益相关方访谈调研情况，收集完善行动

书内容，形成初稿。 

2.开展社会责任根植项目推进会。社会责任管理部门帮

助专业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按计划指导实施项目，联合专业

部门评估项目阶段实施情况，并提供人、财、物等保障。 

3.召开“责任大家谈”主题活动。形成社会责任工作常

态交流机制，邀请社会责任根植项目团队分享工具和方法的

运用，挖掘身边社会责任人物和故事，提升全员社会责任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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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征集社会责任故事，编辑社会责任故事集。精选电能

替代、征地搬迁、业扩报装等有代表性的工作中发生的履责

故事，用员工自己的故事感染更多的员工主动履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