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十三五”规划全面实施的一年。国网枣庄供电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枣庄市委市政府和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决策部署，加强安全生产、推进电网建设、提升经营管理、推动改革落地、

坚持依法治企，努力服务枣庄经济社会发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新时代发展战略的开局之年。公司将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党的建设统

领全局，以安全为基础，以客户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电网发展，推动业务

和管理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效益，奋力争当新时代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

建设排头兵。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发布 《责任之光 点亮幸福新枣庄—服务枣庄经济社会发展2018》，

旨在展示公司紧密围绕枣庄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大局，以科学的社会责任观为指导，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和服务枣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追求综合价值最大化的意愿、

行为和绩效，并向各利益相关方公开承诺：公司将把社会责任管理全面融入业务运营的每

个环节，携手各方聚力新时代、勇担新使命、开创新征程，为建设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

枣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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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枣庄供电公司成立于 1962 年，是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全部直供直管的市级供电企

业，用电营业户数 171 万。现有 11 个职能部门，8 个业务支撑和实施机构，6 个客户服务

分中心及 1 个园区供电中心，47 个供电所。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枣庄电网目前拥有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112 座，变电容量

1191.78 万千伏安，输电线路 278 条、3385 千米，10 千伏及以下配网线路 3.04 万千米。

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国

家电网公司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连续六次获得全市行风评议公共服务类、综合排名“双

第一”。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ZOU JIN GUOWANG ZAOZHUANG
GONG DIAN GONGSI

走进 责任之光 点亮幸福新枣庄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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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意愿 公司定位

全球能源革命的引领者  服务国计民生的先行者
责任源于使命，始于战略

公司使命

推动再电气化  构建能源互联网  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电力需求

公司宗旨

人民电业为人民

电网发展理念

安全  优质  经济  绿色  高效

核心价值观

以客户为中心 专业专注 持续改善

企业精神

努力超越 追求卓越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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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

履责印记 2017

安全生产在持续整治中巩固

电网发展在持续攻坚中推进

服务品质在持续改进中提升

运营管理在持续深化中规范

队伍形象在持续争先中增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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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在持续整治中巩固 服务品质在持续改进中提升

电网发展在持续攻坚中推进

开展安全生产大整顿、基建现场反违章等专项安全行动

明确“九项重点”任务清单，编制 5 类风险控制策略

安全高效完成 732 项春秋检任务

全年到岗到位监督 3700 余人次，27 个工地、76 个班组实现“零违章”

出台《基建工程分包管理流程》等 7 项管理办法

成立公安电力警务联络办公室，严厉打击窃电和破坏电力设施行为

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全国“两会”等重大保电任务

《枣庄市城乡电网规划》顺利获得市政府批复

山东～河北特高压环网工程获核准

1000 千伏山亭变电站工程完成先行用地手续办理，全面进入“四通一平”施工阶段

500 千伏匡衡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枣庄电网主网架实现 500 千伏南北互供的历史性跨越

实施“12863”电网工程，累计投产线路 74.8 公里、变电容量 76.7 万千伏安

圆满完成 1.3 万眼机井通电和 141 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

深化配网“四项治理”， 10 千伏线路联络率提升至 92%

连续六年实现春节“零停电”

全市国有企业家属区框架协议签订率 100%

推进反窃电及违约用电专项治理，查处违约窃电金额 353 万元

累计完成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接入项目 11595 个，接入容量 264.68 兆瓦

启动城市核心区“三公里充电服务圈”建设，新建充电桩 120 个

智能交费推广突破 132 万户

电能替代项目 45 个，替代电量 3.2 亿千瓦时

“多表合一”累计接入 4.8 万户 , 连续六次荣获全市党风政风行风评议“双第一”

运营管理在持续深化中规范

队伍形象在持续争先中增强

扎实开展“三提竞赛·做最好”活动

6名员工分别荣获“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山东省首届“齐鲁工匠”“齐

鲁首席技师”、省公司“十佳服务之星”等称号

3 名员工在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竞赛中获得个人前三

4 个专业获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大讲堂”常规赛一等奖

6 门课程获省公司金牌课程

公司档案馆建成启用，智慧档案经验全市推广

1

2

3

服务品质在持续改进中提升

制定《枣庄市自供区及园区服务策略指导书》，编制专项配网规划和“一对一”服务策略

全省率先试运行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客户响应及时率 100%，业扩同比提速 10%

加快“全能型”供电所建设， 3 个供电所实现全年“零投诉”

3

物资采购计划完成率 100%

获评省公司法治企业建设指标最优单位

11 个班组和创新工作室荣获全国表彰

获得 30 项省级及以上创新成果，19 个 QC

小组荣膺国优、省优称号

深入实施十大提升工程

优质高效完成春夏秋冬 220 项重点工作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27 亿元

完成售电量 106.25 亿千瓦时

小区配套和电网建设转资位居全省前列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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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全面服务枣庄
新旧动能转换

2018 年，枣庄市提出

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深入实施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加快资源

型城市创新转型持续发展

步 伐，并 正 式 公 布 了《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

规划》，确定了枣庄市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主要目标。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创
新
持
续
发
展

主线 目标

深入实施 加快转型
   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

积极推进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 ,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三区统筹”，为乡村振兴提供示范；

积极推动机床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自动化，为装备制造产业提档升级提供示范；

积极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示范；

积极构筑彰显鲁风运河风采的文化生态经济走廊，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示范。

积极探索“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三链融合 ,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为煤化工产业提档升级提供示范；

基本形成资源型城市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经济质量优势显著增强，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智慧枣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成功创建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基本建成资源型城市创新转型持续发展示范区。

2028年
改革开放 50 周年时，基本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转高效，要素投入结构、产业发展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所有制结

构持续优化，市场活力充沛，发展动力强劲。全面建成智慧枣庄、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资源型城市创新转型持续发展示范区。

2035年
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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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行动 2018
责任之光

服务新时代枣庄经济社会发展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

为满足枣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公司聚力新时代争创最

好新征程，综合考虑公司发展实际，把握经济、社会和能源发展大势，坚

持以党的建设统领全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提供安全优质服务，促进清

洁能源消纳，助力乡村脱贫振兴，以实际行动为服务枣庄新旧动能转换和

幸福新枣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工作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 9.18 亿元

电网基建投资 7.4 亿元

开工 35 千伏及以上线路 60.48 公里

变电容量 45.6 万千伏安

投产线路 123.2 公里

售电量 108.5 亿千瓦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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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旗帜领航·三年登高”计划为抓手，找准党建

与生产经营、建设服务等工作结合点， 打造“领航型、融入型、卓越型、专

业化”现代企业党建工作体系，争当党的建设排头兵。

点亮“心”时代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一、以党的建设统领全局

落实“中央企业党建质量提升年”部署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编制党员教育培训计划，开展分类分众系统培训

探索“互联网 +”、行动学习等新模式应用，建立“线上 + 线下”党员教育平台

二、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完善党委、党支部、党员“三级九项”清单

落实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制度

印发党支部 7 项组织生活工作手册和“口袋书”

编制党员发展、党费收缴记实工作手册

规范供电所党支部运行和农电用工党员教育管理

高标准建设党员教育示范基地

三、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编制公司党建对标工作实施细则

制定三级对标指标提升方案

建立党建对标典型经验库

优化完善党建工作考评指标体系

健全常态督导考评机制

四、着力争创党建对标标杆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 19/20

实施“党建带专业”“支部 + 项目”

抓好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一队一品”建设

探索“台区经理 + 党员责任区”网格化服务新模式

五、推动党建价值创造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点亮“新”城乡
智能电网 照亮万家

公司持续推进1000千伏山亭特高压工程建设，有效缓解用电

紧张局面，满足枣庄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需要，为地方经济

腾飞增添绿色新引擎。该特高压工程建成投运后，公司将接纳外

来电能达到440万千瓦，可为枣庄市节省标煤消耗约830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2300万吨、二氧化硫2万吨。

电网连接能源生产和消

费，是输送转换电能利用的网

络枢纽。公司致力于建设新时

代坚强智能电网，坚持安全、

优质、经济、绿色、高效地电

网发展理念，科学谋划电网规

划，为新时代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支撑。

一、推进特高压工程建设

二、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三、科学谋划电网发展

四、推进“一流现代配电网”工程

推进 1000 千伏山亭特高压工程建设

完成 2018 年“十三五”电网规划滚动修编

加强项目储备与可研深度

完成 110 千伏燕山、天源扩建等 6 项工程可研

确保 110 千伏种寨、汇泉等 7 项输变电工程项目获得核准

年内实现 35 千伏及以上工程“3 项投产、7 项开工”目标

消除 3 座单线单变和 6 座 30 度角变电站供电薄弱问题

落实基建改革十二项配套措施

高标准建设南石、杨村新一代模块化变电站

完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相关权证办理

加快变电站“四通一平”进点施工加快

做好“五区一市”配电网滚动修编

打造 12 个标准化示范台区

确保山亭 18 个贫困村工程按期投产

确保 5 项工程入选国家电网公司、省公司优质工程

加快推进特高压“一站两线”及 500 千伏枣庄 ~ 金乡线路工程

电网基建投资 7.65 亿元

开工 110 千伏及以上线路 57.88 公里、变电容量 45.6 万千伏安

投产 110 千伏及以上线路 120.6 公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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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完成 214 个省定贫困村电网改造任务。

加快实施贫困村电网改造，实施全过程管控，确保工程顺利竣工

投产，让百姓早得实惠、早受益，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积极服务光伏扶贫项目，严格规范并网服务时限，严格落实精简

手续要求，进一步简化分布式光伏申请流程，深抓光伏并网服务“四

个关键节点”，提升并网和结算服务效率。

抓住能源消费绿色转型

机遇，加快构建以电为核心，

绿色高效、开放共享、合作

共赢的能源服务新业态，积

极争取环保限制、专项电价、

设备补贴等支持政策，为保

护枣庄绿水青山贡献力量。

2018 年，公司将大力推广

清洁采暖、电动汽车充电站

（桩）建设，为广大客户提

供更环保的电力供应。

五、保障安全可靠用电

整治线路“三跨”，消除 2 处跨高铁隐患

开展防异物、清鸟患等专项治理

严厉打击破坏电力设施行为

完成新滕线杆塔升高改造等工作

完成 536 台环网柜、2039 个通道防护警示桩、336 条电缆段治理

完成 511 个配电室标准化治理，配电线路故障跳闸率下降 25%

架设避雷线 140 公里，试点建设薛城工业园区、滕州东郭两个防雷示范区

完成 52 条线路联络改造、32 条拉手线路联络点优化

10 千伏线路联络率达到 100%
打造滕州西岗清洁采暖等 20 个示范项目

完成清洁采暖 1.5 万户

全年替代电量 3.6 亿千瓦时

新建 10 座电动汽车快充站和 160 台充电桩

构建城市核心区“三公里充电服务圈”

实行外委施工队伍积分管理，运检类投诉降低 20%

强化智能运检，推广智能电网运维管控平台

实施 14 座变电站“一键顺控”试点

实现 220 千伏线路及重要风险点可视化率 100%

无人机巡检铁塔突破 1530 基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点亮“欣”生态
绿水青山 美好家园

实施清洁能源替代行动

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加快 2018 年新建 10

座快充站项目，年底全部建

成投运。

充分挖掘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资源，

积极洽谈协商通过 PPP 模

式配建运营充电设施，对全

市城市公共充电设施配置力

量实现高效互补。

倡导绿色用电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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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提升供电可靠性和优质服务水平为主线，

整合运检、营销、调控等专业管理资源，持续深化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建设。

实施数据贯通和业务融合，打通供电服务各环节业务，破除专业

壁垒，集中开展客户服务相关业务，实现供电服务过程可观可控，力

争实现配网设备异常工况发现时长同比减少 30%，客户诉求处理时

间同比减少 30%，客户平均故障停电时间减少 15%，业扩服务时限

达标率、业扩协同规范率均达到 100%。

整合线上渠道服务资源，推广应用“网上国网”服务平台（一个

电 话 95598 热 线、一 个 网 站 95598 网 站、一 个 移 动 终 端 应 用

95598APP、一个微信公众号），实现全业务线上办理、全流程集成

融合、全环节智能互动，提供线上办电、购电交费、电子发票等方便

快捷的线上服务。加强客户服务大数据研究应用，根据客户需求偏好

提供“一对一”定制化、精准化的用电服务。

实施现代服务体系建设行动

实施改善供电所生产营业条件两年攻坚，推进 AB 级营业厅智能

转型，2018 年实现供电所营业厅“互联网 +”体验区设施配置到位，

打造 10 个“三型一化”供电所营业厅，自助业务办理率达到 90% 以上。

2018 年实现台区经理移动作业终端配置、应用到位，供电所综

合业务监控平台全面部署上线，实现与供电服务指挥平台和移动作业

终端的“两个贯通”，全面支撑网格化、片区化供电服务模式。

2018 年完成供电所台区经理、综合柜员岗位轮训，实现台区经

理星级评定全覆盖。台区经理全面掌握营配业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部分业务骨干掌握新型业务技能。

加强“全能型”乡镇供电所建设

公司主动对接枣庄市政府部署安排，围绕“智慧枣庄”“鲁南产学

协同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政府重点建设项目，

实施“高新区一企一策供电服务”“网络预约——零跑腿办电”“绿色港

口岸电”等多项特色履责实践行动，针对枣庄市高新区、滕州高铁新

区2个核心供电区域制定专项电力规划，对“两镇一谷一中心”近一千

个专变用户、小微企业开通绿色用电通道，制定差异化供电方案，保

障安全、可靠、高效供电，全面助力枣庄市产业升级转型。

对全市8个重点园区、98项重点项目明确服务专属客户经理，开

展“一对一”跟踪服务和包保服务，按照公司投资界面和接入标准，充

分应用业扩应急项目包，降低客户上电成本。

严格10千伏及以下客户工程“先接入、后改造”。按月发布变电

站间隔、公用线路和公共台区可开放容量。严格执行10千伏业扩停

电周计划工作要求，灵活采用带电作业、停电计划顺延 （非客户原因）

等方式，及时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停 （送） 电效率。通过加强客户工

程跟踪，对可一次性验收通过的项目，根据客户意向接电时间同步提

报停送电计划，具备条件的实施验收送电一次性办结。

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落实“互联网 + 营销服务”三年行动计划

公司结合企业自身业务运营实际，大力弘扬“奉献、有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以“红石榴计划”公益项目为依托，扎实开

展丰富多样的社会公益实践，努力以真情奉献社会，助力幸福新枣庄

建设。

争当优秀企业公民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点亮“馨”生活
智慧枣庄 连接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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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标

实施家庭共享电气化工程，服务绿色智能新生活

实施电动汽车畅行工程，服务低碳绿色出行

实施能效服务示范引领工程，服务新型能源消费市场

责任承诺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

E 实施光伏云网连万家工程，服务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

实施美丽乡村服务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保卫蓝天电能替代工程，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阳光扶贫攻坚工程，服务民生温暖乡村

实施供电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服务企业成长壮大

实施坚强电网建设工程，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实施“彩虹”心连心工程，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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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农村地区供电能力，2018年，完成山亭18个省定贫困

村电网升级任务，全市农村户均容量达到2.4千伏安；到2020年，全

面建成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坚固耐用的现代化农网，全市农村户均

容量达到2.5千伏安以上。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履责行动书

2018 为民服务十大工程

实施美丽乡村服务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1
2018 年，全网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100 万千瓦以上，完成“煤改电”

清洁采暖 1.5 万户，替代燃煤锅炉 100 台以上，实现替代电量 3.55

亿千瓦时。到 2020 年全网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196.7 万千瓦以上，

三年累计在能源消费领域实现电能替代 10 亿千瓦时以上。

实施保卫蓝天电能替代工程，服务生态文明建设2
2018 年完成 18 个贫困村电网改造任务，实现枣庄地区贫困村

电网改造完成率 100%，贫困户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电力保障达到

100%。完成 4 个（4 万千瓦）集中式扶贫光伏电站项目并网。到

2020 年，年均落实“五保户”及“低保户”用电补贴 350 万元左右，

全面完成电力行业脱贫攻坚任务。

实施阳光扶贫攻坚工程，服务民生温暖乡村3

延伸业扩电网配套工程投资界面，简化办电流程，配置 15 名政

企客户经理为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供电服务，实现大客户直接交易电

量 42 亿千瓦时以上。到 2020 年高、低压业扩客户平均接电时间年

均下降 15% 以上。

实施供电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服务企业成长壮大4
2018 年，全力推进 1000 千伏山亭特高压“一站两线”工程建设，

完成相关权证办理及“四通一平”进点施工，创造“无障碍”落地环境。

开工建设“11671”电网工程，实现年度“3 投产、7 开工”目标，

全面消除 30 度角问题。到 2020 年，全面建成一流配电网，城、农

网供电可靠率分别达到 99.99%、99.93%。

实施坚强电网建设工程，服务地方经济发展5
2018 年，实现全省城乡台区网格化服务全覆盖，客户平均故障

停电时间减少 10%，完成 10 个供电营业厅升级改造，电子化服务

方式覆盖客户达 45 万户，线上交费应用率达 60%，业务线上受理

率达到 90%。到 2020 年，全面完成营业厅转型升级工作，90% 以

上的用电业务实现在线办理。

实施“彩虹”心连心工程，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电需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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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服务十大工程
2018
ZOU JIN GUOWANG ZAOZHUANG GONG DIAN GONGSI

2018 年开展 6 场家电促销活动，促进居民家庭各类家电拥有量

增加 8 万台以上。到 2020 年，居民家庭各类家电拥有量三年累计增

加 29 万台以上，居民家庭畅享“绿色智能新生活”。

实施家庭共享电气化工程，服务绿色智能新生活7
2018 年新建 10 座快充站和 160 台充电桩，全面打造城市核心

区 3 公里快速充电服务圈，全市年充换电量达到 3000 万千瓦时。到

2020 年，累计建成快充站 62 座，充电桩 568 台，实现公共充电网

络全面覆盖，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设施服务半径小于 2 公里。

实施电动汽车畅行工程，服务低碳绿色出行8
2018年打造2个综合能源服务示范项目，全面推广应用能效数据

分析平台。到2020年，在各区 （市） 建成一批“理念先进、前景广阔、

效益良好”的综合能源服务示范项目，推进能效诊断及咨询服务常态

化开展。

实施能效服务示范引领工程，服务新型能源消费市场9
10 2018 年分布式光伏接入服务时限达标率达到 99.9% 以上，及

时做好自然人光伏购电费及补贴结算。2019 年力争实现上网电费、

光伏补贴按约定周期线上发放功能，进一步方便光伏客户。到 2020

年，形成光伏服务线上采购与报装、线下安装与接电的新模式。

实施光伏云网连万家工程，服务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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