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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系统阐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蓬莱市供电公司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

意愿、行为和绩效

声    明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蓬莱市供电公司努力保证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实质
性和平衡性，坚持以系统阐述公司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完整逻
辑为标准，界定报告内容范围；我们保证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
性，希望通过发布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各界
加强沟通，增进信任，形成可持续发展共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的综合价
值创造潜力。

2017年12月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蓬莱市供电公司2007-2017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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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量 19.52 亿千瓦时

电网最大负荷为 345 兆瓦

输配电线路总长

2261.2 公里

220 千伏变电站 3 座

公用 110 千伏变电站 11 座

35 千伏变电站 12 座

主变容量 1138.6 兆伏安

台区总数 1439 个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成立

于 1979 年，现有职工 396 人，

属国家中 I 型企业。公司下设 7

个职能部门、2 个业务支撑实

施机构和 10 个供电所。2017

年，完成售电量 19.52 亿千瓦

时 , 电网最大负荷为 345 兆瓦。

蓬莱境内现有 220 千伏变电站

3 座，公用 110 千伏变电站 11

座，35 千伏变电站 12 座，主

变容量 1138.6 兆伏安，台区总

数 1439 个，输配电线路总长

2261.2 公里。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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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建设“四个

蓬莱”的总目标，着力抓发展、保安全、提服务、惠民生，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提

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公司先后荣获蓬莱市先进集体、蓬莱市经济发展先进企业、蓬莱市和谐

文明企业、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2017 年度先进单位和先进基层党委、国家电网公司文明单位等荣

誉称号。

 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  颜京忠

总经理致辞

压同比降低 46.7%、59.09%、40.42%。出色

完成台风“海棠”抢险任务，蓬莱市委书记杨原

田高度赞扬电力铁军精神，批示在全市范围内宣

传学习。公司圆满完成十九大保电稳定服务以及

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保电等艰巨

任务。

这一年，我们精准规划，电网建设高效推进

高质量完成《蓬莱市“十三五”配电网规划

报告》滚动修编。率先促成烟台公司与蓬莱市政

府举行战略会谈并签署合作协议，成功将蓬莱电

网发展规划纳入地方发展综合规划。超前完成机

井通电、中心村和贫困村电网改造任务，共覆盖

215 个村，解决通电问题机井 1869 眼，惠及农

田 10.6 万亩。10 千伏蔚河 I、II 线新建工程获

得国网公司配电网“百佳工程”。积极推进蓬莱

海上风电检测基地建设，配合市委市政府将蓬莱

海上风电研发检测中心项目成功列入 2017 年省

政府重点项目，推动海上风电技术联合实验室由

培育建设转向正式建设，该项工作得到了省公司

和市委市政府等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这一年，我们创新举措，优质服务持续提升

深化“彩虹 心服务 新价值”主题活动，抢

修平均时长缩短至 36.8 分钟，95598 业务工单

同比减少 36.43%。完善大客户经理制，先后主

动向市委市政府汇报、走访园区大用户 70 余次。

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加快业扩报装进度，

验收高压客户 159 户，增加容量 9.2 万千伏安，

同比增长 4.5%。牢固树立“不停电是最好的服务”

理念，开展不停电作业 1897 次、“零点检修”7

次，增供电量 542.85 万千瓦时。推进电、水、气、

热的远程自动采集，超额完成“多表合一”接入。

大力推广“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全年完成电

能替代 8550 万千瓦时。

这一年，我们相融共进，“三个建设”成果

丰硕

把学习宣贯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领导班子带头讲好“第一课”，举办各级党课、

学习研讨 100 多场次，公司被评为烟台市先进

理论学习实践基地。强化“两个责任”落实，中

层干部全面应用党风廉政建设履职手册。持续抓

好“四风”整治和廉洁警示教育。公司被烟台市

人社局授予“烟台市技师工作站”。“磁力线”

和“虹之舞”创新工作室分别荣获市公司“十大

创新团队”和“A 级优秀创新工作室”。“朝阳”

志愿服务队获得省、市、县三级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我们将在市委、市

政府和省、市公司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市

中心工作，加快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全面提升供

电服务水平，积极争当服务蓬莱经济社会发展的

排头兵，为我市发展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一年，我们严抓严管，安全生产保持稳定

局面

加大电力设施保护和输配电线路通道治理力

度，修剪树木 3200 余棵，拆除违章建筑 4 处，

输配电线路跳闸同比下降 50% 和 9.1%。公变

台区综合治理成效显著，重过载、低电压和过电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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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建设
统领全局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以党的建设统领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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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以党的建设统领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
一切的

公司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党建工作。

党委理论中心组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切实发挥好党委引领示范作用。

既要当好新时代 更要当好新时代

“追梦人” “答卷人”

蓬莱公司党委认为必须要发挥党委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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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以党的建设统领全局

应用山东省“灯塔 - 党建”在线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编制印发《党组织工作一本通》

一个
模板

一个
标准

一个
平台

实现对各党支部统一管理

运维检修部党支部荣获国家电网公司电网先锋党支部。开展党员积分制管理，使

党员考评由“模糊考评”变为“数字考评”，“考”出党员自尊心，“评”出党员荣

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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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以党的建设统领全局

找准党建与业务工作的结合

点，深化“党建 +”重点项目建设。

在各业务领域分别开展“党员身边

无违章”、“亲情服务我先行”、

“攻坚克难当先锋”等主题实践活

动，真正加出创造力、加出凝聚力、

加出战斗力。

 
强化“一岗双责”，深入开展廉政谈话和廉政约谈活动，发现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告诫，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深入开展“六网防控”协同监督工作

每季度召开协同监督工作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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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责任央企形象，全力
保障全市用电需求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树立责任央企形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需求

14 15



16 17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树立责任央企形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需求

2017 年，国网蓬

莱市供电公司坚决贯彻市委、

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四个蓬莱”建设总目标，着力抓

发展、保安全、提服务、惠民生，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产生活提供了坚强可靠的

电力保障。

出色完成台风“海棠”抢险任务

累计出动抢修人员 420 人次
车辆 85 台次

两学一做——蓬莱市委组织部对公司党建工作进行现场观摩

16



18 19

电力设施作为灾后恢复的第一项基础设施，得

到杨原田书记的高度赞扬，批示在全市范围内宣传

学习电力铁军精神；圆满完成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

奖全国杂技比赛、抗旱保电以及十九大等重要节假

日、大型会议活动保供电 60 余次。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树立责任央企形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需求

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与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授予公司

2017 年度山东省电力行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公司荣获蓬莱市

先进集体

经济发展先进企业

A 级纳税信用等级单位

2017 年蓬莱市政府民生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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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国家电网公司文明单位

刘家沟供电所荣获国家电网公司“五星级乡镇供电所”（全省仅 8 个）

公司 10 千伏蔚和 I、II 线新建工程第四次获得国家电网公司“配农网百佳工程”（全省仅 7 项）

依法治企微电影《情暖农家》荣获国家电网公司优秀作品奖

编制出版的《廉洁警示漫画集》荣获国家电网公司优秀提名奖

运维检修党支部获得国网公司电网先锋党支部

同比增长 64.98%

实现税收 1151.04 万元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树立责任央企形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需求

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公司党建经验被选树为蓬莱市党建典范，先后迎接 32 个科

局观摩学习。公司被评为烟台市先进理论学习实践基地，并作典型发言。公司被烟台市人

社局授予“烟台市技师工作站”，并被推荐为省级技师工作站。“朝阳”志愿服务队获得

省市县三级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公司艺术团圆满完成国网公司“送文化到基层”慰问演出，

成功承办烟台市“中国梦 • 党在心中”百姓宣讲活动，市委市政府领导对公司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

2017 年公司集体企业营业

同比增长 12.6%

实现税收 3933.54 万元

公司全系统实现税收 4544.58 万元

2017 年公司主业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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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电网发展，倾力服务
全市工作大局

加快电网发展，倾力服务全市工作大局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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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市“工业强市、旅游兴市、生态立市”

战略为引领，主动作为、靠前服务，首家促成蓬

莱市政府与国网烟台供电公司成功签署“十三五”

战略合作协议，“十三五”期间蓬莱电网将完成

投资 10.88 亿元，加快各级电网发展。2017

年完成投资 1.9 亿元，整体改造扩建 3 座 110

千伏变电站，对优化全市电网主网架和保障“双

招双引”项目快速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坚持“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的理念，主动服务我市发展战略和规划，加快推进各

级电网协调发展，为我市发展提供了坚强电力支撑。

加快电网发展，倾力服务全市工作大局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主动对接全市战略布局

工业强市

旅游兴市 生态立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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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改造中心村、机井通电和贫困村电网等惠民工程建设，超前超额完成为民办实事承诺，

助力市委、市政府全面打造“美丽乡村”。

加快一流配电网建设

机井通电工程覆盖 142 个村                         解决通电问题机井 1869 眼

惠及农田 10.6 万亩                                      中心村和贫困村项目共覆盖 73 个村

新建改造中低压线路 181.92 公里               台区 340 个、总容量为 64.6 兆伏安

农村户均容量提升至 1.90 千伏安                 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2% 以上

配网故障同比下降 10.2%

农村配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得到显著增强

加快电网发展，倾力服务全市工作大局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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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清洁能源消纳力度持续加大，风电并

网容量达 39.13 万千瓦，生物发电、垃圾发电

全 额 上 网， 验 收 光 伏 用 户 989 户， 并 网 率 达

100%。积极服务绿色出行，先后建成 6 座电动

汽车快充站、56 个直流充电桩。大力推广“以

电代煤、以电代油”，完成电能替代 8550 万千

瓦时，节约标准煤 3.4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8.5 万吨。全力推进“双招双引”项目落地，

先后到国家电网公司、鲁能集团、中国电科院以

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汇报协调工作 20 余次，

推动项目取得重要进展，配合市委市政府将蓬莱

海上风电研发检测中心项目成功列入 2017 年省

政府重点项目，海上风电技术联合实验室由培育

建设转向正式建设。

积极服务全市“蓝天白云”

加快电网发展，倾力服务全市工作大局

建成 6 座电动

汽车快充站

56 个直流充电桩

验 收 光 伏 用 户

989 户， 并 网

率达 100%

完成电能替代

8550 万千瓦时

节 约 标 准 煤 3.42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5 万吨

风电并网容量达

39.13 万千瓦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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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民生导向，全面提升
供电服务水平

突出民生导向，全面提升供电服务水平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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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大客户经理制度，建立大客户服务档案，对市属重点企业实行“点对点”服务，先后主动

走访市属重点企业 30 户次。成立了由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共同挂帅的市重点项目建设供电服务保障

指挥部，加强 33 项市重点项目供电保障，在龙烟铁路蓬莱站双电源送电、蓬栖高速、线路迁改、

绿洁新能源光伏电站、万寿儒园等重点项目供电保障过程中，供电公司克服资金紧、人员少、任务

重等困难，加班加点赶进度，按照时间节点圆满完成了各重点工程上电任务。

公司始终秉承“你用电、我用心”服务理念，以客户为导向，构建了面向客户、“一口对外”

的“大服务”工作机制，重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办电、用电和停电抢修问题。

公司再获全市行风评议公共服务第一名。

对全市重点项目实施“管家式”服务

突出民生导向，全面提升供电服务水平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以客户零感知为目标，按照“一停多用、综合检修”的原则，严格停电计划刚性管理，有

效杜绝重复停电、延期送电。严格“五个一”标准化抢修流程，完善抢修站点 12 个，配网故障

平均处理时间同比下降 26.5%。本着“能带不停、少停慎停”的原则，在全市开展零点检修和

带电作业 1504 次，减少客户停电 10.3 万时户。

最大限度降低客户停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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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配合做好我市符合省直购电条件企业的筛选申报工作，争取更多企业入选试点用户，减

轻企业用电负担。严格落实市场化交易政策，为全市共 16 家企业全年结算直接交易电量 3.85

亿千瓦时，累计为企业减少用电支出 637 万元。

突出民生导向，全面提升供电服务水平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推广支付宝、微信支付、网银等 12 种缴费

方式，掌上电力、电 e 宝等线上渠道实现注册超

过 5 万户，为客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渠道。开展

远程费控业务推广应用，累计推广用户 19.08 万

户，覆盖率 86.6%。推进电、水、气、热的远

程自动采集抄，完成 2218 户“多表合一”接入

工作。大力开展“台区经理制”宣传推广，张贴

台区、电表箱宣传贴 6.56 万张，实现对 21 万

电力客户全覆盖，使 5712345 电力服务热线知

晓率进一步增加，台区经理服务更加便捷。

大力实施“互联网 +”供电服务

积极服务我市企业减负

34 35



36

面向新时代，我们满怀期待；瞄准新目标，我们唯旗誓夺，蓬莱公司将在省、市公司和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党的建设为统领，提速争创新时代“四个最好”，为省公司走在建

设具有卓越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前列、服务蓬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017 年社会责任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