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社会责任根植重点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 电网的“骑迹”守护——创新电力设施防外破新模式
国网江苏电力

国网山东电力

2 “信息共享”的停电计划管理
国网江苏电力

国网重庆电力

3 多方协同探索公益服务“平台化”管理新模式

国网浙江电力

国网四川电力

国网安徽电力

国网湖北电力

国网宁夏电力

4 “一证通办”+“零证刷脸”办电新体验优化营商环境
国网浙江电力

国网重庆电力

5 建立长江流域岸电推广联盟 共推长江大保护

国网湖北电力

国网湖南电力

国网重庆电力

6
打造世界一流绿色智慧能源航空都市区——社会责任根植综合

能源应用创新

国网湖北电力

国网湖南电力

7 电杆“落地”——社会责任根植农网升级改造工程

国网河南电力

国网蒙东电力

国网甘肃电力

8 “体验”安全——社会责任根植电力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创新
国网重庆电力

国网河南电力

9
“采空区”用电不“落空”——社会责任根植煤炭采空区用电

环境治理

国网陕西电力

国网甘肃电力

10 社会责任根植“电力爱心教室”运营管理

国网北京电力

11
亮出城市天际线 让首都夜色更美

——社会责任根植城市电力和路灯架空线入地

12
“靓多多”综合能源服务圈

——为北京能源革命安装电动机

13
基于利益相关方沟通管理的重大工程配套电网建设社会责任根

植项目

14 社会责任根植“绿色发展理念的首都电网规划与建设管理工作”

15
检修公司：多省合作，保护蓝天下的绿色生命——社会责任根

植绿色环保公益行动

国网天津电力16 多方聚力打造办公楼能源综合改造和能效提升合作模式

17 社会责任根植智慧型园区综合能源服务



18
“黎明出发 点亮万家”三方联合志愿行动——社会责任根植老

旧小区照明惠民服务

19 响应“电十条”要求 精准服务保障房建设

20 “四驱双擎”助力农排管理高效运转

国网河北电力

21
建立“雄电加速度创客空间”，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服务雄安新区发展

22
让渔民的生活“美起来”

23
用电快车道——社会责任植根保障雄安新区起步阶段重大工程

高质量用电

24
搭建“1+N plus”客户诉求“高速路”—助力优质服务精准高

效

25
搭建多方共享平台，构建党建工作大联盟——社会责任根植推

动党建工作创新

国网冀北电力

26
多方协作 共筑雪场用电安全长城——社会责任根植推动优质

服务提升

27 小果壳 大收益 精诚合作实现多方共赢

28 让鸟类与输电线路和谐共生

29
运用“五统一”模式轻松建设光伏扶贫项目——新农家联盟平

台加快实现脱贫甩帽

30 “煤改电”让天更蓝水更绿--社会责任根植推进再电气化

国网山西电力

31 晒好太阳 共同致富--社会责任根植推动光伏产业有序发展

32
有效识别利益诉求，精准帮扶郭家庄村--社会责任根植推动扶

贫工作创新

33
组建光伏运维团队服务稳定脱贫--社会责任根植推动精准扶贫

更精准

34
多方参与打造基于媒电合作新平台下的“电力爱心课堂”--社

会责任根植推动用电安全管理创新

35 “网源荷”碳减排协同管理 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国网山东电力

36 引入利益相关方评价的供电企业党员“先锋指数”

37 “五式”沟通 推动配套费政策转型最优解

38
基于客户诉求导向的快速响应全流程管理 客户服务策略更精

准

39 多方共建“平安车棚” 让方便充电不再危险



40 联动一体化管理 让客户侧用电更可靠

41 协同合作 电力助推黄河滩区迁建脱贫

42 农网精准投资扮靓“美丽乡村”

国网上海电力

43 透明计量拉近你我—利益相关方参与打造更放心的计量服务

44 破解接电周期“不可控”难题，助推精准接电

45 “三联合五统一”，创新构建公共事业联合抄收一体化合作模式

46 构建和谐安全城市电网

47 再电气化让古镇旧貌换“新源”

国网江苏电力

48 “储能蓄爱”共建绿色出行生态圈

49 责任共担降低用电主体法律风险

50 共商共议协同推进农场“两改”落地实施

51 责任外延破解农村“小产权房”正式用电办理烦恼

52 活力 E计划聚合八方力 打造 2022“零碳”亚运

国网浙江电力

53 涉电业务融入“四个平台”，激活社会基层治理“智慧因子”

54 “全电物流”护美绿水青山

55
为电驴搭起安全厩——构建电动车集中充电站“互联圈”合作

网络

56 多方协作共筑海岛供电安全网

57 合力共建共享发电机平台 让闲置物资活起来

58 农家土灶柴改电，美丽乡村焕新颜

59 把影响关在屋子里——“装配送工厂化”的升级与拓展应用

60 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电力公共服务网

61 “物电联络站”——社会责任根植构建电力延伸服务“共享圈”

国网安徽电力62 两员一站——社会责任根植构建党员服务平台管理模式

63 “义诊”联盟——社会责任根植推动高压用电和谐共赢



64 权力“除螨”——合力监管供电所“小微权力”运行

65
红色土地绿色发展——社会责任根植解决光伏扶贫“最后一公

里”

66 政企合力 让配电站房从地下走向地上

国网福建电力

67 变电站用地交“净地”保障电网快速发展

68 打造施工箱变的“共享”租赁模式

69 建立新型业扩商业模式 为中小企业营造优质营商环境

70 响应客户诉求 让新建住宅办电便捷又放心

71 小县城井盖“安全生态”管理公益项目

72 打破“楚河汉界”跨区互联 持续推进城乡用电服务均等化

73
唱好三部曲，推进全国“小康电”示范县电网建设——社会责

任根植推动小康用电示范县建设工作创新

国网湖北电力74 内部工作外部化探索党建工作责任示范新路径

75
联盟联动，让高新企业发展更可靠——社会责任根植推动用户

电能质量管理工作创新

76 联合推进实现机场能源智慧管理

国网湖南电力

77 分类识别跟踪利益相关方诉求，提升供电服务满意度

78 创新“3+N”协同管理，构建和谐农电服务新模式

79 多方合作保障农网工程和谐施工

80 打造合作共赢的智能港口岸电模式

81 “金话筒”解决安全“大难题”

国网河南电力82 多维管控治理频繁停电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83 “快接快办”高效服务重大工程项目

84 “电缆井盖”精细化管理助力百姓安全出行

国网江西电力85 围绕“两个感知度”提升供电所服务水平

86 责任根植农村漏保管理，营造和谐用电环境

87 “千人千村”--全域监督，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国网四川电力



88
“电靓航空”--推动“以电代油”，服务航空企业绿色环保可持

续发展

89 “应急联盟”--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

90 “水立方”--解决水源一公里问题

91 优化专变客户退运设备管理再利用机制

国网重庆电力92
提前介入、优质黏合、政商企联动的

“两联三优”电网规划建设工作机制

93
高山移民心“亮”了——社会责任根植推动解决高山移民用电

难题

94 共建居民产权电力设施维护多赢新模式

国网辽宁电力

95 可持续电力精准扶贫助力编织“安心”致富网

96
精准透明治理供用电营商环境，助力破解“投资不过山海关”

魔咒

97 内联外动让员工绩效管理更透明更有温度

98 合力推进“井井通电”催生灌溉供电新模式

99 让“阳光服务”惠及千家万户

国网吉林电力

100 打造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供用电柔性服务体系

101 地制宜完善服务机制，保障人参加工产业发展

102 电亮空巢

103 “互联网+共驻共建供需菜单”跑出便民利民“加速度”

104 “明明白白”我的电

国网黑龙江电力105 机井通电工程服务“不断流”

106 社会责任根植“三供一业”供电分离移交

107
“走心”倾听——社会责任根植党建工作与企业核心业务深度

融合

国网蒙东电力
108

“秸”长补短——社会责任根植深化秸秆“五料化”处理加工

项目开展

109
有效沟通突破“瓶颈”——以责任品牌建设助推非属地电网前

期工作高效开展

110 “春风”计划——社会责任根植围绕沙漠种植打造个性化用电



111
生态“防护网”——社会责任根植推动电网建设生态保护模式

创新

国网陕西电力
112

责任“把脉”业扩报装全流程——社会责任根植业扩报装全流

程管理

113 “321”电网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根植电网企业扶贫攻坚

114
小“流转”转出大价值——社会责任根植推动退役设备管理创

新

115 “三优”评选——社会责任根植服务效能提升工作创新

国网甘肃电力116 安全之家——社会责任根植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创新

117 阳光行动——社会责任根植光伏扶贫工作创新

118 123 打造精准扶贫中履行社会责任的样板

国网青海电力
119 “内外互通”社会责任根植服务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展

120 协同共建“开放共享共生共赢”新能源产业生态

121 社会责任根植电气设备火灾隐患排查治理

122 服务脱贫解困 打造“微善红马甲”

国网宁夏电力

123 农村机井供电设施运维管理项目

124 息共享助力冷凉蔬菜基地用好电

125 盐池户用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

126 以“三大工程”浇灌黄河金岸电力文明之花

127 资源联动 各方众谋 用“心”助力地方产业

128 精准发力推动第一师同网同价落地有声

国网新疆电力

129 青年创业联盟助力精准脱贫

130 信用机制护航电网，保障疆电外送通道安全

131 建立“城镇三级网格化管理”机制，破解电力设施保护难题

132 一体化联动打造边疆供电服务升级版

133 “手牵手”--社会责任根植社会电工培训

国网西藏电力
134

守护神圣国土 建设幸福家园--多方联动机制彻底解决驻边部

队和边境居民用电难题



135 六方协同防外破 供电安全保稳定

136 超前防护 输电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137 构建“全能型”供电营业所 打造服务新名片

138 塑造新蒙定向学生培养品牌，服务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国网技术学院

139 光伏学院——拓展扶贫渠道 盘活运维资源
电商公司

140 以电商创新发展成果 保障全面打赢扶贫攻坚战

141 孵育“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 满足季节性用工需求 国网客服中心

142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乡村振兴样板工程

鲁能集团143 携手利益相关方 促进全生命周期绿色生态发展

144 “四联互动” 助推绿色能源建设

145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品牌建设新模式
山东电工电气集

团
146 重大活动保电工作的优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