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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 2014 年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告系统总结了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

或“深圳能源”）2014 年度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情况，具体包

括安全责任、生产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等，旨在真实反映公司

2014年促进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  

  一、公司概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系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3 年 1 月，由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6

月）作为发起人而募集设立。1993 年 9 月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股票简称：深圳能源，股票代码：000027,是全国电力行业第一

家在深圳上市的大型股份制企业，也是深圳市第一家上市的公用事业

股份公司。2007 年 12 月 20 日，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公

开发行股票收购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和资产，实现了

整体上市，开创了国内电力公司整体上市的先河，公司的资产规模、

竞争实力得到大幅提升。2008 年 4 月 7 日，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更名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现有总股本为 2,642,994,398 股，其中深圳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1,264,000,517 股，占总股本的

47.82％，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61,161,106 股，占总股本

的 25.02％，其他股东持有 717,832,775 股，占总股本的 27.16％。 

深圳能源自成立以来，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科学选定战略方向，

坚持“安全至上、成本领先、效益为本、环境友好”的经营理念，强

化“清简务本、行必责实”的行为准则，优化治理、控制风险，保持

有效增长、创造国际领先，全力打造“责任能源、实力能源、环保能

源、和谐能源”。截至 2014 年底，深圳能源总资产 384.41 亿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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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11 亿元。截至目前,公司投产控股装机容

量达到 652 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所占比例为 42.65%。在大力拓展电

力主业的同时，深圳能源坚持最高环保标准，以垃圾处理产业为依托，

积极发展能源环保产业，目前已投产的深圳南山、宝安、盐田、武汉

新沟、福建龙岩等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日处理垃圾能力达 7,150 吨，

其中宝安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日处理能力为 4，200 吨，是目前国内规模

最大、标准最高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深圳能源现辖 20余家成员企业，

初步形成以电为主，能源环保等相关产业综合发展的战略格局，在产

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上树立起“绩优、环保、创新、规范”的良好形象。 

在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暨新领军者年会上，深圳能源被授予“全

球成长型公司”荣誉称号。深圳能源所属深圳宝安区老虎坑垃圾焚烧

发电厂二期工程 2014 年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经中国证监会

批准，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与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联合中国证券业协

会、中国基金业协会共同举办的“最受投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评选

活动中，深圳能源在 2,000多家 A股上市公司中脱颖而出，荣获“2014

年度最受投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百强奖”。深圳能源还先后荣获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内部审计先进集体、

广东省“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广东

省环境保护先进集体、改革开放 30年广东省功勋企业、深圳经济特区

30 年杰出贡献企业、联合国工发组织能源与环境促进事业国际合作奖、

联合国工发组织全球新型城镇化建设新能源示范企业、首届低碳中国

突出贡献企业、中国品牌绿色贡献奖、主板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最

佳战略决策董事会、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最佳行业领军奖、

公司治理优秀单位、深圳质量建设特别贡献奖、深圳市治污保洁工程

领导小组特别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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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理 

深圳能源遵循上市公司治理规范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健

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局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有效制

衡、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机制，促进公司决策和执行的规范高效运作，

不断将优秀的公司治理实践制度化，注重股东价值回报，股东治理、

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等六

个治理维度均处于较高水准。维护债权人、员工、供应商、社区等利

益相关者的权益，提升公司整体价值。公司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

高质量完成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连续六年被评为信息披露优秀（A 级）

单位。公司坚持稳定的分红政策，通过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给投资者

带来长期回报，上市至今 21 个会计年度有 19 个年度进行现金分红，

三次公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0.88 亿元，历年现金分红共计人民币

49.94 亿元。2014 年实施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占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45.47%。 

2014 年，公司持续深入开展对标管理、岗位研究创新、全面预算

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管理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经营决策

效率和公司治理水平。 

（一）创新对标管理 

2014 年，公司在持续开展专项对标工作的基础上，创新地以开展

岗位微创新和专项课题研究为抓手，推动实施岗位对标和岗位创新，

重点推动改善成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成本控制、节能环保等领域指

标 44 项，并对部分微创新项目进行扶持，对已实施项目进行评审评奖，

积极推动对标工作落到实处。公司总部及所属企业全年共开展课题研

究 35 项，选题范围涉及公司及所属企业产业发展、资本运作、生产管

理、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燃料采购、成本研究、内部管理、文化理

念、对标管理等方向。公司所属各企业共收到员工申报的微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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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800项，有力提高了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 

（二）加强预算管理 

公司通过进一步加强全面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和预算管理责

任体系，做到全员参与、层层把关、逐级负责。强化预算执行的刚性

约束，着力提高管控能力,确保经营活动各要素围绕经营预算目标，投

资活动各环节根据资本预算安排，通过 ERP 系统动态、实时控制，杜

绝成本费用预算外开支。跟踪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将预算执行差异率

与业绩考核评价紧密挂钩，有效促进年度经营目标的完成。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换挡，经济结构调整处于阵痛期，为

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影响，资金市场流动性收缩，利率中枢上升且波

动幅度较大，企业融资环境严峻。在此不利局面下，公司积极开展金

融创新，多元化融资品种结构，拓展融资新渠道。首次完成 120 亿元

超短融注册，并成功发行两期；探索开拓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强化

所属企业资金集中度和扩大归集面工作，统筹协调公司内、外部金融

机构信用资源，在保障生产建设资金需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资

金沉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优化风控管理 

公司进一步拓展以风险为导向、以控制为主线、以治理为目标、

以增值为目的的内部审计模式，通过内审和风控两条主线全面深入地

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与咨询服务功能。加强事前预测和防范，

开展年度风险辨识与评估，确定公司重点管控的风险点，制定了重大

风险管理策略和应对措施，并在公司经营班子中进行了明确分工，加

强监督和考核；持续开展内部控制有效性和重大风险管控情况自查及

现场检查工作，提出内控优化建议。公司全年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情

况良好，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无重大风险损失事件发生，风险

总体处于受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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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安全生产责任 

2014 年，深圳能源及所属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责

任性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发生危及电网安全运行

的事故及电力安全事件，保持了稳定的安全生产局面。 

（一）落实安全责任 

认真开展“八打八治”和集中安全大检查活动，加大隐患排查力

度，实施隐患分类分级管理和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加大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督查力度,全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一岗双责”和

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公司各电厂加强检修值班力量，严格按照“重

大缺陷处理不过夜”的原则，及时消除机组各种不安全的因素，确保

机组安全可靠运行。 

新订安全生产专项考核制度，修编电力生产事故调查规程，推行

安全事件说清楚制度。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河源电厂、东

部电厂取得了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认证，妈湾电力、沙角 B

厂、环保公司取得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认证。积极创新安全

管理和安全考评机制，东部电厂获“NOSA”四星认证，河源电厂获“NOSA”

三星认证。 

（二）开展安全教育 

公司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素质。利用视频会议系统组织公司员

工开展“三防”预案桌面演练，协调、检验公司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

组织员工参加深圳市安全教育基地培训和应急消防疏散演练。 

（三）完成生产任务 

公司积极开展电力生产专项对标工作，规范公司检修管理、外包

管理，建立电力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研究制定安全、环保、节能和

检修等电力生产专项绩效考评方案，不断提升电力生产精细化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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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产指标完成情况良好。2014 年，公司累计实现上网电量 241 亿

千瓦时，完成垃圾处理量 252 万吨。 

四、公司环境保护责任 

深圳能源从创立伊始就自觉地把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并将其融入企业的核心理念之中。面对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及国家对能

源企业环境要求的新变化，公司立足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强化

绿色环保特色经营，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完成了 2014年度节能减排和

治污保洁等各项环保任务。 

（一）承担环保责任  

公司在发展中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主动承担环保责任，推

进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努力创建节约环保型电力企业。2014

年，公司节能环保目标全部实现，全面完成了省、市政府下达的专项

环保任务，完成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各项环保指标，实现无超标

排放、无行政处罚、无环境污染事故，未发生违反国家环境法律法规

的情况。燃煤机组脱硫旁路全部取消，脱硫效率、脱硫投运率创历史

新高，脱硫设备平均投运率达到 100%，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下降约 944

吨，创历史新低。脱硝系统运行稳定，并随着妈湾电厂#3 机组低氮燃

烧器的改造完成，燃煤机组全部实现了采用低氮燃烧技术，氮氧化物

年度排放量达历史最低，同比降低约 4,890 吨。2014 年，公司完成二

氧化硫绩效值约 0.13 克/千瓦时，氮氧化物绩效值 0.21 克/千瓦时，

处于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妈湾电厂深度脱硫、深度除尘等深圳市治污

保洁项目顺利完成。  

2014 年，公司所属各垃圾发电厂机组设备状况良好，无害化、资

源化地处理城市生活，全年累计处理生活垃圾量约为 252 万吨，完成

任务目标 126%,为城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落实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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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公司环保任务依然繁重，面对电厂检修窗口、施工队伍、

施工场地、设备采购等方面的许多困难，公司周密组织、精心安排，

全力以赴推进工程进度，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公司进一步挖掘节能潜力，加大节能技改力度，开展汽轮机、锅

炉烟风系统改造节能、环保设施节能、辅机系统优化运行、小指标管

理等专项活动，加大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和更新改造力度，全面开展环

保设施升级改造工作，燃煤电厂深度脱硫、深度除尘（含 PM2.5控制）

工作全面展开，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台机组的改造工作。 

（三）发展清洁能源 

2014 年，公司持续加快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及水电等清洁能源

项目建设，新能源项目捷报频传，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风电方面，成功收购江苏高邮 4.8 万千瓦项目和河南鹤壁 4.8 万

千瓦项目；太阳能发电方面，成功收购江苏大丰 4.6 万千瓦项目，自

主开发的安徽泗县 2 万千瓦项目、甘肃武威 2万千瓦项目、山东滕州 2

万千瓦项目、内蒙古满洲里 1 万千瓦项目、内蒙古奈曼旗 1 万千瓦项

目、江苏邳州 1 万千瓦和 0.6 万千瓦项目、江苏淮安二期 0.4 万千瓦

项目陆续获得核准或备案；水电方面，以较低成本成功收购四川共和、

磨西和广西拉纳、懂托 4个水电站合计 11.9万千瓦装机，实现公司水

电“零”的突破。 

五、公司员工责任  

深圳能源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严守劳动法规，重视岗位培训和员

工成长成才，充分发挥职代会、党群组织作用，尊重和保护员工的各

项合法权益，认真听取员工心声，公司和员工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劳动

关系，促进了公司和谐稳定发展。 

（一）保障员工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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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积极规范劳动用工管理，构建多层次的员工关

系管理体系，贯彻执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关系与劳

动合同管理机制，逐步加强对劳动用工的监管、督促与检查，员工劳

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100％。 

公司充分发挥职代会、党群组织作用，建立职工监事选聘制度，

维护员工民主权利，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各项工作。对工资、福利、劳

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劳动合同签订等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事项，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议等形式听取职工各方面的意见，关心和

重视员工的合理需求，强化了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员工积极参

与公司管理，关注公司发展，与公司休戚与共。 

（二）实施激励措施 

公司建立健全了包括薪酬体系、激励机制、绩效考核等在内的现

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保障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严格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与绩效考核并重的原则进行薪酬支付，

无违规现象发生。按照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为员工缴纳了社会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建立了住房公

积金账户和企业年金计划，让员工分享公司发展成果，激发了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的健康安全，所属各企业均建立了员工健康安

全保障机制，每年进行全员健康体检，并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源工

作的员工进行专项体检。依托由公司出资和员工捐款共同设立的“送

温暖基金”，及时为遭遇病困的员工及家庭送上关怀和温暖。建立关爱

档案，注重日常扶助和重大疾病救助相结合、物质扶助和精神慰问相

结合，确保帮扶员工机制常态化多样化。 

（三）提升员工素质 

公司提倡“全员培训，终生培训”，全力打造学习型组织。开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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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培训，努力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通过多样

化培训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履职能力，提升专业技术人员

的技术水平。依据公司人员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后备人才选拔培养机

制，推行员工内部讲习，促进员工学习和交流；推进内部培训师队伍

建设，加强培训评估管理与成果交流，全面提升培训管理水平。 

（四）创造发展机会  

公司注重为员工搭建成长平台，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开展

《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建设》专项课题研究，努力探索员工岗位成才、

技术成才的多通道发展途径。根据公司所处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造

就培育战略管理型、职能管理型和专业技术型“三支人才队伍”，加强

“研究型人才”、“技术领军人才”等新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着力营

造人才培育、人才发现、人才任用和人才激励的良好机制，强化代理

人意识、责任意识、市场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一批批优秀人才陆续

走上不同领域的关键岗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六、公司社会公益责任  

深圳能源一直认为，企业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要怀着

感恩的心来回馈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多年来，公司通过捐资助学、

抗震救灾等各种形式，不断向社会困难群体奉献爱心，累计为社会公

益事业捐资上千万元。 

（一）营造爱心文化 

2014 年，公司成立了能源志愿者服务队，员工广泛参与，现共有

847 能源志愿者。与深圳天使家园共同开展了“用爱点亮星空”天使宝

宝关爱系列公益活动，重点关爱深圳市脑瘫患儿群体。组织志愿者和

400 余名天使宝宝和家长观看公益影片；开展“点对点捐献爱心物资”、

“点对点服务”、“天使宝宝生日会”、“关爱天使宝宝”专题讲座

等公益活动，让爱心温暖脑伤儿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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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承环保理念 

2014 年，公司加强对环保理念和公司环保公司的宣传，在妈湾电

厂、宝安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河源电厂组织开展多次“开放日”活

动，邀请市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网民代表走进电厂，让他们实

地体验、感受电厂真实生产状况和清洁生产过程，了解电厂环保指标

的真实排放水平，使更多的市民能够以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对待

燃煤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生产运行以及扩建问题，更上市民切身

体会到公司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显著成

绩。 

公司所属企业也开展了丰富多次的环保宣传活动，如“修理小家

电，宣传节能环保知识”志愿者活动、“社区环境日宣传活动”等。

同时通过内刊、内网和外部新闻媒体进行低碳环保主题宣传，将低碳

环保理念植入到员工心中，在社会倡导低碳环保的公民意识、责任意

识，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改进环境质量不懈努力。 

 

2015 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深圳能源将继续坚持绿色环

保特色经营，争做全国低碳清洁电力供应商的领跑者；做强做大能源

环保产业，争做城市固体废物综合解决方案的技术提供商和投资商。

坚持“科学发展、低碳发展、创新发展”，实现企业社会价值和经济效

益最大化，为股东创造长期丰厚的价值回报。关心爱护员工，追求企

业与员工共同成长，努力构建和谐企业。认真履行节能减排义务，积

极从事环境保护和公益事业，努力把深圳能源打造成为受社会尊重，

具有市场竞争力、科技创新力、价值创造力的卓越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