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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電氣』、『集團』、『公司』和『我們』）從2010年

開始首度編寫並披露2009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並自2016年起披露其環境、社會及管治（下稱

『ESG』）報告，每年定期發佈。本報告是集團連續發佈的第五份ESG報告，如實披露集團對

於股東、客戶、夥伴、員工、環境、社區等重要權益人的履責實踐，反映集團在環境、社會及

管治方面的履責表現。

報告編製說明

確認及批準

本報告經公司ESG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確認後，於2021年3月26日獲董事會批准通過。

數據來源及可靠性保證

本報告的數據和案例主要來源於集團統計報告和相關文件，報告未經第三方審驗。集團董事會承諾本報告不

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並對其內容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責。

報告範圍及邊界

本報告中提供之政策及數據涵蓋集團總部、內設機構、分公司、全資子公司及控股公司，環

境數據涵蓋集團下屬重要生產型附屬子公司。數據披露範圍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

日。除特殊說明外，報告中涉及的貨幣均為人民幣，密度數據以上海電氣2020年年報營業收

入數據為基準。

編製依據

本報告主要參考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控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的編製和審議指引》、香港聯交所《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編製而成，並部分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標準（GRI 

Standard）『核心』方案，旨在披露企業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表現的信息供有關各方及股東參考。本報告內容

按照一套既有程序釐定，包括識別和排列重要的權益人、識別和排列重要『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收集報告

相關資料、對報告中的定量數據進行檢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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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黨委書記	/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鄭建華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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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以來，上海電氣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

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的重要

講話精神以及關於國資國企改

革發展和黨的建設的重要指示

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

導下，在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在集團『三步走』戰略目

標的指引下，連續三年實現了

高質量的平均兩位數增長。

董事長致辭

特別是2020年，面對嚴峻複雜的發展

環境特別是疫情的嚴重衝擊，上海電氣

以昂揚的鬥志、奮發的姿態，抓好全面

轉型、促進高質量發展，克服了重重困

難和挑戰，圓滿完成了全年各項目標任

務，充分體現了國企在特殊時期的特殊

責任、特殊作為和特殊擔當。

回顧這一年，我們實現了超常規的快速

增長。我們延續過去兩年的高質量發展

勢頭：營業收入、歸母淨利潤、新接訂

單、品牌價值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全面

再創歷史新高。

回顧這一年，我們的產業結構不斷優

化，新舊動能持續轉換。我們加快了以

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發展，加快了推進數

字化轉型，加快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

業，集團發展後勁顯著增强。2020年

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規模佔比從2017

年的個位數上升到20%左右。

回顧這一年，我們的體制改革全面深

化，機制創新百花齊放。我們積極推動

混合所有制、核心員工持股和契約化管

理等體制機制改革，充分激發了員工幹

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我

們深入推進『放管服』，放權更精準、

監管更有效、服務更優質。

回顧這一年，我們的技術創新日益活

躍，科技成果不斷湧現。我們實現了國

內首次8MW風機『黑啓動』，形成智

慧能源解決方案的完整技術能力；我們

成功研製大容量高速電驅系統，打破國

際壟斷；我們參與承製堆內構件的『華

龍一號』全球首堆——福清核電5號機

組首次並網成功，打破了國外核電技術

壟斷。

回顧這一年，我們積極參與抗擊新冠疫

情，展現國企擔當。在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後，我們第一時間成立疫情防控工

作領導小組，根據不同形勢針對性部署

疫情防控工作；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和員

工群眾自發捐款達880萬元；幫助上海

市多家企業恢復啓用老舊口罩產線，突

擊研製口罩自動化生產線，累計向全國

各地交付口罩生產線621台；向海外合

作夥伴捐贈近10萬隻口罩和各類防疫物

資，為抗擊疫情貢獻了企業的力量。

2021年是建黨100週年，是『十四五』

開局之年，是實現上海電氣『三步走』

戰略目標第二步的關鍵之年、轉折之

年。展望新一年，我們將堅持戰略導

向、問題導向、結果導向，貫徹和落實

好集團『三步走』發展理念，始終堅持

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股東利益、集團

利益、企業利益、員工利益的高度有機

統一，把為國家爭光、為民族立業、為

人民謀福、為社會創造價值作為企業核

心價值的重要體現，全力以赴謀發展，

努力將上海電氣打造成一個國際化、市

場化、現代化的企業集團，成為高端裝

備新航母，以更加優異的成績慶祝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黨委書記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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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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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

儘管全球經濟環境更加複雜嚴

峻，上海電氣堅持高質量增

長，加快產業結構轉型，以

『綠色、環保、智能、互聯、

全面系統解決方案』為方向，

全面履行股東、客戶、夥伴、

員工、環境以及社會責任，充

分體現能源裝備製造龍頭企業

的責任擔當。

總裁致辭

堅持『規範先行』。我們致力於完善

內部控制體系、風險管理體系及合規

管理體系，提升信息披露及時性和透

明度。我們持續深化企業治理及管理

層多元化建設，提高管理層對環境、

社會及管治等可持續發展議題的參

與。我們高度重視廉潔治理及文化建

設，著力打造層次分明、責任明確的

社會責任管治團隊，努力維護投資者

權益。

强化創新驅動、質量提升及信息安全

建設，加速新舊動能轉換。我們堅持

創新驅動，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

業，數字化戰略轉型下形成的『智慧

能源、智能製造、智慧城市』佈局卓

見成效。强化驅動提升建設，我們繼

續促進質量管理體系化，平穩開展客

戶隱私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打造『乾淨、開放、雙贏』的供應鏈

體系。我們不斷推進集中採購、公開

競價、可持續採購，持續完善全生命

週期管理、競爭性定價、電子商務、

供方訂單協同四大平台建設。結合自

身經驗，我們對供應商提出了可持續

發展倡議，更在反貪污賄賂、員工權

益保障、環境保護等層面提出了具體

要求。我們積極共享技術進步，主動

維護和諧共建、互利共贏的合作環

境，推動行業共同發展。

秉承『用好現有人才，留住關鍵人

才，吸引急需人才，儲備未來人才』

的人才理念。我們始終關注員工多元

化、員工福利、健康安全、培訓發

展、生活平衡等人力資源核心議題，

搭建科學的管理體系。以『智慧星

球』為主題的校園招聘讓僱主品牌形

象升級。我們搭建『心聲』平台，拓

展了員工間的溝通橋樑。我們制定員

工激勵計劃政策，激發了員工動力。

我們毫不鬆懈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通過物質支持和團結行動，解員

工燃眉之急，暖員工無助之心。

貫徹落實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我們

專注於綠色能源、綠色製造，推動和

諧生態共榮，積極推動國家戰略落

地。我們繼續推行生產及辦公的能效

管理機制，完善環境風險分級管控工

作，加强環境因素辨識及監督，嚴格

控制排放和污染的產生。我們拓展與

政府的合作，發揮自身優勢，建設智

慧城市，助力城市治理水平提升。

展望未來，我們將以積極回應利益相

關方的關切為導向，以國家、企業、

員工、夥伴及投資者利益的高度有機

結合為目標，矢志助力企業與社會、

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黨委副書記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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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一覽

責任模型

提升投資價值
股東責任

保障幸福生活
員工責任

用心收穫信賴
客戶責任

促進和諧生活
公眾責任

踐行綠色發展
環境責任

共享發展成果
夥伴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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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鍵績效

環境數據來源於以下生產型企業

1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汽輪機廠

2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輔機廠

3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發電機廠

4 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

5 上海電機廠有限公司

6 上海電氣上重碾磨特裝設備有限公司

7 上海電氣風電設備東台有限公司

8 上海電氣風電設備黑龍江有限公司

9 上海電氣風電設備甘肅有限公司

10 上海電氣風電雲南有限公司

11 上海電氣風電設備河北有限公司

12 上海電器陶瓷廠有限公司

13 上海電氣電力電子有限公司

14 上海南橋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15 上海納傑電氣成套有限公司

16 上海飛航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7 上海大華電器設備有限公司

18 上海南華蘭陵電氣有限公司

19 上海捷錦電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20 吴江變壓器有限公司

21 上海華普電纜有限公司

22 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

22 高斯圖文印刷系統（中國）有限公司

24 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

25 上海電氣液壓氣動有限公司

26 上海聯合滚動軸承有限公司

27 上海天安軸承有限公司

28 上海振華軸承總廠有限公司

29 無錫透平葉片有限公司

30 上海工具廠有限公司

31 上海高强度螺栓廠有限公司

32 上海市離心機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33 上海船研環保技術有限公司

34 上海電裝燃油噴射有限公司

35 上海第一機床廠有限公司

36 上海電氣上重鑄鍛有限公司

37 上海電氣核電設備有限公司

38 上海電氣凱士比核電泵閥有限公司

39 上海機床廠有限公司

40 張家港市江南鍛造有限公司

41 無錫紅旗船廠有限公司

42 玉門鑫能光熱第一電力有限公司

43 張化機（蘇州）重裝有限公司

44 上海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電器廠

7

（企業排序無先後）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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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一覽

環境績效指標

社會績效指標

環境績效指標 2018 2019 2020

環保總投資（萬元） 7,590 10,950 12,650.54

温室氣體排放密度（噸二氧化碳當量/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 242.7 271.53 278.50

危險廢棄物密度（噸/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 3.4 2.8 2.5

水耗密度（噸/萬元人民幣營業收入） 0.6199 0.6067 0.5131

社會績效指標 2018 2019 2020

員工總人數 30,182 33,720 39,312

勞動合同簽訂率 100% 100% 100%

社會保險覆蓋率 100% 100% 100%

工會覆蓋率 100% 100% 100%

女性管理者佔比 21.5% 24.3% 25.7%

員工體檢覆蓋率 100% 100% 100%

員工培訓總投入（萬元） 8,786 7,500 8,770

員工培訓覆蓋率 99.8% 99.9% 100%

人均培訓時間（天） 3.5 3.5 3.6

員工滿意度 97.6% 97.8% 97.9%

員工流失率 2.8% 2.1% 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2,208 1,814 2,730

新發職業病病例 0 0 0

公益捐贈（萬元） 327.1 1,177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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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0每股社會貢獻值（元）

社會貢獻 2019 2020

每股收益 0.23 0.25 

加:每股稅收貢獻 0.34 0.37 

加:每股薪酬貢獻 0.63 0.69 

加:每股債息貢獻 0.12 0.14 

加:每股社會捐贈 0.0003 0.0005 

每股貢獻值 1.32 1.46

2020主要財務指標（億元）

主要財務指標 2019 2020

總資產 2,805.24 3,154.02

營業收入 1,275.09 1,372.8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資產 633.46 664.0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 35.01 37.58

9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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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歷史沿革
上海電氣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02年，漫長的歷史積澱和風雨洗禮給予其非同一般

的沉穩與厚重。2004年3月，我們的母公司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進行混合所有制改

革，如今上海電氣的總體輪廓應運而生。在這之後，我們先是於2005年4月在香港H股

上市，並更名為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而後於2008年12月，成功登録A股市場，

成為A+H股份上市公司。站在全新起點上的上海電氣輕裝上陣、砥礪前行，乘著新一輪

發展的風帆，開啓了引領時代的新紀元。

願景使命
上海電氣以『能動全球工業，智創美好生活』為企業使命，以『成為世界級的高端裝

備新航母』為企業願景而努力奮鬥著。『能動』是指能源與動力，體現了上海電氣的

主業和不斷『推動全球工業進步』的使命和責任；而『智創』則代表智能與創新，體

現上海電氣的能力和『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成為世界級的高端裝

備新航母』體現出上海電氣以世界為目標，放眼全球的磅礴雄心與遠大志向。上海電

氣對於頂尖製造水平始終保持不懈追求，秉持身為國企的擔當並堅持以推動世界工業

發展為己任。

走進上海電氣	

上海電氣，與創造者共創未來。

關於我們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走進上海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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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上海電氣建立有分工明確、與集團各產業條線分子公司形成充分統籌管理關係的職能架構，從營運

的合規性、透明性以及引領性等方面踐行國企擔當。我們的職能架構在維持穩定的基礎上，隨著集

團產業轉型和智能化發展的需要而穩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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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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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業務亮點
上海電氣是一家大型綜合性高端裝備製造企業，主導產業聚焦能源裝備、工業裝備、集成服務三大領域，

致力於為全球客戶提供綠色、環保、智能、互聯於一體的技術集成和系統解決方案。長期的系統營運和協

同發展，鑄就了上海電氣多板塊協同開發、製造和營運的能力。各業務間具有戰略聯動、技術聯動、市場

聯動、製造聯動、供應鏈聯動及人才聯動的優勢。針對不同運用場景，結合電氣的優勢，集團已形成了面

向客戶的多個系統集成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全面綜合的產品和服務。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燃煤發電設備	

燃氣發電設備

核電設備

風電設備

儲能設備

高端化工裝備

電網/工業智能供電系統解決方案

能源
裝備

工業
裝備

能源工程與服務

環保工程與服務

自動化工程與服務

工業互聯網

金融服務

國際貿易服務

集成
服務

12

電梯

大中型電機

智能製造裝備

工業基礎件

環保裝備

建築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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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裝備板塊，上海電氣主動尋求突破與轉型，已形成「新能源+儲能」的

清晰產業佈局。尤其是在儲能產業上，上海電氣在已有基礎上堅持儲能電站

市場為主的基本定位，加大自研投入，通過示範項目積極探索商業模式和技

術進化方向。

在工業裝備領域，上海電氣著力智能製造領域，重點聚焦自動化裝備以及工

業軟件。自動化裝備產業發展定位為自動化裝備和系統方案提供商，主營業

務聚焦智能製造、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三大產業方向。在工業軟件上，集團

重點從技術以及市場兩個維度考慮相關的工業軟件，關注智能化硬件、工

業互聯網、智慧供應鏈三個方向。通過自研、合作或並購，建設核心軟件能

力。

在集成服務業中，上海電氣正在尋求積極轉型，其中產品服務化、服務產品

化是集團轉型的主要思路之一。上海電氣將集成服務與能源服務相結合，通

過實行全口徑、全產業鏈、全生命週期的『大服務』，採用技術集成化、服

務智能化、銷售平台化、市場國際化、運維產業化助推能源服務業升級，以

實現產業轉型。

上海電氣在三大領域中都積極尋求轉型，力求業務智能化、節能化。通過多

板塊的協同發展，上海電氣充分發揮企業長期穩定的營運系統和作為大型國

企的優勢，踐行自身『能動全球工業，智創美好生活』的企業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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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上海電氣品牌價值突破千億大關，行業影響力持續提升

2020年8月，在世界品牌實驗室主辦的第十七屆『世界品牌大會』上，上海電氣以

1056.37億元的品牌價值榮登年度最具價值品牌第48名，同比提升30%，邁入品牌價

值千億俱樂部，繼續領跑中國機械行業。9月，2020年《亞洲品牌500强》排行榜揭

曉，上海電氣居第87位，位列機械行業品牌第2位。《財富》中國500强上海電氣位

列第81，在『機械設備、器材製造』分榜單中位列第2。此外，中國企業500强位列

第145位，長三角企業百强升至第33名，在『上海企業100强』位列第16。

2020年度十大新聞

走進上海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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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2020年9月28日，上海電氣黨委書記、董事長鄭建

華應邀登上第二十三期國資大講壇發表主旨演講，以

上海電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為主線，暢談在打響上

海高端製造品牌，加快邁向世界一流企業過程中，上

海電氣如何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激發動力、活力和壓

力。演講吸引了上海及長三角國資國企監管部門、企

業中高層領導百餘人聆聽，現場反響强烈。

鄭建華登上國資大講壇發表主旨演講

03
2020年是上海市機電工會前身，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

的第一個產業工會——上海機器工會成立100週年。上海市機

電工會組織策劃了以『百年傳承浦江潮，同心共譜電氣夢』為

主題的系列活動。12月9日，紀念上海機器工會成立100週年大

會隆重召開，追憶上海機器工人在黨領導下不懈奮鬥的光輝歷

程，旨在傳承上海機器工會「 紅色基因 」，推進工會工作創

新發展。《脊樑——上海機器工會成立100週年紀念畫冊》和

《群英譜——歷屆勞動模範、五一勞動奬章獲得者名録》兩本

紀念冊同時首發。

隆重紀念上海機器工會成立100週年

作為國內高端製造裝備企業，上海電氣在第三屆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展會期間，與美國NT簽訂光伏支架採購合同，

與意大利方簽訂燃機設備採購合同，與德國羅特艾德簽訂

風電主軸承合同，與日本佳能簽訂超導磁共振、CT機等設

備採購合同，並於11月7日進博會上海市交易團國資分團集

中籤約儀式上，與西門子能源簽訂智慧能源賦能中心合作

項目，共計簽署10餘個進口採購合同或框架協議，採購交

易額達23.75億元，比上一年增長近5億元。

第三屆進博會上海電氣交易量近2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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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7

2020年1月17日，上海電氣在揚州舉行的迪拜世博會2020

年中國首場參展路演（江蘇站）現場獲得授牌，成為

2020年迪拜世博會中國館官方合作夥伴，不僅有利於上

海電氣借助迪拜世博會的平台效應，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集

團在中東及週邊市場的影響力，更有利於推動國內外新興

能源市場的開拓，不斷提升上海電氣在國際市場的品牌形

象。

上海電氣成迪拜世博會中國館官方合作夥伴

06
上海電氣科研投入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

2020年逼近60億元。攬獲上海市科學技術奬

特等奬1個，一等奬3個，二等奬4個， 11月27

日，上海電氣參與承製堆內構件的『華龍一

號』全球首堆——福清核電5號機組首次併網

成功，標誌著中國打破了國外核電技術壟斷，

正式邁入核電技術先進國家行列。

科研投入持續加大，上海市科技奬展示電氣實力

2020年6月15日，上海電氣與中國移動上海分公司在5G創新港達成全面戰略合作，

攜手加快5G網絡、工業互聯網『新基建』建設。上海電氣『星雲智匯』工業互聯網

平台開始賦能外部企業，相繼與重慶璧山區政府、河南許昌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

合作共建工業互聯網賦能中心，提供數字化轉型服務。『星雲智匯』獲2020年工業

互聯網創新（實踐）成果奬，上海電氣聯合多家長三角地區企業和高校，共同簽署

《工賦學院長三角工業互聯網人才實訓基地集群建設協議》。7月10日，上海電氣獲

得全球首個工業智能領域奬項——『湛盧奬』工業引擎奬。9月28日，工信部調研上

海電氣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情況。10月10日，上海市工業互聯網協會落戶虹口區，上

海電氣成為首屆會長單位。12月12日，『星雲智匯』2.0版對外發佈，並入選上海市

經信委年度工業互聯網平台和專業服務商推薦目録。

投身新基建，工業互聯網建設邁入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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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8
上海電氣黨委書記、董事長鄭建華先後接受東廣新聞台『長三角之聲』和東方衛

視『聚焦高質量·聚力一體化』欄目專訪，暢談上海電氣對接國家戰略、佈局長三

角的情況。2020年6月30日，上海電氣南通中央研究院項目主體結構順利封頂，

這是上海電氣以『企業總部、研發中心、信息中心、服務中心』為四大功能定

位，在上海之外建立的首個區域性總部。9月29日，上海電氣國軒南通儲能基地達

產，將打造中國儲能電池領域龍頭企業。11月16日，在第二屆長三角企業文化建設

交流論壇上，上海電氣代表上海國資系統企業簽署《長三角企業文化共建共享協

議書》。11月26日，上海電氣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資百企合作聯盟副理事長

單位。12月22日，由上海電氣牽頭發起成立的『上海長三角智能製造產業促進中

心』揭牌。

主動對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

10
2020年11月5日，上海電氣格爾木美滿

閔行32MW/64MWh儲能電站投運儀式

在青海省格爾木市舉行。作為國內首個

投運的商業化運行獨立儲能電站，該項

目成功打通『源網荷儲』及『風光水火

儲』兩個一體化通道，在棄光、棄風高

峰時段將電儲存，在非棄光、非棄風低

谷時段將電發送至電網，從而有效平滑

電力，提升新能源電站能量質量。該項

目創新啓用上海電氣與新能源場站業主

共同投資收益的『共享』儲能新模式，

項目從工程總包到磷酸鐵鋰電池儲能系

統再到雲技術支持均由上海電氣提供，

具有重要的示範引領作用。

國內首個商業化運行獨立儲能
電站投運

2020年7月11日，上海電氣黨委副書記、總裁黄甌在

『2020全球工業智能峰會』主題分論壇上闡述數字化

轉型『電氣方案』。10月23日，上海國資國企工業互

聯網創新發展暨數字化轉型宣貫會在上海電氣召開，

分享數字化轉型的經驗和成果。10月12日，上海電氣

數字化轉型人才高級研修班正式開班，黄甌提出加快

數字化轉型從轉變觀念開始。首屆『上海電氣杯』工

業APP創新應用大賽於7月中旬啓動，吸引海內外共

140多份作品參賽。經過激烈角逐，16個項目脫穎而

出，其中上海電氣內部賽區10個，外部賽區6個，歷

時半年圓滿落幕。

發力數字化轉型，首屆工業APP大賽收
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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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械工業科學技術奬

序號 獲奬項目名稱 獲奬參與單位 獲奬等級

1 非平穩載荷永磁電機近限設計技術及應用 上海電氣風電集團有限公司 特等奬

2 新一代大容量調相機研發及工程應用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上海發電機廠 特等奬

3 新一代高效超臨界660MW 等級汽輪機研製與應用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 二等奬

4 新型高效濕式静電除塵超低排放成套技術與工程應用 上海電氣電站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奬

5 超大型拼接式船用曲軸關鍵製造技術研究及應用 上海電氣上重鑄鍛有限公司 二等奬

6 全新一代超臨界350MW兩缸兩排汽汽輪機研製及工程應用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 三等奬

7 160公里快捷貨車軸承首台突破項目 上海聯合滚動軸承有限公司 三等奬

上海市科學技術奬

序號 獲奬項目名稱 獲奬參與單位 獲奬等級

1 空冷式高參數汽輪機設計關鍵技術及其應用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 科技進步一等奬

2 核電裝備製造中的高質量焊接關鍵技術及應用
上海汽輪機廠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機床廠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一等奖

3 超臨界600MW等級節能減排型汽輪機的研製及推廣應用 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二等奖

4 185MW E級首台套機組整機試驗驗證及應用 上海電氣燃氣輪機有限公司 科技進步二等奬

5 風力機流動控制與性能提高的關鍵技術及應用 上海電氣風電集團有限公司 技術發明一等奬

6 雙峰分佈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注塑級樹脂及其製品動態鎖模成型技術 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 技術發明二等奬

榮譽奬項

走進上海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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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杯』第四屆上海職工微電影節

序號 獲奬項目名稱 獲奬參與單位 獲奬等級

1 《築夢人》 上海電氣旗下環保集團 金奬

2 《父子》 上海電氣集團數字科技有限公司 最佳製片奬

3 《移動工廠》
上海汽輪機廠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機床廠有限公司

優秀作品奬

抗疫救災

序號 獲奬參與單位 獲奬情況

1 上海三菱電梯華中大區黨支部 上海市國資委防疫特色工作品牌

2 上海電氣自動化集團黨委 上海市國資委防疫特色工作品牌

3 上海電氣自動化集團 上海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集體

上海市質量攻關優秀組織奬

序號 獲奬項目名稱 獲奬參與單位 獲奬等級

1 HE系列公共交通型自動扶梯及其智能監控系統質量攻關 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 一等奬

2 塔式光熱電站蒸汽發生系統質量攻關 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 二等奬

全球工業互聯網大奬

序號 獲奬項目名稱 獲奬參與單位 獲奬等級

1 工業引擎奬 上海電氣集團數字科技有限公司 湛盧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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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上海電氣深刻理解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業發展的基石和保障。
我們以加强自身內部合規管理，鞏固並進一步提高企業管治
水平，完善企業管治架構的完整性與多元化為基本原則，加
强黨群文化建設，提升企業競爭力，以持續增長的經營業績
和投資分紅回報投資者。

責任回饋股東
智01 圓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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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合規營運
依法合規營運，持續提升公司管治效能。

上海電氣嚴格遵循《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規要

求，完善搭建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所構成的公司治理架構，並在董事會下設立

戰略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等治理機構，保障公司營運的合規性及透明

性。

2020年度上海電氣共組織召開5次股東大會，充分發揮其最高權力機構的效能，對超過30項議

案進行了審議並在有效保障股東的知情權、發言權、質詢權和表決權的前提下全部獲得通過。此

外，2020年集團召開了1次可轉債持有人大會，審議事項也全部獲得通過。

戰略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管理層

薪酬委員會

上海電氣企業管治架構

監事會

股東大會

董事會

股東周年
大會 1次

臨時
股東大會2次

A 股類別
股東會議1次

H 股類別
股東會議1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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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董事會
*其中含女性董事2名

在董事會及專門委員會層面，2020年上海電氣共組織召開董事會19次，共審議議案122項；組織

召開審核委員會13次、薪酬委員會3次、提名委員會1次，共審議議案超過30項。2020年，我們依

然保持穩定的董事會成員架構，實現了良好的管治連貫性和有效性。

監事會作為公司的監督機構負責監督公司經營情況、財務狀況以及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履職情

況，並提出建議。2020年，上海電氣監事會維持5名監事的人員架構（其中職工監事2名，女性監

事1名），分工協作承擔應有責任。對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等的更詳細資料可參見上海電氣2020

年度報告。

為了進一步鞏固和提高上海電氣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合規意識，2020年，我們在組

織相關人員專題培訓新《證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主要法規之外，也組織

參加了上交所的『首航』培訓，每季度觀看上交所的在線通報會。此外，我們向公司控股股東、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等發出合規通知，對新《證券法》所規定的避免短線交易、內幕信息

管理等事項做出重點提示，督促有關主體和人員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此

外，2020年上海電氣總部管理層共有高級管理人員10名，較2019年增加一名女性高級管理人員，

在該層面的女性人數佔比達到30%。

獨立
非執行董事3名

執行
董事 4名

非執行
董事 2名

『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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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電氣於年內繼續深入法務一體化管理，擴大、加深管理幅度，推進內部資源共享，條線內互

通互助，維護集團權益最大化，加强法律研究，加强合同管理體系建設，開展法律培訓和法治宣

傳，推動管理規範化。 

2020年，集團通過針對性的分析，進一步對各業務部門進行法律指導或業務培訓，明確了業務要

求，優化了法律事務處理流程。

合規體系建設

荣誉奖项

◆	編撰《訴訟、仲裁辦案指引》《企業

並購法務工作指引》等法務工作指引

◆	開展《關於商業秘密保護對企業影響

的法律研究》《新能源發電項目所涉法律

風險及防範建議》等相關法律研究

◆	向對外簽約員工發放新頒佈《民法典》

作為學習材料

◆	對2020年新增或更新的與公司經營相

關的法律法規進行梳理

◆	集團更新《合同管理制度》

◆	新設轉化合同範本近40份

◆	推進集團新接訂單質量評價標準的完

善

◆	開展產業集團合同調研和監督，形成

專報

◆	推進集團合同管理員隊伍建設，明確

職責，落實培訓與認證

◆	完成合同管理信息化系統一期建設，

按計劃上線

◆	掛職班幹部培訓

◆	國家安全教育日普法活動

◆	對外簽約人員新取證培訓

◆	合同管理人員合同管理系列培訓

◆	建築工程人員專項系列培訓

法律
研究

合同
管理

合規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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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已建立了健全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

統，嚴格遵守上海市國資委《上海市市屬國有企

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實施辦法（試行）》，

制定了《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管理》《違規經

營投資責任追究實施細則》《技改投資項目管

理》《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操作流程》管理流

程，切實保證重大戰略營運投資的風險可控；我

們亦發佈實施《上海電氣巡察手冊》《上海電氣

集團管控負面清單》《容錯糾錯實施辦法》《風

險管理制度》《風險管理實施與報告流程》《內

部控制自評價操作細則》與《內部控制自評價流

程》以及其他內部控制制度與規範，配套編製

《風險管理操作手冊》和《內部控制手冊》，持

續優化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管理框架，健全風險

管理與內部控制三道防線。

我們在《風險管理制度》中明確要求集團及所有

附屬公司實行從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應對

風險管控

『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2020 /	社会责任报告

到風險監測與預警、風險上報、風險監督與評價

的全流程風險管控，在風險評估過程中圍繞識別

出的風險判斷風險等級，揭示風險表現、原因、

發生可能性及影響、控制措施的效果等屬性，形

成初步的風險評估結果清單，並針對重大、重要

風險編製風險評估報告；在風險應對過程中區分

重大風險、重要風險和一般風險，平衡好風險的

全面管理與重點防控。

2020年新版《內部控制手冊》旨在制定具有標準

化、科學性、規範化的內部控制體系，以促進集

團及下屬企業明確職責分工、正確行使職權、嚴

格執行集團管理要求和規章制度，加强對企業內

部控制建設的監督和指導。我們針對公司層面5

個流程以及細分流程層面22個流程進行了有效規

範，對包括風險識別與預防、風險管理與內部控

制評價、內部控制審計在內的多項環節進行了梳

理並提出了要求。



25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上海電氣開展關鍵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建設研究，推進風險平台與業務系統的互聯互通，

實現風險實時監測、動態預警，提升風險識別、監測、預警和預見能力。我們圍繞戰略、財務、

營運、法律等五大領域22項核心業務梳理關鍵風險指標49個，為下一步搭建風險預警平台，提高

風險預警預見能力奠定基礎。

2020年，上海電氣一方面針對疫情風險、境外業務風險等重點關注風險，組織開展全面風險識別

與評估，及時揭示和應對風險；另一方面，針對下屬企業重大風險，要求企業制定詳細的風險評

估報告和應對方案，並定期跟進和落實，服務集團『三步走』戰略實施，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報告期內主要涉及的風險以及應對措施

◆	制定針對疫情影響的專項

風險清單，覆蓋供應鏈、資金

流、項目執行和法律風險等29

個關鍵風險點

◆	參與集團多項投資、改革專

案評審，提供評審意見和風險

防控建議

◆	圍繞集團重大項目，牽頭開

展專項風險評估，編制專項評

估報告

◆	嚴格落實上海市國資委140

號文《關於做好涉境外業務相

關風險識別與防範的通知》精

神，圍繞集團境外在執行重點

工程項目，開展境外業務風險

專項評估，排查境外重點項目

可能存在或已暴露風險，並提

出應對措施

◆	認真學習、嚴格落實滬國資

委評價（2020）188號文，組

織企業開展融資性貿易風險自

查

◆	會同經濟運行、審計、法務

等部門成立工作組，對總體融

資性貿易風險進行研判，對相

關企業單位進行現場檢查，嚴

防融資性貿易風險

◆	牽頭開展美國MEU清單制裁

風險的分析與應對，理清MEU

清單的實質，分析可能對企業

和集團總部帶來的不利影響，

並從企業層面和集團層面制定

防範化解的有效措施

疫情專項
風險

融資性
貿易風險

MEU清單
風險

境外業務
風險

每年組織開展風險識別、評

估、應對與報告，並針對未來

可能面臨的重大風險編制風險

預防和解決方案，且定期對實

施進度和成效展開自查，持續

提升公司風險管理能力，降低

風險水平。

風險識別
與預防

為了推進內部控制的落實和制

度流程的完善，我們定期對風

險管理與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開

展評價，及時揭示潛在風險和

內部控制缺陷，確保公司風險

管理與內部監控系統有效運

行。

風險管理
與內部控制

評價

公司每年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進

行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及

時發現內部控制缺陷，督促相

關業務部門和單位及時落實整

改措施，確保公司內部控制有

效運行。

內部控制
審計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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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電氣著力構建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機制，努力推進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為

集團完成今年目標任務提供有力保障；

◆	制定《關於深化細化全面從嚴治黨四責協同機制的實施意見（試行）》，推動試點企業結

合實際細化措施；

◆	制定《關於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防止利益衝突的辦法（試行）》，將『七個不得』的

對象範圍擴大至重要崗位人員；

◆	制定《上交禮品（禮金）管理辦法（試行）》，進一步明確禮品禮金的管理及處理辦法。

◆	組織召開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會議，參會範圍擴大至直屬和重點單位領導班子成員；

◆	對所屬單位開展領導人員履職待遇、業務支出、防範利益輸送等工作進行專項檢查，制定

點檢卡，明確關鍵控制措施和操作標準，及時發現制度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	嚴把領導人員選拔任用廉潔關，防止『帶病提拔』『帶病上崗』。及時更新完善集團黨委

管理的幹部廉政檔案，加強『關鍵少數』日常監督。

◆	加強自編自導自拍廉政微電影《扣子》的播放推廣，深入基層單位開展『扣子』主題廉政教

育報告會，使廣大幹部員工進一步入耳入腦入心；

◆	繼續開展廉潔警句電腦屏保推送，將推送範圍延伸至海外項目、滬外企業，進一步擴大教育

範圍；

◆	組織開展『元旦』『春節』『五一』『端午』『中秋』『國慶』等節日廉潔提醒，組織學習

中紀委、市紀委通報的典型案例，督促警示黨員幹部嚴守紀律規定，杜絕節日『四風』問題。

上海電氣對任何違反形式的商業道德以及反貪腐的違規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集團在業務經營中

始終秉持正直誠信的原則，並嚴格遵循公司各營運地適用的法律法規和最高標準的商業道德。

我們制定《上海電氣集團關於構建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機制，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的實施意

見》，並圍繞領導幹部兼職、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等容易產生廉政風險的事項，修訂完善《上海電

氣集團領導人員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黨的紀律及有關制度規定的24條提示》，發放給黨員領導

幹部，明確黨員領導幹部應該遵守的紀律『紅線』和法律『底線』。

依據中共中央紀委辦公廳關於依紀依法規範紀檢監察信訪舉報工作的若干意見，我們對泄漏信訪舉

報情況導致案件查處工作受阻或檢舉、控告人遭到打擊報復的、處理重要信訪及突發性事件不及時

造成嚴重後果和惡劣影響的，以及有其他失職瀆職行為的，分清責任，依照黨紀政紀嚴肅處理。

報告期內，公司未發生任何貪腐腐敗訴訟案件。

商業道德及反貪腐

『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夯實制度建設，推
動完善內控體系

聚 焦 『 關 鍵 少
數 』 和 重 點 領
域，加強日常監督

強化經常性常態化
廉政教育，增強不
想腐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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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SG專家委員會

環境組 管治組

董事會

ESG管理委員會

董事會辦公室

社會組

ESG工作組

ESG治理
建立健全ESG管治制度，攜手利益相關方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

上海電氣始終遵循可持續發展理念，將可持續發展理念植入我們的戰略發展目標中，並貫穿落實

到企業日常經營管理和創新活動中。為更好地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佈局，上海電氣建立專門的

ESG治理架構，强化ESG管治的頂層設計，進一步推動董事會及公司管理層對集團可持續發展的

統籌管理。我們自上而下的管治構架由董事會、ESG管理委員會、ESG工作組構成，其中ESG管

理委員會下轄ESG專家委員會，ESG工作組由董事會辦公室以及三個子工作組組成，子工作組由

相關職能部門構成，負責與附屬公司相關部門聯繫溝通。

香港聯交所發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於2020年7月1日後的財年生效。根

據指引，公司董事會選舉ESG管理委員會委員，並授權委員會行使以下職能：

◆  識別、釐定和評估本公司ESG事宜相關風險及重要性；

◆  評估、制定本公司可持續發展戰略與目標；

◆  監督、評核及檢討本公司ESG事宜相關政策、管理、表現及相關目標進度；

◆  審閲、檢討本公司就ESG相關事宜表現的公開披露；

◆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選舉公司ESG管理委員會委員，確立委員會職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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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利益相關方溝通

伴隨著上海電氣新舊動能的轉換，加速創新轉型的步伐，上海電氣智慧化發展，駛入新興工業賽道的

形象也需要在資本市場上進一步强化溝通與反饋。上海電氣高度重視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交流，通過

各種渠道傳播我們的社會責任價值與實踐，了解利益相關方的訴求，並採取措施予以合理回應。此

外，我們也希望通過本次ESG報告，更完整地回應各利益相關方所關注的議題。

利益相關方組別 溝通渠道 / 反饋方式 重點關注議題

投資者

-	股東大會

行業趨勢及政策、治理架構、技術與創

新、產品安全與健康、經濟影響、法律

合規

-	業績說明會

-	路演活動

-	投資者調研活動

-	投資者工廠參觀

-	投資者峰會

-	上證e互動

-	投資者熱線電話

-	公司公告

-	微信公眾號

-	Facebook主頁

-	雙月刊《上海電氣報》

-	上海電氣投資者關係郵箱

『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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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方組別 溝通渠道 / 反饋方式 重點關注議題

員工

-	員工培訓

職業健康及安全、員工福利及報酬、可

持續發展戰略、員工權益

-	員工活動

-	員工滿意度調查

-	座談會

合作夥伴

（含供應商、承包商）

-	現場評審

產品安全與健康、能源使用、溫室氣體

排放及氣候變化

-	供應商考核

-	技術培訓

-	線上溝通

客戶

-	客戶滿意度調查

產質量量及售後維護、客戶隱私信息保

護、產品安全與健康
-	客戶投訴處理

-	品牌推介會

週邊社區
-	社區公益活動 廢氣排放、營運地生物多樣性、公益及

捐助-	定期探望

媒體

-	新聞稿/信息公告

可持續發展戰略、	產質量量及售後維

護、管治架構
-	採訪

-	業績發佈會

監管機構

-	新聞稿/信息公告

能源使用、行業趨勢、法律合規
-	定期溝通

NGO或公益組織
-	定期溝通

公益及捐助、社區發展支持
-	社區公益活動

高等院校
-	科研交流合作 廢水排放、廢氣排放、產質量量及售後

維護-	招聘活動

產品最終用戶
-	品牌推介會

產質量量及售後維護、法律合規
-	新聞稿/信息公告

學者 -	科研交流合作 技術與創新、廢水排放、廢氣排放

受資助者
-	社區公益活動

公益及捐助、	社區發展支持
-	定期探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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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議題分析

報告期內，我們進行了二十餘場利益相關方深度現場座談，並在國內及海外所舉辦的多場大型路演中收集投

資者等利益相關方對我們ESG管理及披露的看法。此外，我們重點與政府、投資機構取得了聯繫並以訪談的

方式進行了深入溝通。我們將各利益相關方對上海電氣的關注重點及期望與上一年度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相

結合，對重大性議題矩陣進行了調整和更新。

通過以下渠道，確定與上海電

氣相關的ESG相關議題：

•管理層建議

•內外部利益相關方期望

•媒體信息分析

•國內外同行對標

•監管機構關注議題

•MSCI評級報告

篩選
議題

開展內外部利益相關方溝通，

根據利益相關方關注議題的調

查結果進行評估分析與優先排

序，最終形成重大性議題矩陣

圖

編制
矩陣

ESG管理委員會審核並遞交董

事會批准重大性可持續發展議

題矩陣

矩陣
審核

上海電氣重大性議題判定過程

『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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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識別過程，我們總結歸納出31個ESG議題，其中9個為高度重大性ESG議題。集團未來ESG

發展將繼續對高度重大性ESG議題進行側重，相關議題亦不同程度構成本報告披露的重點。

上海電氣ESG重大性議題矩陣

對
外
部
權
益
人
的
重
要
性
程
度

對上海電氣的重要性程度

高

高低

低

環境							

產品及營運						

企業管治						

勞動實務						

經濟與社區

中度
重要

低度
重要

4

3

1

5

7

6

2

12

8
10

9

13

14

11

18

19

16

20

17

15

22

23

25

24

21

26

30

31

28

2729

高度
重要

議題序號 議題

1 能源使用

2 水資源消耗

3 廢水排放

4 廢氣排放

5 固體廢棄物處理

6 温室氣體排放及氣候變化

7 營運地生物多樣性

8 產質量量及售後維護

9 客戶隱私信息保護

10 產品安全與健康

11 廣告及標籤

12 技術與創新

13 供應鏈管理

14 原材料採購

15 管治架構

16 可持續發展戰略

議題序號 議題

17 可持續發展績效薪酬

18 反貪污

19 風險及危機管理

20 法律合規

21 職業健康及安全

22 就業及員工保留

23 員工福利及報酬

24 教育及培訓

25 多元化及包容性

26 員工權益

27 經濟影響

28 行業趨勢

29 國際貿易形勢

30 社區發展支持

31 公益及捐助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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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上海電氣中期業績發佈會於2020年8月31日通過視頻直播+電話會議的方式召開。上海電

氣黨委書記、董事長鄭建華出席。

鄭建華表示，上海電氣正加快推進工業互聯網建設，目前已應用於風電、火電、電梯、儲

能、電機、機床等多個產業領域，通過工業互聯網賦能裝備製造業的轉型。同時，著力優

化產業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而上海電氣提早佈局的新能源業務已

形成規模優勢。其中，風電產業大幅增長。

在談到服務『長三角一體化』 國家戰略時，鄭建華指出，上海電氣在長三角區域已佈局多

年。截至目前，已建成10個先進裝備製造基地，實現50%產業配套，與將近40家地級市建

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上海電氣還在長三角地區佈局了4個研發中心，以進一步提升核心

競爭力，未來將持續加大發展力度，以獲得更大的市場。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中期業績發佈會

信息披露
透明、高效的信息披露，重視每一位投資者需求。

上海電氣一直倡導『尊重投資者、回報投資者』的理念，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和香港、上海兩地上市規則的

要求認真執行《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規範公司信息披露行為，確保信息披露及時、真實、準確、完整、有效，並積極通過多元化渠道保持與投資

者的溝通，有效回應投資者的需求，加强市場對公司業務及發展戰略的理解。

『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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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電氣

完成了193項A股公告，其中定期報告4項；

276個H股公告

根據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評價辦法（2017 年修訂）》，上交所
對滬市上市公司 2019 至 2020 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評價中公司取得了 A的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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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黨建工作
堅持黨的領導，為企業營運發展提供堅强政治動力和組織保證。

上海電氣黨委深入貫徹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總體要求，聚焦思想引領、體系建設、疫情防控和

復工復產等重點，不斷提升組織力，打造堅强戰鬥堡壘。

黨群建設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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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上海電氣將始終不忘『實業報國』初心、牢記『大國重器』使命，

充分發揮黨委領導作用，全面激活創新發展新動力，努力把『上海電氣』品牌

打造成『中國製造』的標誌性名片，為中國製造的技術更先進、生產更智能、

產品更高端、品牌更響亮貢獻更大的力量，用實際行動切實肩負起國有企業的

政治責任、社會責任和經濟責任。

上海電氣充分發揮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的作用，統籌制定集團黨委年度學習計劃和

內容安排，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

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和系

列重要講話，通過雲視頻線上線下聯動，集中輔導報告和專題學習交流相結合的形

式，先後組織實施19次黨委中心組學習，以理論學習促思想解放，不斷提升政治自

覺和行動自覺。

堅持強化
政治思想引領

上海電氣黨委按照國有企業黨委發揮『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領導作用的新要

求，以體系建設作為抓手，從『功能定位』『融入治理』『落實責任』『激發活

力』四個維度進行頂層設計，形成了具有上海電氣黨建工作特色的制度體系。

◆ 『1+4的制度體系』，明確了推動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的總要求，規範了黨建

入章、『前置程序』、議事規則、『三重一大』、『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工作

要求、實施路徑和操作辦法；

◆ 構建了落實『黨委主體責任』和『黨支部工作責任』兩個工作責任體系，細分了

責任主體、厘清了主體責任、形成了責任清單；

◆ 按照『一桿子到底』的工作思路重點從『黨組織』和『黨員』兩個層面入手構建

工作載體，充分調動基層企業黨委的主觀能動性，充分激發基層黨支部和黨員的活

力動力；

◆ 從工作有效性的角度出發，加強對基層黨組織的考核，實現工作的閉環管理，建

立了定量評價、定性評價、交流評價三個維度的全過程多維度的考核評價機制。

堅持完善
黨建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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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上海電氣始終關注全體黨員的權益保障，2020年開展了黨員學習培訓、專題研修活動以及困難黨員幫扶

關懷活動，不僅為上海電氣基層黨組織隊伍加强黨建工作、助力上海電氣『三步走』戰略作出了貢獻，

也為上海市國資委下屬的兄弟單位經營發展轉型提供了堅强有力的黨建保障。

黨員培訓與提升

為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鞏固拓展『不

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成

果，扎實推進集團『四史』學

習教育，提升黨員隊伍的思想、

作風、紀律等素養，上海電氣黨

委上線全體黨員在線學習平台，

在集團全體黨員範圍開展在線學

習，進一步引導全體黨員以『電

氣夢』為統領，增強黨員意識和

黨性觀念，擔當起實現上海電氣

『三步走』戰略目標的重任。

為進一步適應國有企業黨的建設

的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提

高企業黨委書記履職能力，上海

電氣黨委於2020年8月組織舉辦

了為期4天的黨委書記研修班。

課程涵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宏

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以及企

業戰略、幹部人才和思維方式等

方面內容，同時在形式上增加了

研討交流環節，在學的基礎上強

調研、多思考、勤實踐，真正把

培訓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工作

成效。

2020年9月以來，上海電氣黨校

培訓教學點全面開展上海市國

資委系統第四輪『萬名書記進

黨校』培訓項目，圓滿完成5期

提高班、5期新任班與2期研修

班的全年培訓工作任務，累計12

期405名基層黨組織書記完成培

訓，覆蓋了地產集團、臨港集

團、國際集團、華建集團、綠地

集團和上海電氣集團6家單位。

根據上級相關指導精神，為進一

步關懷照顧困難黨員、增強黨

內凝聚力，上海電氣黨委持續落

實開展集中黨內幫困工作。集團

各級黨組織全面排摸本組織內困

難黨員情況，嚴格按照政策和標

準執行到位、落實到位、關心到

位，使黨員感受組織的關懷與溫

暖。經過集團下屬各基層單位

黨組織排摸、申報，集團黨委

審核，7月，採用一次性現金發

放的方式對受助物件進行資助。

2020年累計幫困黨員107人，幫

困金額321,500元。

全體黨員在線
學習平台上線

舉辦黨委書記
專題研修

積極協辦萬名書記
進黨校培訓

黨內幫困
體現組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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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圓行方 責任回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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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提升黨建工作質量，發揮典型引領作用，向建黨

100週年獻禮，2020年7月起，上海電氣黨委組織開展了以黨

建品牌創建促黨建主題活動。集團下屬各級黨組織共申報創

建100餘個黨建品牌。活動分為互訪、互評、專題評審、網

絡投票和命名授牌等階段。通過互訪互學，搭建各企業間相

互學習、共同進步的平台，進一步增進了解、取長補短、互

促互進；同時，以黨建品牌創建為著力點，充分發揮基層黨

組織的主觀能動性，全面激發基層活力動力，使之成為企業

發展的『助力器』。

上海電氣黨委認真貫徹落實上海市委、上海市國資委黨委相關部

署要求，研究制定了《關於廣泛深入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

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教育的實施方案》，明確指導思

想、工作目標、組織領導和任務安排，並成立了由上海電氣黨委

書記、董事長鄭建華掛帥的『四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

2020年6月12日，上海電氣黨委中心組學習擴大會議暨『四史』

學習教育專題黨課召開，要求把『四史』學習教育成效轉化為推

動發展的實際行動，集團內近20家黨組織邀請上海市委講師團成

員作專題輔導報告，聽眾逾4,000人。下屬各產業集團、企業黨

組織積極探索和創新學習的內容與形式，組織開展知識競賽、徵

文比賽等形式，確保『四史』學習教育有聲有色、入腦入心。

開展以黨建品牌創建促黨建主題活動

開展『四史』學習教育

在上海市國資委系統慶祝建黨99週年暨紅旗黨組織、黨支部建設示範點命名大會上，上海電

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上海汽輪機廠黨委榮獲上海市國資委系統第四輪『紅旗黨組織』稱號。

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钣金車間黨支部、上海電氣風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服務分公司黨

總支、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訂單管理部黨支部和上海電氣環保熱電（南通）有限公司黨支部

榮獲上海市國資委系統第四輪『黨支部建設示範點』稱號。 

上海電氣黨組織獲評市國資系統『紅旗黨組織』及黨支部建設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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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上海電氣既是能源裝備行業領先者，也是製造業智能化轉型
領跑者。我們大力推動智能轉型，以『智能製造、智慧能源、
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為轉型方向，以智能智慧解決方案賦
能客戶，同時堅持『質量為先、客戶至上，服務致優』的理念，
用創新智造贏得客戶的關注，用精工質量回報客戶的信認，
用精細服務回饋客戶的期盼，不斷為客戶創造價值，提升客
戶滿意度。

研精畢02 智
用心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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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創新
我們憑借裝備製造業優勢，全力打造智能裝備、工業互聯網、智慧供應鏈構成的『工業三

角生態』，同時依託數字賦能產業，從智能製造、智慧能源以及智慧交通方面，在培育內

部數字化能力的同時，不斷形成對外賦能方案，創建全方位、多維度的綜合性智慧城市。

面對疫情所帶來的風險和挑戰，上海電氣堅持服務國家戰略的使命責任和綠色、環保、智能、互聯、數字

化、全面解決方案的發展方向，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報告期內，上海電氣的數字化轉型不僅對內提

質增效，同時對外賦能產業，一手抓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一手抓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推動製造業加

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現代化水平。我們通過『智能轉型+能源

轉型』雙輪驅動，重點推進智能轉型四大領域，不斷推動建設工業生態，助力產業實現智能產品升級、智

能製造升級和智能服務升級。

智慧轉型

智能轉型
四大領域

智能
製造

智慧
交通

智慧
城市

智慧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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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精畢『智』 用心服務客戶

2020年，上海電氣在主題為『智能、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的第22屆中國國際工業

博覽會上，聚焦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集中展示了集團轉型發展、新產業提速中的最

新進展與成效。同時，公眾可通過『1+4』的『四智』內容佈局，直觀了解到上海電氣從

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到場景應用的『智慧創新鏈』。

上海電氣的智慧全景圍繞『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製造、智慧交通』四智解決方案及

5G和工業互聯網、航空產業等13個行業場景應用展開，讓參觀者在互動中，直觀感受上海

電氣智慧解決方案對未來生活的影響及改變。

上海電氣『智慧創新鏈』精彩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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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上海電氣技術科研人員繼續圍繞『三步走』戰略目標，根據『3+3』產業規劃和《上

海電氣科技發展規劃》，向高新技術產業化、戰略性新興產業傾斜，聚焦重點領域關鍵技術攻關

和產品研製，積極探索和研究新產業、新技術。我們持續從戰略引領、體系保障、項目管理和評

價激勵四個層面支持科技創新體系和能力的建設，加快技術成果的落地轉化。

在邁入「十四五」之際，上海電氣新修訂並頒佈了《關於加快推進上海電氣集團科技創新發展的

若干意見（2021版）》（科技創新30條），號召全集團堅持正確的科技創新方向，進一步細化

技術發展路線圖，建設更具活力的科技創新組織體系並不斷充實科技人才隊伍，注重創新團隊建

設，以科技創新催生發展新動能。報告期內，我們在保障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成功舉辦多項

科研創新交流、競賽活動，並取得了一系列科技奬項，體現上海電氣以技術發展、技術引領、技

術領先推動新一輪發展的實質性成效。

科研創新

•	構建由技術決策委員會引領，

包括集團中央研究院、產業集團

技術中心和企業技術研究所三個

層次的分工明確、協同高效的開

放式科技創新體，支撐戰略決策,

落實科技創新主體功能

•	制定《研發投入視同考核利潤

項目管理辦法》制度

•	採取更具靈活性的評價激勵機

制，提升技術人員創新積極性

•	發佈新一輪《上海電氣科技發

展規劃》，明確技術發展目標和

發展路徑

•	制定《關於加快推進上海電氣

科技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科

技創新25條2019版)政策

•	推進跨產業集團技術協同管理

•	推出『創新科研項目管理機

制』，賦予項目負責人更多自主

權

•	修訂《科研項目資金管理辦

法》提高科研資金使用的規範

戰略引領01

體系保障 02

項目管理03

評價激勵 0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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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充分保障疫情安全前提

下，上海電氣成功舉辦9場技術沙

龍交流活動。沙龍主題涉及智能製

造、綜合能源利用、氫能、工業互

聯網、知識產權應用等領域共性問

題，採用內外部專家報告與嘉賓圓

桌論壇結合的形式，累計參與人數

770餘人。技術沙龍有效促進了上海

電氣技術人員之間跨界、跨領域、

跨專業深度交流，同時起到了發現

技術需求、形成產業協同的作用。

上海電氣成功舉辦9場技術沙龍交流活動

2020年7月，由上海市經信委指導、市工業互聯網協會支持，上海電氣與市機電工會聯合舉辦

2020『上海電氣杯』工業APP創新應用大賽。這是上海電氣首次舉辦該類賽事，旨在營造數字化

創新氛圍、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產業場景應用、調動創新積極性，發掘優秀工業APP，實

現產業賦能。

大賽組委會組織專家對參賽項目進行了審核篩選，通過對商業價值、通用性、推廣模式、技術思

路等指標的綜合評選，選拔出滿足大賽參賽要求、符合大賽徵集項目方向的參賽項目。複賽階段

由大賽工作組對項目內容和格式的完整性進行審查、篩選，評審角度將更為注重項目的深刻迭

代，重視成果實力的呈現，同時側重於產品後續商業合作及落地的機會。

首屆『上海電氣杯』工業APP創新應用大賽吸引海內外共140多份作品參賽。經過激烈角逐，16個

項目脫穎而出，其中上海電氣內部賽區10個，外部賽區6個，歷時半年圓滿落幕。

成功舉辦『上海電氣杯』工業APP大賽落幕

研精畢『智』 用心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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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上海電氣研發資金總投入約47.59億元人民幣，
佔全年營業收入3.47%，投入金額較去年同比增長了8.55%。

隨著上海電氣科研投入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

我們攬獲上海市科學技術奬特等奬1個，一等奬3個，二等奬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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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在『智慧能源，未來已來』為主題的上海電氣智慧能源解決方案推介會，上海電氣推出了

涵蓋可再生能源發電、儲能、分佈式能源以及全生命週期服務等全方位智慧能源解決方案。報告期內，我們

深知智慧能源是落實國家能源安全新戰略『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重要措施，不僅要凸顯價值和效益，還

要凸顯高效和智能、共享與互聯。我們推出各種『新能源+』場景，把握新能源消納、新基建、5G基站建設等

政策機遇，涵蓋儲能、熱電聯產及『互聯網+』智慧能源項目，引領能源新時代。 

重大項目進展

智慧能源領域

微網儲能：崇明三星『互聯網+』智慧能源示範項目

上海電氣承接的崇明三星『互聯網+』智慧能源示範項目。整合了上海電氣在可再

生能源領域和智能微網方面的最新產品和技術，設備內部配套率達80%以上，涵蓋

CIGS太陽能薄膜發電系統、儲能電池及管理系統、光伏逆變器及儲能變流器、能源

管理系統、遠程數據監測及分析系統等關鍵設備。項目建成後，有力推動了崇明三

星鎮建設文明生態智慧城鎮的進程，也成為了上海電氣智慧能源系統設備和能力的

綜合典範。

在環保性方面，『光伏+風機』	等多種可再生能源發電將100%滿足村委會、田園

綜合體及周圍農戶的生活、生產、農業用電，實現零碳排放。

在可靠性方面，系統配備先進的儲能系統設備，可實現『自發自用，餘電平穩上

網』，對電網友好，同時可有效降低農電的三相不平衡度，提升電能質量。

在經濟性方面，系統採用了智慧能量管理系統，對鄉村能源並網系統和孤網系統進

行一體化的安全控制和經濟調度，同時可利用峰谷電價差，實現一定的經濟效益。

研精畢『智』 用心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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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閔行工業智慧能源示範項目試運行

2020年5月18日，上海市閔行工業區智慧能源示範項目（一期）正式投入試運行，向全面投入營運最

後衝刺。這是上海電氣繼崇明三星田園『互聯網+』智慧能源示範項目完成之後的首個工業類智慧能

源示範項目。

該項目由分佈式電源、儲能裝置、風光儲充一體化充電樁、綜合能源智慧管理平台等組成，旨在工

業園區內打造規模化的智慧、綠色、低碳『風光儲充』綜合能源樣板工程。自5月14日項目啓動整

套監檢以來，針對建設單位和工程監理提出的啓動前整改要求，上海電氣克服疫情對工作帶來的影

響，有效落實各項任務部署，最終通過啓委會檢查驗收。項目建成後，可實現可再生能源利用、削

峰填谷、需量控制等，為工業園區節能增效，每年可降低園區用電2,158兆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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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製造領域，上海電氣堅持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運用數字化、網絡化、智慧化等手段賦能

產業轉型升級。我們在集團內部推進一批智能製造示範項目，涵蓋智能工廠、智能運維、智慧供

應鏈等領域，同時對外我們全力打造以智能裝備、工業互聯網、智慧供應鏈構成的『工業三角生

態』，賦能產業轉型。

報告期內，在國家大力推動5G網絡、工業互聯網的政策環境下，我們憑借在高端裝備製造的技術

優勢和經驗積累，加大科技投資投入，以『在線新經濟』為發力點，積極探索工業互聯網時代的

商業新模式。上海電氣自主搭建的『星雲智匯』工業互聯網平台已在2019年工博會上正式對外發

佈。2020年，我們持續升級該平台建設，目前『星雲智匯』已接入各類發電設備、電梯、機床等

近10萬台設備。

智能製造領域

研精畢『智』 用心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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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星雲智匯』工業互聯網平台2.0版對外發佈

打造『百年老店』數字化升級樣板

2020年12月，上海電氣『星雲智匯』工業互聯網平台

2.0版正式對外發佈，標誌著上海電氣工業互聯網建設

又邁出了實質性一步。全新升級後的『星雲智匯』在AI

人工智能、BI商業智能和CI開發智能等方面都進行了大

幅升級。平台新設的AI大數據『星•雲智』模塊可為故

障預測和診斷、運維策略、產質量量監控、能耗管理、

生產工藝優化等多個工作場景提供數據價值展示和業務

價值分析，降低了工業智能建模門檻，有效提升工業數

據價值閉環效率，為企業工業智能體系建設持久賦能。

2020年12月28日，上海電氣旗下上海人民電器廠智能製造一期工程——數字化產線正式投產。人民廠數字化生

產線項目是上海電氣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入選了上海電氣第一批智能製造示範項目，項目成功投產不僅

為上海電氣積累了數字化轉型的經驗，也為上海電氣數字化產業提供了能力培育的應用場景，較好地推動了產品

服務化和服務產品化。

該項目正式投產驗收內容包括真空斷路器智能產線、框架斷路器智能產線、小型斷路器智能產線，及MES系統、

CRM系統、WMS系統和TC平台、設計雲平台等建設情況。人民

電器廠將不斷深化智能製造的建設和應用，著力打造高度自動化

的物流、倉儲及柔性加工製造產線，高度集成的信息化物聯網管

理平台，高度協同的研、產、供、銷、存全生態鏈的數字化智能

工廠，推進企業產品對工業互聯網和物聯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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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軌道交通5號線綜合運維項目交接 全自動無人駕駛技術在上海14號線展開演示

2020年12月26日上午，上海軌道交通5號線綜合運

維項目交接暨綜合維保生產調度指揮中心啓用儀式

在5號線劍川路基地舉行。該項目是上海電氣與上

海申通地鐵集團聯手打造的綜合智能維保創新示範

項目，標誌著雙方在軌道交通領域的戰略合作取得

實質性的進展。

上海軌道交通5號線綜合智能維保項目，基於城市

軌道交通智能維保和健康管理平台，將提供車輛、

供電、通號三個專業設施設備的全生命週期綜合智

能維保服務，實現地鐵維保服務由『信息化』向

『智能化』的轉變，設施設備維保由『計劃維修』

向『狀態維修』的轉變。

該項目中，上海電氣大力投入研發『i-PHMart城市

軌道交通智能維保和健康管理平台』，加强『多專

業融合、多源數據共享』模式探索，積極推動軌道

交通設施設備資產管理、運維管理、健康管理和應

急管理的智能化，進一步提升軌道交通設施設備運

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020年5月15日，南京浦鎮車輛廠場外試車線如期

迎來了上海軌道交通14號線全自動無人駕駛運行演

示。作為上海新一輪軌交建設的示範項目，本次運

行演示標誌著軌道交通無人駕駛技術向『深度智

慧』又邁進了一步。	

該項目是上海電氣泰雷兹交通自動化系統有限公司

軌道信號系統重點項目，也是上海電氣泰雷兹緊貼

國內軌道交通營運實際，實現的一次技術超越，為

國內軌道交通無人駕駛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智慧

和安全的解決方案。

在智慧交通領域，我們依託地鐵線、有軌電車等硬件生產製造和軟件系統開發的傳統優勢，不斷

迭代升級無人駕駛、IERT（智能電子軌道交通系統）、市域鐵路、城際交通等新一代軌道交通產

品的智能化水平。集團不僅為城市地鐵提供行業領先的弱電（信號、綜合監控等）系統集成解決

方案，同時面向城市中運量運輸需求，提供有軌電車和智能電子軌道交通系統解決方案，並以本

地化、自主化的智能維保技術為引領，提供保障營運安全和設備維保的綜合服務方案。

智慧交通領域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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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自主研發卧螺離心機通過評審 上海電氣首次進入醫廢處置領域

2020年8月，中國疏浚協會組織召開了關於上海電

氣環保集團『河湖清淤工程專用大型卧螺離心機』

的產品評審會。來自中國交建、廣航局、上航局等

18位專家組成的評審組一致認為，大型卧螺離心機

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准予通過評審。

該產品的主要創新點是單機處理量大、可連續作業

且環保高效。我們的研發團隊開發了工藝單元可模

塊化佈置的系統，佔地面積小，建廠時間短，操作

維護簡便，並採用綠色環保的絮凝劑，密閉的脫水

系統，避免了二次污染。

該產品可以填補我國在大型卧螺離心機產品開發的

空白，有效促進了行業內的技術升級，推動了我國

河湖清淤行業的發展，為解決國內河道、湖泊環境

綜合治理作出了貢獻，具有很好的推廣應用價值。

上海電氣自2015年就開始調研醫療廢物處置的相關

技術和裝備，近幾年對於醫療廢物的高温蒸煮、醫

療廢物與危廢混燒、醫療廢物單獨熱解氣化焚燒等

方面形成了成熟的技術方案。

2020年5月，上海電氣環保集團中標佛山市醫療廢

物處置總承包工程項目（第一階段），也是佛山市

唯一的醫療廢物處置設施。該項目採用獨特的熱解

氣化焚燒工藝，全廠生產污水經處理後回用，實現

污水零排放。項目第一階段將新建一條處理量為每

日25噸的醫療焚燒線和配套規模為每日35噸的主廠

房建築及煙氣淨化系統、污水處理站等配套公輔設

施，招標範圍包括全部的工程設計、工藝設計、設

備採購、安裝、調試、驗收和其他相關服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國家和各地政府

都出台了加快建設醫療廢物處置項目的政策，該項

目也是上海電氣首次進入醫療廢物處置領域，中標

對上海電氣後續項目開發、業績積累、相關技術的

儲備都具有重大意義。

在環保工程與服務領域，上海電氣保持快速發展勢頭，繼續堅持涵蓋工程+設計、技術+產品、營

運+服務的完整產業鏈，集成國外先進技術，積累行業標桿性業績並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進而

『反哺』後續海外市場與國內環保市場。報告期內，我們在電站環保、固廢處理和水處理等多個

領域實現了技術和市場突破。

環保工程與服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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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環保集團參與投資懷遠縣農村
污水治理PPP項目

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環保實力：南通熱電垃
圾焚燒技改擴項目亮相美國紐約時代廣場

目前，農村生活污水處理率不高以及量大等問題。

伴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生活污水量也逐漸上漲。

若農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不佳，後果堪憂。未經治

理的污水流經山河、池塘以及湖泊等地表水體中，

會極大地污染了各種各樣的水源；並且，生活污水

也是導致疾病傳播的渠道，極易造成地區污染病、

人畜共患病以及地方病的流行與傳播。

2020年初，上海電氣環保集團參與投資『懷遠縣農

村污水治理PPP項目』。項目所在地懷遠縣隸屬於

安徽省蚌埠市，為懷遠縣重要民生工程，屬於政府

2020年工作計劃，涉及16個鄉鎮駐地及2個省級美

麗鄉村的污水綜合整治，規模合計14,040立方米/

天，污水主管網總長度約為374.68公里。

南通熱電垃圾焚燒技改擴項目是環保集團首個特大

型垃圾焚燒項目，垃圾日處理規模達2,250噸/天。

每年可解決南通如皋市、通州區、崇川區、港閘區

及週邊約450萬人產生的生活垃圾量，年上網電量

85.92GWh，同時對項目所在的精細化工園區27家

企業供應80萬噸/年的蒸汽。

改擴建後，垃圾處理量增加20.81萬噸/年，增幅

為33.9%，本項目污染物排放指標達歐盟2010

（EU2010/75/EU）標準，真正實現垃圾減量化、

無害化、資源化。

2020年12月，該項目作為2020年Bentley光輝大奬

賽一等奬獲得者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納斯達克大

廈亮相。作為入圍本次決賽的唯一一個垃圾焚燒發

電項目，該項目綜合性、集成化、數字孿生的設計

理念成為焦點。此外，南通熱電垃圾焚燒項目作為

民生項目，在項目實施需建立在保證原廠的平穩營

運的前提下，從而避免因原廠停產而產生的『垃圾

圍城』、『供熱斷源』等系列民生問題。

研精畢『智』 用心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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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在促進內部科技創新的同時，有效管理和保護自身技術創新成果。我們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企業知識產

權管理規範》《工業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指南》《知識產權對外轉讓有關工作辦法（試行）》等相

關法律法規，制定並實施《上海電氣知識產權管理辦法》《上海電氣知識產權管理指導手冊》等

制度文件，並推進產業集團制定細化的規範制度。報告期內，我們開展知識產權認證培訓活動、

知識產權相關政策及實操的科技沙龍活動，促進員工了解專利的保護範圍和技術內容，以及專利

權人、專利時效和保護地域等專利法律信息，保障自己擁有的知識產權不被侵犯的同時避免侵犯

他人的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上崗認證培訓 2020年科技沙龍-知識產權專場

2020年7月，為提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提高

企業知識產權人才隊伍水平，上海電氣聯合上海市

知識產權服務行業協會，面向首輪51名集團知識產

權崗位人員上開展知識產權上崗認證培訓。

培訓活動圍繞知識產權戰略、知識產權保護、知識

產權價值評估、知識產權管理等方面，對下屬產業

集團及重點企業的知識產權崗位人員進行了為期4

天的培訓。最終，培訓員工全部經過考核通過，並

獲上海市知識產權工作者證及集團知識產權崗位認

證。

2020年8月，上海電氣舉辦2020年科技沙龍知識產

權專場。活動邀請上海市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

促進處、相關律師事務所等單位以及上海電氣內部

知識產權專家，圍繞知識產權賦能裝備製造企業創

新發展，從知識產權政策、理論、實操及專業服務

等方面做主題分享與現場交流，提升員工對知識產

權前沿政策理論的認知，討論與解決實操過程中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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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卓越 成就客户

累計擁有發明專利

1,886 項

累計擁有非發明專利

3,933 項

累計擁有軟件著作權

5 項

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上海市級
企業技術中心

8

12

16國家級企業
技術中心8個

個上海市 院士工作室5個上海市

高新技術企業80+ 家
科技期刊
種

個

2020年上海電氣專利申請數1,786項，授權972項，至2020年12月31日擁有有效專利5,819項，軟

件著作權5項。

上海電氣在推動自主研發、智能轉型的同時，注重研發資源整合利用，積極與國內外高校、科研

院所、產業鏈企業建立產學研用聯合體和科技研發平台。我們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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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浙江大學上海電氣風電研發中心

依託浙江大學在電機學科領域强勁的科研實力，上

海電氣風電集團於2017年與浙江大學聯合成立風

電研發中心，深度開展校企合作，突破行業『卡脖

子』技術難題。

2020年，經過近3年的打磨，成功研發了針對陸上

風電市場的3兆瓦直驅發電機，並投入樣機運行。

同時聯合拿下科技部重點課題項目，完成了自主大

兆瓦海上直驅發電機和大容量變流器的開發。近期

雙方完成了第二期合作項目的簽約，合作領域及項

目逐步進入深水區，將基於融合和創新的產品研

發，應對風電平價時代的到來。

上海電氣歐洲科創中心-完成多目標
優化方向研究項目

為加强與海外先進技術與產業資源的互動與聯動，

進一步完善風電技術能力，並鞏固上海電氣海上風

電領先地位，2020年，上海電氣風電集團歐洲科創

中心完成與丹麥科技大學在風電場多目標優化方向

的合作研究項目。

該項目綜合考慮機組載荷、尾流影響、道路施工、

集電線路、多種機型和輪轂高度混排設計方法等多

種約束條件，可從系統優化的角度得到發電量與度

電成本最優方案，從而有助於業主實現項目經濟效

益的最大化。該項目同時填補了公司在風電場優化

設計能力方面的空白，提高了公司風電機組的系統

性設計能力，從而

有助於開發成本更

優、性能更優的產

品，為提高公司平

價時代的市場競爭

力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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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始終堅持以質量第一為價值導向，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

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並且集團所有製造型企業均完成了ISO 9001:2015質量管理體系認

證。我們已在多年的質量實踐中形成一整套質量工作規範，包含質量管理總綱、以客戶為中心的質量工作導

則、企業質量相關工作以及供應商質量相關管理規範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同時，我們嚴抓產質量量考核，從產

品等級品率、質量損失率、重大質量事件以及質量攻關專題等方面進行考核及目標要求，確保在潛心研製產品

同時，全力實現對客戶信守質量的承諾。

質量第一
質量：始於意識，賴於技術，基於管理，存於匠心。

企業質量檢驗工作

質量總綱
以顧客為中心的
質量工作導則

企業質量管理工作

企業計量工作

企業標準化工作

企業供方質量管理
及準入管理規範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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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上海電氣環保集團三體系執行情況內部審查

工作正式啓動。環保集團按照質量、環境、職業健康安全

管理體系要求，對工程設計與技術服務、工程總承包、項

目管理及工程建設監理、施工圖設計等工作的運行情況進

行全面審查，以確保內部質量工作按規範執行。本次內審

不僅覆蓋了環保集團生產、職能部門，同時對工程項目、

設計項目開展審查，以進一步加强企業管理改進，提高質

量管控水平，優化制度流程管理。

絶不放過任何一個質量問題，絶不忽視任何一個安全隱

患。2020年9月，上海電氣風電河北基地召開『控風險，

保交付，攻堅克難60天』誓師大會，在來勢汹汹的『搶

裝潮』之下，全力以赴高質量完成交付任務。圍繞全年生

產目標，河北基地採取各部門聯動機制一系列措施。基地

管理層將工作分解到週到日，明確目標，責任到人，緊盯

質量、產量不放鬆。一、二線及大部分三線員工啓動兩班

制，保證員工有充足的休息時間，避免疲勞作業。技術和

質檢團隊細化任務、倒排計劃，成立攻關小組，以『釘釘

子』精神和『馬上辦』態度，為一線生產保駕護航。

上海電氣環保集團：
三體系內審促管理改進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
紧盯质量保交付

報告期內，上海電氣堅持文化引領，通過多種方式加强員工質量管理意識和能力的培養，成功舉辦

以『聚焦產質量量改進，推進工程質量提升』為主題的質量月活動，並於2020年取得上海市質量攻

關優秀組織奬。2020年，在已售或已運送產品中，未發生因安全與健康原因而回收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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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業『質量月』活動亮點紛呈

2020年9月，上海電氣『質量月』啓動儀式暨『質量勞動競賽』專題交流

會成功舉行。活動期間，各產業集團、企業圍繞『聚焦產質量量改進，推

進工程質量提升』主題，多點開花樹立質量至上理念，推進質量提升，進

一步加强技術和質量管理融合，以質量提升帶動競爭力提升，彰顯上海電

氣品牌魅力。

其中，上海電氣電站集團舉辦了千人參加質量知識競賽。競賽以『關注

質量品牌，宣傳質量誠信，提升質量效益』為主題，吸引了電站集團本

部、工程公司、電站服務公司、燃機公司等企業的1,000餘名員工參加線上答題，為企業高質量發展出謀

劃策。通過質量知識競賽，部分員工表示企業的降本增效必須從每個員工自身做起，只有工作效益的提升

才能帶來企業管理效益的提升，由此極大的提升了員工質量管理意識和決心。上海電氣電站集團後期對本

次收集到的各項建議做進一步地匯總分析，並將其作為下一年質量改進與管理提升的重要參考依據。

◆ 2020年8月25日，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和上海市經信委聯

合發佈了《關於通報表揚2020年上海市重點產質量攻關成果專

案和個人的通知》，上海電氣旗下上海三菱電梯和上海鍋爐廠有

限公司兩家單位分獲2020年上海市重點產質量攻關成果一、二

等獎，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獲優秀組織獎。

◆ 上海三菱電梯和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的獲獎項目分別為『HE

系列公共交通型自動扶梯及其智慧監控系統質量攻關』『塔式光

熱電站蒸汽發生系統質量攻關』。

上海電氣攬上海市質
量攻關優秀組織獎

◆ 2020年12月24日，為樹立『上海標準』、提升城市能

級，上海市政府著力挖掘和打造符合國內領先、國際先

進要求的『新』標準，首批一共授予了十家企業和團隊

此殊榮，共1個地方標準+3個團體標準+6個企業標準。

其中，上海電氣有兩家企業獲評，分別為：上海電氣電

站設備有限公司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

汽輪機廠、鍋爐廠項目
入選首批『上海標準』

上海三菱虹橋機場T2航站樓維保班組
榮獲『質量信得過班組』殊榮

上海虹橋機場T2航站樓共有電梯和自動扶梯139台，全部為

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提供，其中扶梯86台、升降梯53台。

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在虹橋機場的現場維保班組共計16

人，其中，1名高級技師、1名技師、2名項目經理。

上海三菱維保班組緊貼虹橋機場打造國際精品機場的理念，

著眼於現場服務質量的提升和服務創新的持續發展，以標準

化維保單元建設為抓手，切實推進維修星級服務創建活動，

進而確立了上海三菱公共交通型電梯、扶梯項目的維保服務

質量水平和競爭能力在同行業範圍內的領先地位。

2021年3月，上海三菱虹橋機場T2航站樓維保服務班組榮獲

2020年上海市群眾性質量提升，行業質量信得過班組稱號。

研精畢『智』 用心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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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至上
我們致力於一站式服務，通過完善的客戶渠道及處理機制，嚴格保護客戶隱私，

以最高客戶價值滿足客戶需求。

上海電氣致力於不斷優化產品的服務質量，每年

委託第三方評測中心開展顧客滿意度調查，覆蓋

集團下屬製造類、工程類、新產業板塊企業，與

客戶保持良好的雙向溝通，客觀有效地獲取顧客

反饋的信息，全面了解客戶對我們產品和服務的

滿意情況，獲取產質量量改進信息。

客戶滿意度調查

集團客戶滿意度調查評分

91.5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92.2

92.1

為積極應對客戶投訴，及時處理質量異議，我們

在建立客戶檔案管理的同時，完善客戶意見反饋

機制、投訴處理機制和快速響應機制。同時，集

團要求下屬各單位設有專人負責投訴的記録，並

對投訴問題組織調查、分析和處理，在限定的時

間內妥善解決並給予投訴者滿意答覆。如電站集

團，技術質量部開設400質量投訴專線，專線信息

通過合同及顧客滿意度問卷傳遞至客戶方。2020

年，集團主要產業集團未接到客戶投訴。

客戶投訴處理

主要產業集團接獲客戶投訴數量

0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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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上海電氣深知解決方案的可信、網絡的安全是客戶的重要考量因素，我們嚴格依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網絡安全法》《信息安全等級保護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建立了信息安全的綜合防護體系和

機制，包括《信息安全管理和控制》《密碼管理》《系統安全防護》等，以全面規範內部信息安

全保護操作。集團旗下上海電氣集團數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電氣數科』）已於2019年取

得了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體系和ISO 20000信息技術服務管理體系認證證書，另外於報告期

內，電氣數科獲得『信息系統安全集成服務資質三級證書』，持續發揮企業優勢，為客戶提供專

業化、高標準的信息安全服務。

信息安全保護

上海電機廠有限公司：走訪客戶了解質量滿意度

2020年『質量月』期間，上電以『不斷增强客戶滿意度』為目標開展市場端質量走訪。由工廠管理層帶

隊，設計、工藝、製造、質保、訂單管理等相關條線人員隨同出訪，擬定了8支隊伍20餘批次走訪清單。走

訪對象涵蓋電力、冶金、礦山、建材、輕機、石化等行業及業主、總包方、戰略主機廠、系統集成商等不同

合作夥伴，從多個維度了解市場最真實的聲音，用戶最迫切的需求。

此外，上海電機廠還通過向用戶展示其在機構調整、機制變革、產品研發等方面的最新成果，讓對方全面了

解當下上海電機廠更快速的技術響應、更高效的合同履約、更優質的售後服務、更系統的解決方案，進一步

强化品牌形象，提升用戶的信任度和黏度。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研精畢『智』 用心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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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數科獲信息安全集成服務資質 上海電氣舉辦網絡安全在線講座

2020年9月上旬，電氣數科順利通過中國網絡安全

審查技術與認證中心的審核，獲得『信息系統安全

集成服務資質三級證書』。該資質的獲得標誌著電

氣數科在基本資格、服務管理能力、服務技術能力

和服務過程能力等方面均獲得認可，對公司開拓和

推進信息安全服務領域的各項業務具有重要意義。

未來，電氣數科將繼續發揮企業優勢，為客戶提供

專業化、高標準的信息安全服務。

2020年4月，上海電氣《網絡安全實踐之企業如何

過等保（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在線講座舉行，從

多角度對上海電氣所有實際控制企業如何進行等保

（網絡安全等級保護）進行了主題培訓。

同時，報告期內，上海電氣數據與信息化部牽頭開

展一系列更為嚴格和全面的信息安全檢查和規範工

作，旨在有力推進集團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建設，

為集團『三步走』戰略的穩步推進提供安全保障。

此外，為了維護上海電氣權益、保護客戶隱私，我們要求全體員工高度重視涉及到客戶隱私的資

料安全。我們制定了專門的客戶信息保密制度，用以規定客戶資料的處理方法及保密措施，同時

啓用IT運維審計系統，對系統管理員等內部特殊賬號及外部顧問等支持賬號進行操作行為記録和

審計，避免客戶信息泄露。

網絡安全態勢感知項目
上線運行

IT資產管理平台
上線運行

集團負面管控清單建立
數字和信息化處罰條款

2020年信息安全保障
亮點舉措

網絡安全高危風險整改通
知書持續實施中

在線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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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面對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上海電氣堅持與合作夥伴、供應商
夥伴等利益相關方展開積極的合作，搭建聯繫平台，實現雙方
合作共贏。同時上海電氣也對供應商提出了嚴格的質量要求，
對內也多次展開嚴厲的反貪反腐教育，致力於創建一個廉正、
和諧、共贏的市場環境。

攜手夥伴共建
智03 略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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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採購
加强供應商採購管理，幫扶供應商提高專業能力水平，不斷提高上下遊價值鏈整體

效率和可持續發展水平。

2020年，上海電氣對於供應商提出了一系列有關質量與定價方面的規定，積極

展開對供應商的培訓，力求進一步完善供應商制度，幫助供應商提高學習能力

和合規實踐能力，打造『乾淨、開放、雙贏』的採購供應鏈體系。

採購管理

風電集團開展物料供應商績效評估

風電集團嚴格按照上海電氣的相關制度規定,針對大額供應商、戰略型及瓶頸型供應商、大額

獨家供應商以及需要進行年度份額分配的供應商開展年度績效評估工作，從成本、質量、交

付、技術以及服務五個維度對供應商進行評分。每家供應商都會有對應的採購經理統籌維護

績效評估工作，下設採購、質量、技術、物流評分人，對供應商開展全面的評估工作。

上海電氣繼2019年出台了《獨家供應商管理》《指定供應商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之後，在

2020年統一編撰並出台了《電子商務採購操作管理》辦法，形成完整的電子商城操作細

則，同時，上海電氣也更新了集團層面的《供應商管理制度》，加强了供應商准入評價、動

態管理、評價及應用等全生命週期管理。

供應商制度完善

上海電氣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產質量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審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國家法律法規，繼續執行現有《上海電氣採

購管理》《上海電氣集中採購管理》《國際採購及供方管理方案》等管理制度和規定。同

時，上海電氣在2020年出台了《採購定價方式管理》，進一步完善採購制度體系，推動採購

業務更加規範化、秩序化,控制採購風險。此外，《採購管理》制度作為最高層級的總括性制

度，已完成初稿編製，未來將在對相關制度整合提煉的基礎上形成總體指導性原則和要求。

採購制度完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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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需經過體系認證與產品認證，同時對接

風險雷達、第三方風險系統，使集團在第一時

間獲取風險資訊，提前應對

供應商入口統一，使集團得以統一統籌各供應

商信息，加強對於供應商的管理與監督，實現

對於風險管控的提前性、高效性與一致性

對有負面情況的企業，如失信違約、法律糾

紛、環保處罰等，一律不予合作

供應商准入

績效評估：通過過程績效反饋機制，對於不合格

的供應商提出通報、警告、暫停或停止合作；同

時展開年度考察，淘汰不合格的供應商。評估會

側重於交貨期的考察。

現場評估：通過組織對供方物資、工程或服務的

質量進行飛行檢查到期複評審，評估合格供方的

再供貨資格。也會選取部分供方，與工廠聯合開

展複評工作。

供應商評價制度

供應商
管理制度

『智』略双赢 攜手伙伴共建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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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依據準入審核的相關慣例對合

格供應商庫進行更新，2020年，集

團主要企業合格供應商分佈

上海電氣主要企業供應商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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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上海電氣智慧供應鏈大力推進的第一年，供應商管理信息化（SRM）平台基本完成全

生命週期管理平台、競爭性定價平台、電商平台和供方訂單協同平台等四大平台的整體建設和優

化，並大力推行智慧供應鏈平台在各大產業集團和企業的應用。

智慧供應鏈平台的啓用充分滿足各部門協同供應鏈管理動態化、實時化和信息化需求，在原有內

部雲平台的基礎上，向外部延伸，打通供應鏈上下遊。新的平台大幅提高供應鏈管理效率，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

智慧供應鏈平台

智慧供应链平台成果

競爭性定價平台：
在上海電氣範圍內全面推進實施，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建立採購項目項，
決標金額超62億元。

電子商務平台：
已經實現多個品類(辦公用品、勞防用品、工作服、工業氣體、通用工具、通用
量具、探傷材料、包裝木材、飲用水），超過20,000種商品上線，後續上線範圍
仍在不斷擴充。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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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對接風險雷達的
自註冊系統

智慧的分類管理系統

差異化的准入流程
和模板

高效的供應商
管理系統

競爭性定價平台

供應商
生命週期模塊

招標尋源模塊

訂單協調模塊

電子商城模塊

SRM
管理平台

『智』略雙贏 攜手夥伴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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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關系維護舉措

在供應商大會上，面談表現優劣之處，同時對技術發

展規劃、採購管理要求進行宣貫

不定期地召開地針對共性問題，如拓展新興市場、拓

展服務市場等召開供應商討論會

通過專項質量輔導、培訓等工作幫助供應商提升質量

管理能力

前往供方聚集地區開展集中採購業務交流

組織供應商大會

召開共性問題討論會

輔導與培訓

開展集中採購業務交流

反饋客戶溝通情況
定期進行業主質量訪問，同時把業主對產品的需求信

息帶給供應商，幫助供應商提高產品質量和改進方向

上海電氣始終把供應鏈建設作為企業持續發展的重頭戲來推進提升。各集團針對不同供應商學習

能力與意願的不同，開展了多次供應商交流溝通活動，促進供應商完善自身營運體系，共同營造

和諧共建、互利共贏的合作環境。

供應商關係維護

『融共生，和共贏，競未來』上海電氣風電供應商大會召開

7月25日，上海電氣風電集團召開了風電供應商大會。本次大會的主題是『融共生，和

共贏，競未來』。中國風電行業正面臨著去補貼、促平價的關鍵『十字路口』，和合共

生、攜手共贏是上海電氣建立供應鏈戰略體系、建立決勝平價時代良好合作生態的重要

理念。會上，上海電氣希望供應商合作夥

伴繼續全力支持風電集團發展，為風電集

團發展關鍵期貢獻更大力量、更大智慧。

上海電氣也將以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贏

的理念繼續深化與供應商夥伴的合作，共

同打造中國風電良性發展生態，攜手並肩

共贏平價時代、勠力同心共創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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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持續推動可持續供應鏈的發展，與合作夥伴共同打造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企業形象。

我們在《供應商行為準則》中明確針對企業ESG的各個方面提出了要求，並鼓勵所有供應商簽訂

《安全生產環境和保護管理協議》，與我們一起實現全面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供應鏈

上海電氣對供應商實行全面的安環評審。我們以安全生產

月專項活動為契機，對供應商資質、近三年來的安環績

效、安全生產標準化程度（要求涉及生產性、建築施工、

危險化學品的供方必須提供二級及以上安全生產標準化資

質證書）、安環違法違規及事故事件及其他涉及安全生產

條例的相關事項開展全面評審和認證。

同時，上海電氣非常重視貪污賄賂問題，堅決反對商業貪

污腐敗問題，力求打造乾淨、清廉的企業環境，堅持執行

反貪反腐工作，並積極將清正廉潔之風推及合作夥伴。

為加强採購領域黨風廉政建設，預防採購活動中發生各種

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違紀違法行為，上海電氣繼續堅持實行

《採購合同》《廉政協議》『雙合同』同步簽訂機制，要

求各單位為我方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供應商，在與我方簽訂

合同的同時，必須全部簽訂《廉政協議》，對於多次進行

合作的供應商要求每年至少簽訂一次《廉政協議》。同

時，上海電氣進一步貫徹落實『黑名單』制度，對『黑名

單』上的供應商進行嚴肅處理。

•	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貪污賄賂行為，也

不從事任何形式的貪污賄賂行為

反貪污賄賂01

•	 尊重員工的基本員工權

益，提供平等的機會與待遇

•	禁止強迫勞工與童工

員工權益02

•	採取措施控制安全風險

•	提供健康與安全相關培訓

員工健康與安全03

•	嚴格按照環境法定標準

與國際標準行事

•	持續改善環境保護措施

環境保護04

對外簽約人員法律知識培訓項目

2015年以來，為提高上海電氣所屬企業對外簽約人員的法律風險意識，掌握一定的法律風險化解技

能，減少因不規範行為給企業帶來的不利法律後果，維護企業財產和交易安全，上海電氣啓動並實

施了針對下屬企業營銷、採購、工程、項目管理等業務條線對外簽約人員的法律知識培訓項目。

2020年我們充分利用網上授課培訓經驗，在堅持網上資源自學+集中面授培訓+考試的基本模式之

外，鼓勵更多遠程學習。我們邀請了合同法、擔保法、民法及訴訟法等相關領域社會知名大律師、

集團法務部專業人員擔任講師。受訓人員不僅提高了法律意識，還了解了持證上崗的基本要求。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共新增對外簽約培訓人員344人，其中270人考試通過並取證。

供應商
ESG要求

『智』略雙贏 攜手夥伴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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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
積極尋求以技術為媒介的多元合作模式，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

2020年上海電氣進一步加强與外部企業對接，實現區域化、全球化發展，力求在合作之中結合

雙方的資源、人才、信息、科技等要素，實現互利共贏，共同推動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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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海電氣與齊齊哈爾市政府、中國一重集團在齊齊哈爾舉行風電項目投資開

發戰略合作協議簽約儀式，雙方將在風電項目投標、風電裝備制造、開發國際市場、風

電人才培養等方面開展深入合作，政企三方將發揮個子優勢、整合優勢資源、實現合作

共贏。

上海電氣與
齊齊哈爾市政府、
中國一重集團簽署
戰略合作風電項目

8月6日，上海電氣新能源公司與廈國電投閩光智慧能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

議，雙方將在風電、光伏、智慧能源、配售電、儲能、生物質熱電聯產、垃圾發電等領

域建立全方位戰略合作關系，發揮雙方在項目開發和融資等方面的優勢，共同開拓新能

源市場。

上海電氣與
廈門國電投簽
署戰略合作協議

6月9日，上海電氣與上海航天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按照協議，

雙方將利用自身優勢，提高雙方在業界的競爭力與影響力，共同促進在新能源領域的快

速發展。未來，雙方將在項目開發、市場、產業鏈、制造、施工等領域進行優勢互補，

展開多渠道、多領域、多層次的全面戰略合作。此外，上海電氣風電集團與中廣核簽署

新能源戰略合作協議。未來，雙方將在以風力發電機組設備業務為主的新能源領域開展

全方位合作，盡快搭建起多個合作平台，共同研究確定重大合作項目。

上海電氣與上航工
業及中廣核戰略合

作項目

9月3日，上海電氣與申通地鐵簽署戰略合作意向書及上海軌道交通5號線多專業綜合運

維項目合同。根據戰略合作意向，雙方將組建合資公司，共同推進全面合作。雙方將	

以此項目為試點和示範，研究應用多專業融合、多源數據共享的i-PHMart智能維保和健

康管理平台核心技術，共同探索並形成可複制、可推廣的軌道交通設施設備維護保障和

全生命周期管理新模式。該項目是上海電氣軌道交通產業從『單一-制造』向『制造+服

務』轉型的一個里程碑，對上海電氣軌道交通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上海電氣與申通地
鐵集團簽署戰略合
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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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上海電氣秉承『用好現有人才，留住關鍵人才，吸引急需人
才，儲備未來人才』的人才理念，致力於將集團打造成優質
的人才儲備庫。我們承諾充分保護員工合法權益，為人才提
供成長與發展的平台，設立多樣化的培訓機制，創造健康安
全的工作環境，締造温馨的工作氛圍，讓所有員工與上海電
氣共同成長、發展。

足            多謀
培育激勵員工04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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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權益
堅定保障員工合法權益，促進和諧勞動關係。

上海電氣的蓬勃發展，離不開一代又一代電氣創業者的守護。我們認為，企業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所以

我們不斷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員工，為上海電氣帶來先進的知識與技術，推動上海

電氣在行業中不斷前進。

為了規範招聘流程，上海電氣設有《員工招聘管理》及《員工招聘實施細則》，實現各類招聘工作的品牌

一體化和流程一體化。

僱傭管理

報告期內，上海電氣針對校園招聘僱主品牌形象進行了升級，圍繞上海電氣產業從傳統

能源裝備向智能製造、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的加速轉型，以『智慧星球』為

主題，塑造僱主品牌形象。同時拍攝了8部青年主題VLOG視頻，全方位展現上海電氣青

年的工作、學生、生活。

2020年，上海電氣校園招聘採用『無接觸招聘』解決方案，通過視頻面試系統及雲端

宣講平台，解決疫情下無法進行招聘面試的難題。2020年共進行空中宣講8場，採用定

向邀約的方式向海外院校留學生進行宣講資訊推送。參加線上招聘會20場，與重點目標

院校畢業生進行交流。所有線上投遞簡歷的候選人都安排進行MAP職業性格測評，提高

人員與崗位的匹配度。

舉行上海市重點高校就業研討會，與高校老師共同討論校園招聘工作。2020年校園招

聘克服困難，同步也進行線下宣講，總共舉辦線下宣講會32場，參加線下雙選會16場，

覆蓋國內重點目標高校30所。

12月4日下午，2020年上海電氣高端人才招聘論壇暨需求發佈會在滬舉行，同步發佈了

第一批集團高端人才崗位需求。上海電氣副總裁陽虹出席並致辭。她表示，在國家大力

推動5G網絡和工業互聯網的重要發展機遇期，要利用好高端人才招聘論壇平台資源，

充分發揮社會各界力量，儘快補齊集團高端專業人才缺口，加速推動上海電氣各個產業

板塊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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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鷗計劃』——搭建女性職業舞

『海鷗計劃』以高校女大學生為服務對象，從招聘就業、職場輔導、職業

規劃三個層面提供全面系統的職業支持。為更好幫助女大學生就業，吸引

更多優秀人才，2020年10月30日，由上海市婦女聯合會、上海市教育委員

會等機構主辦，上海電氣承辦的『海鷗計劃』企業參訪活動在上海電氣舉

行。來自上海市婦聯、上海市教育系統婦工委、上海市女企業家協會、上

海電氣等機構的14位嘉賓出席了活動。來自上海市復旦大學、東華大學等8

所高校的近30位應屆女大學生參與了活動。

通過議題討論、話題分享等環節，應屆大學生與上海電氣的分享者進行了

思想碰撞，迸發出年輕思潮的火花。此次活動圓滿結束，樹立了上海電氣

始終關注女性群體，搭建女性舞台、發掘女性人才的企業形象，為2021屆

校招提供了近30位潛在候選人。

足『智』多謀 培育激勵員工

2020年，上海電氣共招募1,567名新員工，
累計員工數量達39,312人。勞動合同簽訂率100%，

社會保險覆蓋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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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高級管理人員 中層管理人員及工程師 一般技術和管理人員

2018 202 8,286 7,799

2019 207 9,519 8,792

2020 210 9,802 10,060

年份 博士 碩士 本科 大專 大專以下

2018 125 2,765 11,356 6,534 9,402

2019 142 3,115 13,133 7,348 9,982

2020 189 3,658 14,924 8,124 12,417

年份 管理 生產 銷售 技術研究 財務審計 行政後勤

2018 2,083 13,895 2,782 9,056 903 1,463

2019 2,709 15,202 3,072 10,206 991 1,540

2020 3,638 17,111 2,861 12,478 1,245 1,979

年份 性别 年齡（歲） 區域

男 女 30以下 30-39 40-49 50及以上 上海 非上海

2019 1.8% 0.3% 1.1% 0.7% 0.3% 0 2.1% 0

2020 1.9% 0.3% 0.9% 1.0% 0.2% 0 2.2% 0

員工流失情況（佔員工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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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總人數 男 女

2018 30,182 24,063 6,119

2019 33,720 25,290 8,430

2020 39,312 30,939 8,373

年份 <20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及以上

2018 3 7,893 8,734 6,987 6,565

2019 10 9,398 9,776 7,570 6,966

2020 12 10,396 11,376 10,429 7,099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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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是上海電氣自始至終的承諾。我們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多部國際國內法律法規，從各個方面

全面保護員工權益。我們制定的《上海電氣員工手冊》，在工時、薪酬、福利、績效等多個方面設立了嚴

格的規章制度，體現了上海電氣尊重員工的合法權益的態度和公平公正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上海電氣承

諾員工薪酬的公平性，我們不斷優化員工的薪酬福利結構，保障員工拿到與勞動成果對應的報酬。

勞工權益

足『智』多谋 培育激励员工

招聘 用工 工休

   公平公開原則

人員招聘的過程中，遵循『公開、公平、

公正、競爭、擇優』的理念。

   反強迫勞工

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員工的身體、精神自

由，強迫員工完成違背個人意願的工作

  工時

遵守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勞工法規定的工作

時間

   禁止歧視

不論員工的膚色、民族、種族、國籍、社

會背景、殘疾、宗教信仰、性別或年齡，

公司都給予平等的機會

   禁用童工

禁止招用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如在聘

用後發現童工，則應依據規定流程，立即

採取措施

  休假

員工依法享受所有法定假期，並且公司額

外提供帶薪假、婚假、產假、事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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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認為，所有員工都可以了解、參與和監督我們的管理，並幫助我們不斷改善與進步。針對員工提

出的管理方面的建議，上海電氣在職工代表大會之下成立提案審查委員會，鼓勵員工通過提案反饋對於上

海電氣的相關管理流程的建議，如公司科技進步、發展戰略、生產經營管理、改革調整措施、精神文明建

設、人力資源開發、勞動關係處理、安全生產、工資和福利等方面。我們設立嚴格的提案處理流程，針對

每個符合要求的提案，上海電氣都會受理並會將相關部門的處理意見以書面形式反饋給提案人。

我們成立工會，並在新員工入職以後，向其說明入會的權利和義務，尊重其入會意願。工會作為代表與企

業簽訂《集體合同》，涵蓋工會中的所有員工。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電氣在職員工均為工會會員。

民主管理

召開集團二屆五次職代會

工資集體協商會議

由於疫情影響，上海電氣在線上召開了集團二屆五次職代會，審議通過《上海電氣集團2020年工

資專項集體合同》。

我們書面調查了基層企業職代會制度建設情況，設置企業職代會紅黄綠藍警示，督促企業職代會按

時換屆、正常運行。同時，本次職代會編製下發《基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操作指引》。

在上海電氣2020年工資集體協商會議上，職工方與行政方就制訂《上海電氣集團2020年工資專項集體合

同（草案）》達成共識。在疫情特殊時期，根據市總工會、市企聯和市工商聯《關於在疫情防控期間做好

企業集體協商工作的相關提示》，本著積極協商、共度難關的精神，職工方和行政方就2020年企業職工

工資調整達成一致，並下發了《上海電氣集團2020年應對疫情工資調整指導意見》，做到企業和職工有

事好商量、有困難共承擔。機電工會會同集團人力資源部對企業開展集體協商、執行《指導意見》等進行

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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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的了解員工訴求，加强民主溝通，解決員工在生活與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上海電氣搭建了完整的員

工溝通體系。為了讓員工有機會與高管深入交流，我們舉辦『高管面對面』系列活動；我們設有『青聽』專

欄，給予青年員工交流機會，了解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員工想法，提升員工在上海電氣工作的舒適度與滿

員工溝通

青年幹部座談會——以青年之力構造『電氣夢』 

3月19日上午，上海電氣黨委書記、董事長鄭建華與來

自各企業的14名青年幹部進行座談，聽取青年幹部對

集團發展的新想法、新建議、新思路，並提出期望和

要求。與會青年幹部從自身工作情況、工作體會、未

來展望等方面逐一作了交流發言，並結合自身工作崗

位對推動集團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各自的建議和想法。

上海電氣『心聲平台』

2020年，上海電氣推出『心聲平台』項目，旨在成為

上海電氣高層管理者傾聽一線員工心聲的直接渠道，

激發員工主動參與企業管理、發揮	『主人翁』精神，

用對話的方式來打穿集團內部管理體系上，縱向和横向

的壁壘。平台設置『樂問』、『家事』、『投票』三個

板塊，全方位打通員工溝通渠道，從上至下加强員工溝

通。

聚焦業務，推動一些技術

創新、一些管理改進的話題的討

論，讓更多員工了解我們集團發展的

方向、戰略。圍繞管理改進、企業治理、文

化建設等設置話題標籤，發起在線話題的討論和應

答，廣泛徵集員工的合理化建議和創新創效提議

樂問

投票
論壇發言的一種輔助工具，幫助想表達卻詞不達意的員工，用一種更輕的思考

方式傳遞自己的想法、感覺、情感。

我們希望通過搭建上海電氣『心聲平台』，構建平等、包容、開放的信息交互空間，讓對話驅動管

理改進，以交流促進文化共識，培育打造專屬上海電氣的一站式企業社區平台。

家事
員工自發自治的日常交流的板塊，以興趣聚合話題，培育豐富多元、生

機活力的討論氛圍，主要提升平台的吸引力和粘性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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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積極收集員工建議，評選集團優秀合理化建議，報告期內，上海電氣徵集合理化建議

共4,269項，其中124項申報參加集團優秀合理化建議評審，共評出一等奬2個、二等奬4個、三等

奬4個、優秀奬10個、入圍奬34個，足以體現上海電氣對於員工合理化意見的積極採納態度。

報告期內，集團發生的勞動訴訟仲裁案件大部分已審結。這些案件的爭議主要圍繞勞動關係解

除、各類待遇的差額計算以及部分歷史遺留問題三方面，經過集團積極應訴，已較好得到化解。

對於案件反映出來的問題，通過針對性的分析，已對相關業務部門進行了法律指導或業務培訓，

明確了業務要求，優化了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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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願意與所有創造價值的

員工共同分享利益。上海電氣致

力於把健全長效的激勵機製作為

完善企業治理、調動核心和骨幹

員工積極性、促進股東價值回

報、集團中長期發展和核心團隊

利益捆綁的重要舉措。

我們尊重人才，我們承諾，員工為集團創造的每一份價值都能得到實實在在的回報。我們秉承『戰略指

引性、業績導向性、指標多元性、利益相關性、公平、公正、公開』的績效管理原則，以《績效管理》

制度為基礎，建立了員工的績效考核體系，開發員工潛力，保證人才的可持續發展。

人才引領發展是上海電氣始終堅守的强企之基。我們秉持能力導向、業績導向的開放用人觀，構築了系統化的培養選拔機

制，讓真正有才能的人脫穎而出。上海電氣為員工搭建了最佳的成長舞台，我們用心鋪設多通道的職業發展路徑，建立了

技術類崗位與管理類崗位的『Y型』雙向職業發展通道，為不同類型的人才提供了多樣的職業發展機會。

員工發展

員工激勵

發展激勵
秉持企業與員工共同發展的理念，致力於培育並激勵員工不斷成長發展。

職業發展  |  Y通道

空間

選擇

特點

有序  |  靈活  |  動態
為員工職業發展提供足夠空間

發展路徑自由選擇

管理人才 | 技術人才

多重路徑自由選擇

自身特點 | 量身定制

管
理
發
展
通
道 技

術
發
展
通
道

副總經理

									部長

														副部長

																					處長

																								副處長

																											處長助理	

																											總工程師

																				副總工程師

															專業總工程師

										專業副總工程師

					主任工程師

高級工程師	

一級專員

二級專員

三級專員

管理員

助理管理員

一級工程師

二級工程師

三級工程師

技術員

助理技術員

足『智』多謀 培育激勵員工

我們編製了《PES（Power活力、Energy動力、

Stress壓力）激勵計劃政策庫案例集》，用12種激

勵政策激發企業跨越式發展和創新發展的動能，

重點鼓勵企業在產業和產品發展的同時，同步探

索機制創新，用機制牽引發展、用機制激發創

新、用機制激活員工，為集團的戰略發展和實踐

創新提供更有效的政策保障和能力支撑。

報告期內，我們針對中層及以上員工首次實施A股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依託上海市國有企業職業經

理人試點政策和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政策，授予包括

集團管理層在內的2,194名核心員工，合計1.34億股

限制性股票，激勵人數在同年153家上市公司股權

激勵中排名第四。核心員工對集團發展充滿信心，

眾志成城，與集團共擔發展、共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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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致力於培養更多高素質人才，打造更高效更優秀的團隊。我們針對不同崗位與不同層級的員工，

設計了多樣化的培訓課程，建立完整的員工培訓體系。從針對青年大學生推出『1+3+5』培訓模式到針對

管理類人才的領導力發展培訓，我們從企業文化、專業技能、管理技能等不同維度開展人才培訓。

2020年，我們在原來的培訓體系基礎上，拓展了新的培訓課程，將我們的數字化與國際化，『能動全球

工業，智創美好生活』的使命，傳遞到每一個員工的工作中。

培訓體系

培訓項目 參與對象 項目介紹

上海電氣青年

英才庫

集團後備幹部、

各專業領域人才

上海電氣青年英才庫項目致力於打造成為集團內部各領

域高層次人才的『蓄水池』。項目設置團建期、導航

期、啓航期三個階段，根據學員能力特點，分為企業管

理、項目管理、市場管理、智能製造、研發創新、投資

管理、工匠等7個方向進行培訓，通過課堂培訓、工作

坊、行動學習、崗位實踐、導師帶教等多種形式，融入

人才評鑒，幫助入庫青年找準發展定位，定向發展。

上海電氣百人

計劃

企業後備幹部、

業務骨幹

百人計劃通過跨企業交流鍛煉，為各級企業後備幹部及

青年骨幹提供學習先進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機會。項目基

於『70/20/10人才培養模式定律』，為學員安排相關管

理類課程，設置績效達成、案例萃取、培訓學習和工作

創新任務，為學員配備導師帶教，同時融入問卷測評、

個人簡報等評鑒手段，幫助學員快速成長。

上海電氣滬外

星火計劃

企業後備幹部、

業務骨幹

滬外星火計劃組織下屬各產業集團及企業員工至滬外工作

崗位進行輪崗實踐，採取『短集訓，長實踐』的立體式管

理方式開展3階段的人員培養工作，在培養內容上安排企

業文化、管理知識的相關課程，掛職過程中設置績效達

成、案例萃取、培訓學習和工作創新任務，通過階段性集

中培訓並融入人才測評，提升學員經營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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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我們的網絡學習平台『E學苑』正式發佈，基於崗位與工作任務要求，從素養、知識、技能等

多維度分層分類建立課程體系，緊密結合上海電氣戰略、法務、風控等方面的業務實踐，提高學習的有

效性，平台內容陸續涵蓋黨建、科研、財務、法務等多個重要領域，能夠有效滿足廣大員工的學習需求。

2020年，E學苑共計上線用戶1.5萬，覆蓋企業207家。

推動數字化——數字化轉型人才高級研修班

數字化轉型人才高級研修班圍繞培育支撑上海電氣數字化轉型戰略的領導

者，從觀念轉型、能力轉型兩大方面著手，設置豐富培訓課程以及多樣化的

培訓方式，從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角度加强學員對自身、組織及產業生態的認

知，開展跨界學習、標桿學習，並將所見、所學內化，深化對數字化轉型的

思考。課程師資安排以內外結合的方式，邀請電氣內部數字化專家以及外部

行業專家從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踐、數字化前沿技術、智能製造、工業互聯

網、數字化領導力、數字化創新等角度進行培訓。

培訓參與人員包括產業集團及三級企業的高層管理者；技術條線、製造條

線、銷售服務條線、數字化工作條線的分管領導及重點部門負責人。

國際化發展——上海電氣國際化人才培訓項目

上海電氣國際化人才培訓項目致力於培養對海外市

場了解並能夠適應全球營運的國際化人才。項目通

過線下集中培訓、線上學習、海外掛職鍛煉的方

式對學員進行培養，同時安排跨文化溝通、項目管

理、問題分析與解決等課程，並通過問卷測評、個

人簡報等形式進行人才測評。培訓參與人員為海外

項目經營管理人員。

足『智』多謀 培育激勵員工

女 男

高層 中層 普通員工 高層 中層 普通員工

覆蓋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平均時間（天） 8 6 3.6 8 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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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一直以來都把員工的健康與安全放在首位，我們了解企業的生產力與員工的健康安全密切相關，因

此，我們致力於為員工提供最安全、最健康的工作環境。我們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與《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預防並減少各類安全事

故，並以ISO45001：2018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要求GB/T33000-2016 《企業安全生產標準化基本規範》

要求為指引，建立自身的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對所有員工的職業安全健康提出規範管理措施。報告期

內，我們完成對《上海電氣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生產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件報告處理統計管理》的評

估和修訂，針對性制定《上海電氣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實施方案》《上海電氣職業健康工作三年行動

實施方案》，全面完善集團的安全生產管理制度。此外，為了保障上海電氣『三步走』發展戰略，我們安全

生產環境保護委員會持續推進集團工程項目按環境風險分級管控工作的完善優化，有效防範和遏制工程項目

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不斷提升自身風險管控能力和風險控制水平。集團安環委會定期召開安環委會會

議，討論和審議集團安全生產工作計劃和重點項目，並對安全生產問題和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和決策。2020年

度集團共召開安全生產大會、半年度安全生產推進大會、安環委會、產業集團和重點單位安全例會、專題工

作會議等二十餘次，對『縱向到底、横向到邊』的安全管理網絡的運行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

健康安全
持續提升員工安全意識，不斷加强安全生產管理，守護員工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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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智』多謀 培育激勵員工

•	制定集團EHS發展戰略、規劃，指導

下屬企業制定子規劃

•	優化、更新EHS管理制度和操作規

程，指導並審核下屬企業制度修訂

管理體系建設01

•	開展集團危險源、職業病危害因素、

環境因素辨識和風險評價，建立與實施

重大風險管控措施

•	建立和優化集團應急預案體系，定期

組織集團應急救援演練

風險控制及應急管理02

•	督促生產性單位落實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

新設備和新、改、擴建工程項目『三同時』規定

•	組織集團重大生產性建設項目的可行性論證、安

全環保審查及竣工驗收

技術管理03

•	落實EHS垂直管理督查，制定

檢查和督查計劃

•	組織集團EHS履職考核，評估

產業集團和各生產性單位的管

理和執行情況

監督管理04

•	推進安全文化的宣傳與安全科技成果

的應用

•	提出集團、產業集團及各單位安環培

訓需求，協助和指導實施培訓

文化建設與培訓05

職業健康
&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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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安全方面獲獎

1 上海電氣風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獲得全國安全文化建設示範企業

2 上海電機廠有限公司、上海第一機床廠有限公司、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獲評上海市安全文化建設示範企業

報告期內，我們組織制定了適用於工程項目現場的《上海電氣集團工程項目安全環保管理標準》和《上海電氣

集團工程項目安環風險管控實施手冊》，為集團海外建設工程項目的順利開展提供指導和支持。另外，為了更

好地管理集團的安全事故與處理情況，對發生的事故進行收集、統計與分析，我們組織修訂了《生產安全事故

環境污染事件報告處理統計管理》制度，建立完整的事故台帳和檔案，督促落實『四不放過』要求。

2020年集團守住安全底線，不破生產安全考核指標，全年生產安全死亡事故為0，重傷事故為1起，輕傷事故

43起，損失工時為2,730天，未發生嚴重社會影響的生產安全和火災事故。同時，各產業集團、下屬企業也基

本達成了所簽署《上海電氣安全生產、環境保護工作責任書》中關於職業健康與安全考核的各項目標。

報告期內，上海電氣在健康與安全方面獲得的部分奬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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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安全生產環境保護
管理體系培訓

主要內容：宣貫上海電氣職業健康

安全與環境保護管理手冊

安全生產標準化培訓

主要內容：針對基礎管理專業、機械專

業、熱工燃爆專業等進行專業人員培訓

風險管控培訓

主要内容：

◆	風險辨識

◆	風險分級

◆	措施制定

◆	一崗一清單編制

安全文化建設專題培訓

主要內容：安全文化建設目的、

要求及方法

應急管理培訓

主要內容：了解學習新頒佈的應

急管理條例

將安全理念落實到員工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上海電氣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不斷加强員工的安全能力建

設，制定了從業人員健康安全培訓計劃，對員工開展培訓、宣貫以及演練等方面提出需求並進行規劃，循序

漸進的開展健康安全制度的實施。

安全健康培訓與宣貫

2020年，我們在官網『E學苑』上線了《改革發展意見和黨政同責解讀》和《上海電氣安全文化建設》兩門線

上安環培訓課程，並組織完成『企業EHS體系運行管理要求』、『建設工程安全環境風險管控標準解讀』、『安

全生產標準化』等8項安環專題培訓，累計3,400餘人次參與培訓。

為了更好的開展與落實安全生產相關制度與措施，報告期內，集團、產業集團和下屬企業內組織開展了以『防

風險、除隱患、遏事故』為主題的『安全生產月』活動，通過不同維度與不同形式，給員工普及安全知識，提

高安全意識，降低安全事故發生概率，全面提升企業的安全生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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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風險再辨識行動，並根據辨識結果及時修正風險描述和風險管控措施。

◆	安全生產標準化和EHS體系內部審核工作。

◆	開展『安全生產啄木鳥』『企業風險掃描儀』『隱患排查顯微鏡』等活動，對重點場所、關鍵環

節安全風險隱患進行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從源頭上防範安全事故發生。各企業共開展活動414次，發

現不符合項2,084個。

◆	各物業公司開展『查找身邊隱患』『專項整治糾察員』等活動，積極舉報風險隱患，排查安全違

法違規行為，做到防患於未然。開展活動共計24次，發現不符合項50個。

治理與排查

◆	組織幹部職工、員工觀看學習國務院安委辦、應急管理部開設的『安全生產大家談』雲課堂，共

計7,771人次；利用網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台，組織開展『公開課』、『微課堂』、『公益講

座』等線上直播或宣傳活動263場，參與總人數10,235人次。

◆	根據全國安全生產月活動組委會辦公室的相關要求，積極組織幹部職工、員工參與網上『全國安

全宣傳諮詢日』活動，組織參與線上『公眾開放日』3,396人次，觀看安全體驗場館360全景示範展

示2,050人次。

◆	聯合工會組織開展2020年全國『安康杯』活動，組織員工學習《全國安康杯職工安全健康意識與

應急技能知識》，並積極參與知識競賽答題活動。

宣傳與推廣

◆	各企業結合實際，對預案進行學習和類比演練，演練內容包括觸電、起重傷害、涉爆粉塵、火

災、危化品、有限空間、防疫應急、防汛防台、消防等，共計366場次，參與演練9,391人次
預防與演練

安全生產月活動

◆	通過領導幹部帶頭講、專家學者深入講、一線人員互動講相結合的方式，給全體員工上一堂『安

全生產課』；以防風險、查隱患為主要內容，深入一線班組開展風險教育和安全生產談心活動。據統

計各企業主要負責人宣講共計123場次。

◆	集團組織實施『企業環境影響評價相關管理』和『上海電氣建設工程安全環境風險管控標準』等

專題培訓。

◆	集團及各企業黨政領導組織學習安全生產重要論述、黨政同責要求等184場次，參與3,241人次。

◆	各企業開設安全生產專題專欄85個，製作專題視頻125部，開展警示教育282場，受教育34,354

人次，張貼或懸掛安全標語、橫幅、掛圖等2,257個，播放安全公益廣告、視頻499部。

宣貫與教育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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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員工在認真工作的同時，可以保障自己的身心健康。因此，我們積極開展形式

多樣的文體活動，讓員工展現自己多才多藝的一面。

上海電氣希望每一位員工都可以在電氣大家庭中安心無憂地工作，與上海電氣一起成長。因此，我們開展豐

富的群團文化活動、盡最大努力滿足員工的需求、為員工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希望所有員工可以感受到電

氣大家庭的温暖。在這樣的目標下，上海電氣屢次獲得『上海市和諧勞動關係達標企業』榮譽稱號，體現我

們以人為先的文化理念，倡導員工工作與生活的完美平衡。

團體文化活動

關愛支持
繼續做實做細員工關愛工作，不斷提高員工事業成就感、獲得感和歸屬感。

足『智』多謀 培育激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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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明白，我們創造的奇蹟離不開一代又一代電氣人的奮勇拼搏；人才，才是我們的立企之本。我們時

刻心繫員工的生活，希望幫助員工解決生活中的難事，讓員工更安心、更開心、更放心，提高員工在上海電

氣的幸福感與歸屬感，打造一個有温度的上海電氣大家庭。

關愛員工生活

提升歸屬感

提升幸福感

提升安全感

設立滬外『職工小家』與海外『職工之家』，全面幫助滬

外、海外員工解決生活困難，為他們提供文化交流、學習

娛樂的平台。

2018年以來，上海電氣劇團聚集500多名從企業分流、離

崗的孤寡老人，集中開展精準服務，與政府部門、社會組

織共同探索服務『企業孤老』的新辦法與新模式

我們建立了『企業孤老』服務物件台帳、基本信息檔案

庫、來訪信息滾動排查機制，並根據孤老的居住地，建立

起10多個區域工作站，對孤老開展日常生活關心、住院慰

問等服務。

上海電氣不忘為企業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老領導、老勞模

與老專家，以及那些身患重病或家庭困難的員工，為他們

定期送上親切溫暖的問候與關愛

為了讓家長可以安心工作，上海電氣開設了『愛心暑托

班』，全面幫助員工關懷他們的子女，幫助小朋友『德、

智、體、美』全面發展。

上海電氣盡力為員工解決住房問題。上海為了幫助不同群

體解決住房問題，我們提供了多樣化的住房解決方案：為

青年員工提供人才公寓；為已婚員工提供公租房；為自己

購房的員工提供購房借款與補貼，有針對性地解決員工的

住房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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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智』多謀 培育激勵員工

幫助新電氣人——人才公寓改造

對於上海電氣來說，應屆畢業生是我們團隊堅實的基礎保

障。為了讓我們的應屆畢業生工作無憂，我們在報告期內

對集團人才公寓進行了改造，改善居住條件，讓新電氣人

安居樂業。

經改造的單室設計同時滿足2人的生活起居所需，內部除

配套單人床、桌椅、衣橱、一體化衛浴間等常用設施之

外，還一並安裝了分體空調、獨立熱水器等家用電器，預

設了光纖網絡接入口，基本滿足『拎包入住』的需求。

此外，根據前期青年員工的反饋意見，作為設計方的機電

設計院還貼心地為公寓增設了非機動車停車場、公共洗曬

區，配備了洗烘一體機、公共飲水機、微波爐等公用設

備。為了提供更為完善的服務，置業公司委託第三方專業

機構對人才公寓進行全面管理，屆時將通過智能化監控管

理系統，為公寓打造24小時安全環境，還可為入住員工提

供室內保潔、專車送醫、大件代收、預約搬家等多項一對

一管家式服務。

組織關懷暖人心，海外員工士氣高

上海電氣開展『一封家書』和『我身邊的抗疫英雄』徵文活動，

共收到徵文121篇，激勵廣大職工眾志成城戰勝新冠病毒。

4月21日，海外疫情處於爆發起步期,各海外項目部要做好長期作

戰準備，	需要充分了解海外文化、習慣、認知差異。集團董事

長鄭建華通過視頻向全體海外員工致以親切慰問，感謝全體海外

員工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確保海外疫情整體可控，並向全體海外

員工致以最誠摯的問候、最崇高的敬意。

發佈《關於加強疫情期間海外外派員工關懷工作的通知》，更多

呵護海外員工的相關利益；竭盡全力組織防疫物資和醫療物資的

出口，積極探索包機運送人員往返海外項目並努力協調政府之力

搭機運送員工回國（迪拜光熱項目、巴基斯坦塔爾煤電一體化項

目、塞爾維亞潘切沃項目都包機執飛成功），想方設法對接市國

資委和疾控中心，安排因公出境人員及時接種疫苗。



87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塔爾煤電一體化項目包機

在疫情的影響下，上海電氣駐巴基斯坦的塔爾煤電一體化項目有許多堅守崗位的員工無法回到祖國。

在上海市政府有關部門的幫助指導下，上海電氣積極聯絡航空公司籌措包機事宜，排除阻力、克服困

難，努力協調包機運送事宜。2020年8月4日，上海電氣224名項目建設者乘坐中國國航CA553次航

班，奔赴巴基斯坦，代替在異國的同事駐留項目地，實現他們回國的願望。在執行包機工作中，上海

電氣制定了周密的預案，全程提供最高標準保護措施和個人防護，點對點銜接，安全護送員工前往項

目點並接回在巴基斯坦駐場的員工。

關愛女員工，情暖半邊天

上海電氣定期為女性員工組織健康體

檢，如專項婦科病篩查，全方位關愛女

性員工的身體狀況

上海電氣下屬企業開設『愛心媽咪小

屋』，為孕期、哺乳期女職工提供私

密、衛生的休息場所。上海電氣在硬件

和軟件上持續完善小屋功能，很多企業

的『愛心媽咪小屋』不僅配備冰箱、紫

外線烘乾消毒櫃、沙發、座椅、屏風、

躺椅等日用物品，還添置了女性健康、

幼兒護理、早期教育等方面的書籍。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在氣候變化、能源短缺、自然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嚴重的背
景下，上海電氣將環境保護視作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持，並
將其完整融入產業鏈中的每一環。從綠色管理、節能增效、
綠色減排等維度，展示上海電氣不斷探索更多的環境友好營
運模式，致力於在服務全週期中降低環境影響，維護生態平
衡，創造綠色價值。

低碳             慧
踐行綠色發展05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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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管理
繼續完善SEC-LOVE體系，推動產業鏈環境風險管理。

繼續完善SEC-LOVE體系，推動產業鏈環境風險管理

隨著國家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環境生態問題日趨凸顯。上海電氣始終將綠色管理視為公司未來發展重

點，嚴格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等所在營運地的環保法

律、法規及標準，同時我們制定《上海電氣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管理制度》《安全生產環境保護實施細則》

《上海電氣安全生產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實施細則》《上海電氣安全生產環境保護責任制》《生產安全事故隱

患及環境污染隱患排查治理》等環境保護制度，强化環境保護職能定位，實行對生產全過程管控，全面提升

生產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的管理等級。我們於年內制定了《上海電氣環境保護治理三年行動》計劃，緊跟國家

『十四五』規劃要求，進一步强化環境保護合規管理，全面提升企業污染治理水平及環境風險防控能力。

僱傭管理

上海電氣『SEC-LOVE』體系

上海電氣『SEC-LOVE』體系由共享核心價值觀、管控

集團化、全面標準化、安全領導力提升、全方位目標與責

任、垂直督查、願景可期等要素構成，並將其融入到現代

集團管控體系中。該體系完善全方位目標與責任，推行過

程性目標和結果性目標並重，促進縱向各層級、横向各部

門責任清單的落實，實施環境保護管理全面標準化。以

『SEC-LOVE』共享核心價值觀、管控集團化、全面標

準化、安全領導力提升、垂直督查和可期的梯級願景為導

向，實現不同層級間管理需求的良好融合和集團整體管控

的一體化，提高體系運行的針對性、適應性、可操作性。

2018年我們編製集團總部、產業集團、生產經營單位《上

海電氣職業健康安全與環境保護管理手冊》，完成了上海

電氣環境保護管理體系的全面構建。

在『十四五』規劃中，上海電氣將持續致力於完善

『SEC-LOVE』體系的構建，為全球客戶提供更加綠色、

環保、智能、互聯於一體的產品和技術集成和系統解決方

案，積極發展綠色新產業，謀求快速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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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障上海電氣『三步走』發展戰略，持續推進集團工程項目安全環保風險分級管控工作完善優化，加强

集團環境因素辨識及風險評價控制的管理監督，有效防範和遏制工程項目的各類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我們

編製《環境因素辨識及評價控制》和《上海電氣生產性企業重要環境因素及風險清單》，要求各產業集團及

生產經營單位根據風險等級制定分級管控措施，並按照更新要求及時做好新工藝、新技術、新設備、新材料

的環境因素風險措施建立，每半年聘請外部專業機構進行環境檢查、風險辨識和評價，重點抽查有排放的工

藝、產生環境事故、責任書裡有重大審視項目的下屬企業，確保環境保護工作有序、可控。同時集團制定了

適用於工程項目現場的《上海電氣集團工程項目安全環保管理標準》《上海電氣集團工程項目安環風險管控

實施手冊》《上海電氣建設工程項目應急救援預案》以及《建設工程相關法律法規匯集》，為集團海外建設

工程項目的順利開展提供指導和支持。

2020年集團共組織各類安全環保檢查150次，檢查81家單位，覆蓋集團下屬二級產業集團、直屬單位、生產

性單位，其中集團領導帶班檢查26次、歲末年初安全檢查5次、各項節假日前檢查7次、安全環保管理督查

（市外企業）6次、防疫檢查34次、各類專項檢查72次，共提出意見707條。檢查過程中，對風險較大的開具

紅色整改單7張、黄色整改單15張，目前均按要求整改。

環境風險管理

低碳『智』慧 踐行綠色發展

上海電氣四家企業進入第一批綠色製造體系示範單位名單

『綠色製造體系建設』作為《中國製造2025》强國戰略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上海市綠

色製造體系建設實施方案（2018-2020年）》的主要目標。

2020年，集團推薦上海電機廠、上海三菱電梯公司等企業創建綠色示範工廠，通過專項

指導、專業第三方評估預算以及在工信部認定的基礎上，多家企業均進入上海市公佈的第

一批綠色製造體系示範單位名單。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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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社會影響的
污染事件

環境保護違法
違規事件

00

100%
隐患整改率

100%

『安全生產、環境保護
責任書』簽約率

我們制定《安全生產環境保護方針目標與指標管理》《上海電氣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績效評價考核辦法》等制

度，編製年度安環責任書，制定年度環境保護目標，組織開展安環履職考核，一旦發生環境違法違規行為，

納入年度績效考核，確保環境管理體系的持續改進以及目標的實現。報告期內，我們在責任書中設定4項環境

保護指標：

環境管理目標設定

2020年，我們接受環保處罰2次，處罰金額約2萬元，受處罰金額較上一年大幅下降93%。未來我們將繼續優

化表現，並及時跟進政府相關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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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智』慧 踐行綠色發展

上海電氣不僅注重生產營運過程中的環境保護，也倡導綠色、低碳的辦公方式，引導並帶動全體員工形成

節能降耗的良好習慣，推行可持續的辦公方式，搭建綠色辦公環境，構建環境友好型企業。為了提升員工

整體的環境保護水平與意識，上海電氣通過各類宣傳培訓活動，確保每一步生產營運環節達到我們的標準

化環境管理要求。

綠色生產辦公

採用雙層窗戶、節能窗簾，

控制中央空調水溫，冬天適

當降低或夏天適當增高室內

溫度來減少能源消耗

合理改造更新並定

期維護保養辦公室

使用設備

要求員工少開車，

儘量乘坐公共交通

和騎自行車等

優先採購、使用綠色環保產品，減

少排放污染源與能耗使用：公共區

域採用自動感應照明系統、總部增

加雨水回收系統設備以利用雨水回

收系統進行綠化澆灌

推廣使用無紙化辦公：打造涵蓋會

議通知、接待方案、回執反饋、簽

到、會議紀要、評審等在內的會議

全生命週期自動化管理系統、同步

上線使用電子午餐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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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節能宣傳週

上重鑄鍛公司利用非生產時段進行日常檢修及一、二保，避免鍋爐『帶傷作業』；生產時段合理安排生產，提高

鍋爐利用率，減少碳排放。

2020年6月29日至7月5日全國節能宣傳週活動主題是『綠水青山，節能增效』。為了響應國家發改委和上海市節能宣傳週活動

的號召，上海電氣從增强員工的資源意識、節能意識、環境意識和抓重點用能單位著手，組織、落實節能宣傳週的相關活動。

做到主題鮮明，計劃先行，落實到位。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節能宣傳工作：

◆  通過廣播、宣傳横幅、張貼海報形式進行節能意識宣講；

◆  通過內部信息網絡、餐廳電子屏、班組學習、企業廠辦通訊、現場看板、內部培訓課程設置等多種形式，提高全體員工的

節能意識；

◆  開展『我為企業節能獻一計』合理化建議活動等,增强員工的責任感；

◆  積極參與上海市線上節能知識競賽活動，激發員工的參與度

汽輪機廠以『崗位節能』為主題，開展『節能有我，綠色共享』宣傳活動、

部門節能自查和專項檢查活動、『我為節能減排獻一策』活動。

上海電機廠以『綠色城市/綠色消費』為主題，提高員工節能意識，

開展光盤行動，提倡節約糧食、杜絶浪費。

發電機廠以『低碳辦公』為主題，對工廠辦公場所關一天空

調，中午12時至13時辦公場所關燈一小時行動，為節能降耗做

一點實事。

在上海市節能宣傳週活動中，相關工作獲得了上海市節能週組委會的認可：

上海三菱電梯獲評節能宣傳踐行者稱號；上海電氣電站輔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電機廠獲得綠色節能競賽優秀組織者稱

號。上海電機廠和上海三菱電梯兩位個人獲得上海市節能減排先進個人稱號等。

三菱電梯公司開展『JJ』小組節能減排活動，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工作。	2020年4月提交了10個項目，其中『裝

配車間：366品目層站指示器YA263B296按鈕包裝方式改善』入選《上海市節能減排JJ小組活動案例集（第11

冊）》。通過一系列的宣傳及減排活動，2020年三菱電梯公司被評為上海市『節能宣傳踐行者』和2018-2019年

度，上海市『節能減排先進單位』，閔行開發區『環保綠色之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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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智』慧 踐行綠色發展

節能增效
生產營運過程中加强能效管理，圍繞節能增效項目與目標，提升整體能源資源使用效率。

上海電氣致力於推進綠色營運與發展。依據『十四五』產業規劃，上海電氣將聚焦新興產業、環境保護、

高端裝備上進行突破，關注能源高效轉化和資源高效利用，不斷提升公司環境管理水平，切實履行建設良

好生態環境的綠色承諾。

成立綜合能源事業部，目前已

經形成較強的光伏集成能力以

及較豐富的工程經驗。基於集

團基礎，同時從行業平均盈利

情況、競爭格局以及與集團產

業契合度等方面考慮，集團未

來將積極完善太陽能業務佈

局。

新能源

新能源的發展離不開儲能產業

的發展，儲能是未來可以預見

的藍海。儲能可與風能及太陽

能產業形成協調聯動作用。在

已有的儲能產業基礎上，上海

電氣將堅持儲能電站市場為主

的基本定位，加大自研投入，

通過示範項目積極探索商業模

式和技術進化方向。

储能

風電在『十四五』期間內整體市場將呈現

平穩且略有提升的趨勢。集團風電產業多

年來保持海上風電新增裝機量全球第三、

國內第一、綜合新增裝機排名前列的市場

地位。集團將不改初心，堅持以『海上第

一、陸上前三』為目標，圍繞風電核心，

一體兩翼實現業務聯動（一體化整機業

務，兩翼為風資源開發、後市場），集團

風電業務擬科創版上市。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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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嚴格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工業節能管理辦法》等所在營運地的行業節能法律、法

規及標準，設立經濟運行部作為能源管理的職能部門，統籌和協調集團能源管理工作，其他相應職能部門作

為一級能源管理網絡，並指導、開展能源管理和監測工作。各產業集團和重點企業建立企業能源管理中心，

對企業能源消耗、能耗指標考核進行監督和管理。

基於集團的能源管理架構，我們制定年度節能目標並依據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要求開展能源審計，積

極實施高耗能落後機電設備的淘汰工作並推動採購高效節能產品，實施重點節能工程及節能技改工作，組織

和參加節能培訓工作並開展各類節能宣傳活動。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上海電氣均衡生產受到極大的挑戰，能效管理面臨史無前例的困難。為此，上海

電氣在能效管理方面强化對重點用能單位的能效管理，紮實有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能源及温室氣體管理

發揮總部經濟運行作用，協調落實企業的均衡生產；

確保能效充分發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通過努力拼搏，上海電氣全面完成了『十三五』能效

管理目標。

對下屬主要產業板塊和重點用能企業分解節能考核指

標，强化目標考核，按月督導重點用能單位的生產和

用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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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温室氣體排放主要由生產營運過程中的能源消耗所產生。未來，上海電氣將響應國家號召，始終堅持

保護自然資源，節約社會資源的良好習慣，努力改善能源結構，積極開發新能源，促進能源的循環再利

用，加速清潔技術的應用，提高能源利用率。

報告期內，我們積極推進精細化能源管理，減少自身的碳排放量。由於疫情的影響，我們的營收未能充分

匹配能源消耗及温室氣體排放，我們將在積極抗擊疫情的同時努力減少自身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上海電氣

2020年温室氣體排放情況如下表所示：

能源消耗總量

能源消耗密度

類別 2020年 單位

外購電力 32,893	 萬千瓦時

天然氣 6,645 萬立方米

柴油 456.5 噸

汽油 1,980,377 升

直接能源消耗1 91,162 噸標煤

間接能源消耗2	 40,425 噸標煤

綜合能源消耗 131,587 噸標煤

1.直接能源消耗包括天然氣和柴油消耗。
2.	間接能源消耗指外購電力和外購蒸汽消耗。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上海電氣2020年能源消耗情況如下表所示：

低碳『智』慧 踐行綠色發展

96

類別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單位

能源消耗密度 0.02474 0.0089 0.0096 噸標煤/萬元人民幣營業收入

類別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單位

温室氣體排放密度 242.7 271.54 278.50 噸二氧化碳/億元人民幣

類別 2020年 單位

範疇一温室氣體排放 149,943 噸二氧化碳

範疇二温室氣體排放 232,392 噸二氧化碳

總温室氣體排放 382,335 噸二氧化碳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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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託於集團的戰略規劃，報告期內，我們積極實施高耗能落後機電設備的淘汰工作並推動高效節能產品的

投入營運，在產業鏈終端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節能減排貢獻

國內首個投運的商業化運行獨立儲能電站

世界首台1,000MW超超臨界六缸六排汽二次再熱機組通過試運行

上海電氣格爾木美滿閔行32MW/64MWh儲能電站

項目於2020年11月5日在青海省格爾木市正式並網投

運，開創了『共享儲能』的營運模式先河，標誌著上

海電氣在西北能源市場取得重大成果。

通過和新能源場站業主進行一定分成從而形成多方投

資收益的『共享』儲能新模式，積極搶佔『共享儲

能』模式戰略高地，為上海電氣在儲能行業進一步發

展提供示範案例及發展方向，同時逐步開拓西北區域

儲能項目市場，成為解決新能源消納的創新試點。

2020年11月11日，世界首台1,000MW超超臨界六

缸六排汽二次再熱機組在大唐東營電廠通過了168

小時滿負荷試運行，機組啓動運行平穩，各項數

據指標優良。該機組每提供1kW.h電僅需258.72g

燃煤，比普通機組每年可節約標煤20萬噸。全面

優於其他已投運及在建的二次再熱機組，達到國

際先進水平。該項目開創了更加節能、環保、高

效的百萬千瓦級二次再熱燃煤發電機組的先河，

為今後大容量、高參數清潔、環保型火力發電廠

的設計、施工、調試以及生產運維提供了借鑒示

範意義，對推動發電行業國際前沿技術發展具有

重要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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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智』慧 踐行綠色發展

廣東華廈陽西電廠二期5、6號機組順利完成試運行

2020年7月17日，廣東華廈陽西電廠二期5、6號機組（2×1240MW）工程5號機組順利完成168小

時滿負荷試運行。陽西項目採用上海電氣自主研發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197系列機組，該機

組為超超臨界、單軸、五缸六排汽、九級回熱、一次再熱凝汽式汽輪機。本機組為全球範圍內單

機容量最大、煤耗最低的單軸全速火電機組。與同參數百萬機組相比，1240MW機組額定工況下

熱耗降低1.65%，50%負荷率下熱耗降低1.86%，實現了高效的節能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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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消耗量

水資源消耗密度

類別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單位

單位產值水耗 0.6199 0.6067 0.5131 噸/萬元人民幣營業收入

上海電氣以『低耗高效，清潔低碳，科學管理，持續改進』為節水管理工作目標，追求節約用水工作的持

續改進。上海電氣經濟運行部負責集團節約用水管理工作，對集團節約用水工作進行總體安排部署，集團

主要產業板塊及重點企業均設有專人負責本單位節約用水管理工作。我們重視節水管理，不斷加强用水

量統計、分析、考核，並推廣應用節水新技術、新工藝，集團所屬主要企業均設置相應的節水統計報表制

度。同時，我們積極參加上海市組織的培訓，並在『用水宣傳週』等特定日期組織開展節水宣傳活動，通

過多途徑宣傳節水常識。

水資源管理

我們持續加强包裝材料管理，尤其重視包裝材料的有效利用，降低材料損耗。我們與包材供應商建立緊密

的合作關係，通過定期反饋與溝通，力求採用既保證產質量量又減少環境影響的包裝材料。上海電氣2020

年消耗的主要包裝材料如下表所示，相對應的包裝物消耗密度為152.9噸/億元營業收入。

包裝材料使用

包裝材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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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耗用量（噸）

木材 	109,735.84	

鐵支架 	10,200.17	

鐵皮箱 	8,529.66	

紙板箱 	68,474.44	

塑料 	12,905.85	

類別 2019年 2020年 單位

水資源使用量 7,735,782 7,044,773	 噸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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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減排
嚴格遵守污染物排放法規，重視三廢規範化處理及排放，提升全員綠色生產營運環保意識。

上海電氣嚴格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條例》等所在營運地的行業污染物排放管理法

律、法規及標準，制定《清潔生產和清潔生產審核實施細則》《固體廢棄物管理實施細則》等管理制度，

推動三廢污染物規範化處理與排放，提升全員綠色減排的營運環保意識。

報告期內，我們以堅決杜絶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為底線控制目標，推進下屬排污企業污染物排放管理認證，

督促區域內企業配合政府部門實施清潔生產審核，同時根據環境信息調研發現的風險及問題，編製調研報

告並提出整改建議及管理改進方向，要求產業集團根據企業制定的整改計劃，落實整改方案，確保污染物

穩定達標排放。

與此同時，上海電氣注重發展自身的環境業務，致力於改善人居環境，推動綠色發展。

我們當前不僅具備固廢處理、生活污水處理、脫硫脫硝、電廠除塵、高濃縮工業水處理等多元化環保工程

的設計、投資、建設和營運能力，還開發出一系列環保領域的產品，包括海水淡化、空冷、生活污水處理

系統、高低温除塵系統等。未來，上海電氣將繼續深耕環保領域的細分市場，爭取成為有核心競爭力的環

保行業領軍企業。

低碳『智』慧 踐行綠色發展

推進排污企業排污許可證申領

和排污信息登記工作，完成107

家企業排污許可證申領及資訊

登記工作

強化持證合規排污

持續推進清潔生產審核，健全

清潔生產長效機制，增強企業

綠色發展能力。2020年共6家

企業實施清潔審核

清潔生產審核工作

集團以產業集團為單元逐一

對86家生產性企業、6個產業

園區、5個地塊從環境基礎信

息、環境管理體系制度、環保

投入等13個維度資訊開展了環

境調研

環境信息調研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廢氣經收集和處理達標後在高空排放

◆	通過技術改造將部分企業和車間改造成有組織排放
廢氣排放

◆	三水（工業廢水、雨水、生活廢水）合一、二水（工業廢水、
生活廢水）合一，統一管理

◆	截污納管水污染處理工程

◆	廢水經處理滿足排放的標準要求後排放

◆	在線監測廢水排放

廢水排放

◆	委託有資質的環保公司進行危險廢棄物處理，可再利用的一般
工業固體廢棄物由企業再回用，其餘委託第三方機構處置

◆	積極推行危廢產品替代，如使用專門清潔液代替汽油、丙酮等
清洗機器表面，最大限度的降低危廢的產生

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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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量

類別 2020年 單位

廢水排放量 2,483,531 立方米

化學需氧量 138.73 噸

氨氮 12.12 噸

廢氣排放量 500,489 萬立方米

氮氧化物3	 75.72 噸

硫氧化物 2.81 噸

顆粒物 23.86 噸

VOCs 93.86 噸

廢棄物量

類別 2020年 單位

危險廢棄物 3,431 噸

無害廢棄物 59,802 噸

廢棄物密度

類別 2019年 2020年 單位

危險廢棄物密度 2.8 2.5 噸/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

無害廢棄物密度4 42.74 43.56 噸/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

低碳『智』慧 踐行綠色發展

上海電氣2020年的污染物排放情況如下表所示：

3.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顆粒物排放量增加是由於報告期內上海電氣上重鑄鍛有限公司天然氣使用量增加,	導致上述三項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4.	無害固體廢棄物增加主要由於相關企業歷年待處理的一般工業固廢集中在報告期內處置。

102

2020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103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上海頒佈了新的《鍋爐大氣污染排放標準》，規定上海市在用鍋爐在2020年10月前需完成低

氮排放改造。為了響應上海環保政策規定，上海電氣開展鍋爐低氮化改造項目，報告期內完成改造的鍋爐

項目均符合當地環保排放要求。

報告期內，上海電氣全面啓動VOCs2.05 綜合治理工作，强化企業揮發性有機物源頭治理，對涉及塗裝作業

重點企業現有污染治理措施進行管理評估，優化治理措施，提升環境風險管控能力。

減排專項治理

鍋爐廠鍋爐改造項目

上海庫柏電力電容器有限公司VOCs治理項目

鍋爐廠於2019年立項，2020年完成兩台工業鍋爐低氮改造，投資金額共計56.68萬元。

其中，一台鍋爐在不換燃燒器的情況下，採用FGR技術進行低氮改造；另一台採用更換低

氮燃燒器的方式進行改造。兩台鍋爐低氮改造後，均符合環保排放要求。

上海庫柏電力電容器有限公司將VOCs廢氣治理持續改進作

為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工廠噴漆線尾氣治理一直採用活性

炭吸附法，2015年經過一次增大活性炭箱的改進，提高了

活性炭的處理能力，基於目前環保要求日益嚴格及VOCs的

減排要求，公司著手新的尾氣處理方法，2020年6月公司啓

動了噴漆線尾氣吸附濃縮催化燃燒項目改進，歷時4個月時

間，花費約60萬元，完成了項目改進，噴漆線烘房非甲烷總

烴排放濃度降低了85.5%，噴漆線廢氣非甲烷總烴排放濃度

降低了75.7%，排氣筒統一升高3米，由原來的15米增加到18

米。通過改進達到了降低噴漆VOCs廢氣對大氣的污染，同

時也降低工廠環境風險。

5.	VOCs：指會產生環境危害的活潑揮發性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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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本 回饋股東

作為國有企業，作為行業的領軍者，上海電氣牢記自身服務
社會、回饋社會、關愛社會、奉獻社會的使命與義務，積極
響應政府號召，與政府攜手，推動行業進步，造福社會百
姓。疫情當頭，上海電氣竭盡所能，抗疫救災，顯國企之擔
當。同時上海電氣也深入基層，尋找社會困難，探求解決之
道，在發展的過程中也不忘服務社會、回饋社會。

温暖之
促進和諧社區06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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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發展
共建共享，推進行業轉型與發展，服務社會。

行業的發展需要大家的共同推動。上海電氣始終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在上海市委、市政府

的堅强領導下，堅持與各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產業發展、切實推動國有資本提質增效。同時，我們積極

發揮行業領軍者優勢，賦能合作夥伴，帶動行業發展。

上海電氣作為行業的領頭羊，深知帶動行業發展，促進產業轉型的必要性。積極投身於行業技術發展，與不

同企業達成合作。不斷追求技術革新，推動產業轉型。為共創美好的明天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

促進產業發展，共創美好生活

上海電氣『智慧能源』
解決方案推向市場

2020年9月28日，以『智慧能源，未來已來』為

主題的上海電氣智慧能源解決方案推介會，推出

了涵蓋可再生能源發電、儲能、分佈式能源以及

全生命週期服務等全方位智慧能源解決方案。	此

次推出的各種『新能源+』場景，引領能源新時

代。將成為未來工業園區節能降耗、實現綠色低

碳轉型的新標桿。

上海電氣『星雲智匯』
助重慶千企數字化轉型

9月22日，上海電氣數字科技有限公司與重慶市

璧山高新技術產業區、重慶兩山科技有限公司舉

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三方將合作共建工業互聯

網賦能中心，通過區域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為璧

山高新區1,000多家製造業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服

務。三方接下來將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打造璧山

工業互聯網賦能中心，推動數字化工業在璧山的

發展，助力璧山製造實現跨越式發展。

上海電氣參與發起成立『上海長三角智能製造產業促進中心』

2020年12月22日下午，以『智能製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2020年上海市智能製造推進工作大會在嘉

定區召開。發起成立實體化運作的上海長三角智能製造產業促進中心，對於塑造『上海製造』新優勢，推進

產業鏈補鏈、固鏈、强鏈，發揮區域帶動和引領作用，打造智能製造應用新高地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該促進

中心將輻射長三角地區，有助於推動長三角智能製造協同創新發展，推動建設區域高水平先進製造業集群，

做好長三角智能製造協同創新發展的『助推器』。同時也將繼續加大力度培育壯大一批本土智能製造龍頭企

業，打造智能製造產業生態集群，推動上海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105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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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作為產業領頭集團之一，深知行業進步離不開企業間的合作，因此上海電氣堅持

促進產業合作，積極與其他企業展開交流溝通，投身於行業標準制定與各類行業交流活

動，致力於推動全行業的革新與進步。

行業合作，推動行業發展，回饋社會

溫暖之『智』 促進和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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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合作大會分享數字化轉型

上海電氣成為理事單位

2月10日，由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設領導小組辦公

室和市經信委指導的2020上海智慧城市合作大會

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在會上，電氣數科以

《集團型企業數字化轉型探索與實踐》為題，向

與會嘉賓和學者介紹了上海電氣積極相應『在線

新經濟』和『工賦上海』行動號召，佈局規劃數

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願景，立足裝備製造業優

勢，依託數字賦能產業，培育集團數字化能力的

同時，不斷形成對外能力。

11月26～27日，第二屆長三角地區國資企業聯席

會議在浙江寧波召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資百

企合作聯盟在會上正式組建並舉行了揭牌儀式，

上海電氣為聯盟副理事長單位。長三角一體化發

展國資百企合作聯盟是在一市三省國資委指導推

動和企業聯合發起設立的區域性組織。首批成員

單位由上海電氣等120家長三角地區代表性國企

組成。該聯盟的成立，是長三角地區國資國企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紮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

發展重要講話精神，積極參與和服務長三角高質

量一體化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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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精準扶貧

『雙一百』村企結對精準扶貧

上海電氣旗下電站集團、上海三菱電梯、風電集團分別與雲南省曲靖市富源縣富村鎮托田

村、墨紅鎮法土村、魯木克村等3個貧困村進行一對一幫扶結對，簽訂扶貧工作協議。結對

雙方將從實際出發，主要圍繞『三帶兩轉』，即帶人、帶物、帶產業，轉觀念和轉村貌，解

決貧困群眾關心的急難愁問題。全年共落實幫扶資金450,000元。

社區貢獻
暖心奉獻，不忘初心。促進和諧社區關係，致力於打造暖心社區。

上海電氣在創造經濟效益、引領行業發展的同時，不忘所在社區所提供的支持，秉持『攜手公眾，促進社會

和諧發展』的理念，堅持組織或參與海內外公益志願活動，參與精準扶貧、助力脫貧攻堅，支持教育與環保

公益事業。同時，上海電氣積極與政府合作，打造智慧城市，提供便民服務，始終與社區保持和諧關係，助

力打造充滿暖意的社區。

溫暖之『智』 促進和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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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電站援助雲南廣西貧困山區的孩子

4月底，上海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發電機廠聯手上海隨手公益基金會開啓了募集活動，號召員工為山

區孩子們捐贈愛心禮物，一本本圖書、一套套文具、一件件毛衣秋褲、一套套童衣童鞋，雖然價值綿

薄，却總是包含著愛意，為山區的孩子帶去一季的温暖，包含著上海電氣對於山區孩子們的關心與關

懷，匯聚著上海電氣的企業擔當，也匯聚著員工們滿滿的正能量。

上海電氣走訪貧困縣贈送物資

上海電氣為農民助銷農產品
上海電氣輸配電集團春節期間進行走訪莊行鎮東風

村貧苦居民，針對貧困居民人數，購買了床上用品

贈與慰問，極好的改善了貧困鄉村的生活質量。上

海電氣環保集團疫情期間為幫助莊行鎮存古村抵禦

新冠病毒，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給村民們捐獻大

量口罩，幫助貧困鄉村做好疫情防控的工作。上海

電氣電站設備有限公司上海汽輪機廠有限公司為莊

行鎮張塘村居民各類書籍並加以慰問，豐富了居民

精神生活，加强了居民的教育基礎。

2020年上海電氣落實推進與奉賢區莊行鎮農村結對幫

扶政策，共落實資金500萬元、其中直接由所屬企業

撥付資金615,000元。相關款項被用於資助奉賢區莊

行鎮各定點村。除直接資金幫扶外，我們亦深入農村

民眾生產與生活，為農村致富提供幫助：

（1）所屬各企業助銷奉賢各類農產品1,604,400元。

（2）通過市消費扶貧工作平台、各區消費扶貧生活

館、消費扶貧專店專櫃、與對口地區直接聯繫採購消

費扶貧產品共計7,542,80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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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區與上電氣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打造『智能製造之城』

2020年6月17日上午，上海電氣和寶山區政府正式簽署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開展廣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戰略

合作。深入探索和開拓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能製造、智

慧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渠道。同時，將在發揮各自優勢的基礎

上，合理有效利用現有的土地資源，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升級

轉型，改善區域生態環境配套完善。

上海電氣在2020年中積極與地方政府合作，響應『新基建』號召，全力佈局『智能製造、智慧城市、智慧交

通』和『智慧能源』項目，為區域的經濟發展和區位提升貢獻更多電氣智慧。

助力智慧城市

溫暖之『智』 促進和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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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電氣與楊浦區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共同打造智慧城市

2020年7月7日下午，上海電氣和楊浦區政府正式簽署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基於上海電氣在人工智能、

雲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及產業生態

資源方面的優勢，加快建設楊浦新型智慧城市，打造楊

浦『人工智能+5G』示範區，推動楊浦區產業互聯網高

起點、高質量發展，培育人工智能新興產業，加快傳統

產業轉型升級。

上海電氣助力許昌打造智造之都宜居之城

2020年9月16日下午，上海電氣和河南省許昌市人民政府正式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積

極落實許昌市《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規劃》（2018～2030）的推進實施，推動許昌市成為河

南省、乃至中原地區的城鄉一體化示範區、現代化複合型城市功能區、科技創新引領區和智

能製造裝備核心區，助力許昌市快速發展，營造創新宜居的良好環境，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

康發展。

上海電氣中國移動汕頭市政府三方合力推進數字新基建

2020年9月16日，上海電氣輸配電集團與汕頭市華僑試驗區、中國移動汕頭分公司在汕頭華

僑試驗區舉行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項目簽約儀式。該項目由汕頭移動啓動，輸配電集團承

建。雙方將攜手在綠色能源數據中心領域開展合作，將項目打造成為承接全省、輻射全國、

貫通東南亞的數據產業集聚區。

上海電氣助力虹口打造『世界會客廳』

2020年9月9日，上海電氣和虹口區政府正式簽署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按照市政府『卓越的全球城

市』規劃、『工賦上海』三年行動計劃等總體目標及

相關要求，深入推進上海『五個中心』建設。加快

『5G全球創新港』示範區、智慧樓宇、智慧交通、智

慧能源等領域的合作建設，為虹口區創建全方位、多

維度的綜合性智慧城區，打造北外灘新時代都市發展

新標桿、核心功能重要承載地、新發展理念實踐區。

同時，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提升經濟密度，

改善區域生態環境的配套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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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援助
守土盡責，戰疫行動。責任，不止於疫情。

2020年的新冠疫情對全社會來說是一次很大的挑戰，上海電氣作為國企，不敢有絲毫怠慢。我們積極響應國

家號召，全面做好防疫準備，認真執行國家頒佈的防疫條例；集團管理層及時做出形勢判斷，調整工作重心

並構建防疫體系，上海電氣內外均湧現出一批先進事例，為打贏這場抗疫攻堅戰貢獻了自己一份微薄力量。

上海電氣所屬企業被授予抗疫先進稱號

在2020年9月29日上午舉行的上海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上海電氣自動化集團被授予『上海市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先進集體』稱號。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時，上海電氣毅然奔赴第一線，全力協助政府完成疫情防控任務，體

現出上海電氣堅決抗疫、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展現了上海電氣作為國企的擔當。

2020年初，在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共抗疫情的關鍵時刻，在全國口罩供應吃緊的危急關頭，上海電氣自動化集團黨委

積極發揮引領作用，直面挑戰，帶領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不計代價、不打折扣的全力做好口罩全自動生產設備的

研發和老舊設備搶修恢復生產工作，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了力量。一方面，幫助滬上口罩生產企業恢復啓用

原有封存停產的老舊口罩生產線；另一方面，在全國限制人員流通的客觀前提下，協助下屬企業全自動口罩生產線

在上海客戶方的安裝、調試和試運行，全力為口罩生產提供團隊和技術支持。面對嚴峻的疫情形勢，無論是現場的

徹夜調試，還是線上的後台支持，自動化集團防疫物資突擊隊的廣大黨員都以衝鋒的姿態，無私忘我、迎難而上、

奮勇拼搏，與疫情進行爭分奪秒的勇敢抗爭。

溫暖之『智』 促進和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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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旗下塔爾煤田一區塊發電有限公司獲『年度社會公益奬』

全巴中資企業協會卡拉奇分會授予上海電氣旗下塔爾發電公司：『年度社會公益奬』，以表彰塔爾發電公司在社會公益

方面的貢獻。過去一年，為了對抗不斷蔓延的疫情，巴基斯坦政府於3月下旬開始執行封城政策，導致大量巴基斯坦人

失去工作與收入來源。得知消息後，塔爾發電公司第一時間聯繫了政府官方，尋求方式來救濟當地人民。塔爾發電公

司電站部代表上海電氣為巴基斯坦軍方捐贈生活物資，並為中巴合作項目所在地捐贈600萬盧比。同時，作為『一帶一

路』和中巴經濟走廊的優先實施項目與上海電氣最大海外投資項目，塔爾煤田一區塊煤電一體化項目為了抵抗疫情的衝

擊，增派700餘人前往巴基斯坦，助力該項目克服疫情，加速推進了項目建設進度，推動了巴基斯坦能源建設，惠及了

更多巴基斯坦人民，展現出上海電氣堅決打造中巴『命運共同體』、全方位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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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之『智』 促進和諧社區

上海電氣旗下上海捷錦電力有限公司全力保障物資生產

上海電氣旗下的上海捷錦電力有限公司在2月1日接到用於疫情衛生

臨床中心的緊急訂單，公司接到訂單後深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責任』，立即響應，組織產品發貨、核對產品規格型號、確保

發貨按時準時，在2月2日便保質保量地交付了42套繞包式電纜中

間接頭和多套預製式戶內終端，確保了疫情防控的順利展開。

統籌做好新冠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上海電氣黨委迅速響應、週密部署，

各級黨組織以實際行動承擔起國企社會責任。疫情爆發後，集

團層面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先後召開19次防疫工

作視頻會議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組織動員全體黨員幹部自發捐款達880萬元，向全國各地交付

了300多台口罩機，突擊研製口罩自動化生產線，累計向全國

交付口罩生產線621台，主動向海外合作夥伴贈送近10萬個口

罩和各類防疫物資。

在疫情防控過程中，集團內86家服務疫區的黨組織、78支衝

鋒在前的黨員突擊隊和774名奮戰在第一線的黨員們，危難時

刻挺身而出，用實際行動踐行了黨員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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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旗下上海人民電器廠完成交付成都防疫訂單

齊心協力，共抗疫情

2月8日，上海電氣旗下上海人民電器廠收到了來自成都訂單急

函，按照成都市委政府的安排，此次訂單將用於建設重慶市市級集

中定點後備救治醫院，作為抗疫物資，生產交貨刻不容緩。上海

人民電器廠立即組織車間、倉庫、質檢等部門的上海籍管理和生產

人員於2月8日復工生產裝配。從物料配送到生產裝配，到檢驗包

裝，出色的完成了這份『特殊的訂單』的交貨。

2020年3月7日，在塞爾維亞北部城市公佈了該國首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後，上海電氣電站工程公司潘切沃項目部就根據上海電氣最新的

部署及嚴防輸入指導意見，啓動了應急預案及各項防控措施。

項目部通過不同形式的宣傳和防疫知識普及，穩定了項目現場中塞員

工情緒，提高了對疫情形勢的認知。同時，給現場所有員工發放了口

罩等防疫物資，並進行定時定點體温監測。明確要求非生活物資採購

人員，禁止外出公共場所。電廠出入口實行嚴格管控，禁止未戴口罩

人員進入現場。

為有效開展現場工程施工，項目部取消了所有與業主方及監理方的見面會議，改為網絡會議。通知塞籍員工，工作票從

一日一簽改為一週一簽，僅工程師每週一上班簽票，其餘均改為居家網絡辦公。現場辦公及生活區清退了塞籍後勤人

員。將監理辦公區與中方辦公區隔離辦公，建議塞方監理單位減少現場辦公人員。通過這一系列措施，爭取最大可能消

除疫情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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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範》

《知識產權對外轉讓有關工作辦法（試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

《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

《信息安全等級保護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

附録一. 披露政策與法律規例一覽表

該部分主要遵循聯交所指引『一般披露』中涉及的『政策』及『對發行人產生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與

規例』要求，對報告中披露的內部政策、外部法律與規例按照ESG指標順序進行整理和羅列。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

《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

附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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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

層面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關廢氣及温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廢
棄物的產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
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5.3	綠色減排

關鍵績效指標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5.3	綠色減排

關鍵績效指標	A1.2 温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
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5.2	節能增效

關鍵績效指標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	以噸計算）	及（如適用）密度（如
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5.3	綠色減排

關鍵績效指標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	以噸計算）	及（如適用）密度（如
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5.3	綠色減排

關鍵績效指標	A1.5 描述所訂立的排放量目標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5.3	綠色減排

關鍵績效指標	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及描述所訂立的減廢目標
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5.3	綠色減排

層面	A2:	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資源可用於生產、儲存、運輸、樓宇、電子設備等。 5.2	節能增效

關鍵績效指標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	如電、氣或油）總耗量（	
以千個千瓦時計算）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
算）。	

5.2	節能增效

關鍵績效指標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5.2	節能增效

關鍵績效指標	A2.3 描述所訂立	的能源使用效益目標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
步驟。 5.2	節能增效

關鍵績效指標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所訂立的用水效益目
標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5.2	節能增效

關鍵績效指標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每生產
單位佔量。 5.2	節能增效

層面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 5.1	綠色管理

關鍵績效指標	A3.1 描述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重大影響及已採取管理有關
影響的行動。

5.1	綠色管理
5.2	節能增效
5.3	綠色減排

層面A4:	氣候變化

一般披露 識別及應對已經及可能會對發行人產生影響的重大氣候相關事
宜的政策。 5.2	節能增效

關鍵績效指標	A4.1 描述已經及可能會對發行人產生影響的重大氣候相關事宜，及
應對行動。 5.2	節能增效

附録二.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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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会

層面B1:	僱傭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晋升、工作時數、假期、平等機會、
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a)	政策；及	(b)	對
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4.1	員工權益
4.4	關愛支持

關鍵績效指標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4.1	員工權益

關鍵績效指標	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4.1	員工權益

層面B2:	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的：(a)	政
策；及(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
料。

4.3	健康安全

關鍵績效指標	B2.1 過去三年（包括匯報年度）每年因工亡故的人數及比率。 4.3	健康安全

關鍵績效指標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4.3	健康安全

關鍵績效指標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
法。 4.3	健康安全

层面B3:	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訓活
動。
培訓指職業培訓，可包括由僱主付費的內外部課程。

4.2	發展激勵

關鍵績效指標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層、中級管理層等）劃分的受
訓僱員百分比。 4.2	發展激勵

關鍵績效指標	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4.2	發展激勵

層面B4:	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强制勞工的：(a)	政策；及(b)	遵守對發行人有
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4.1	員工權益

關鍵績效指標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强制勞工。 4.1	員工權益

關鍵績效指標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4.1	員工權益

附錄二 聯交所指引索引

附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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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B5: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3.1	責任採購

關鍵績效指標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3.1	責任採購

關鍵績效指標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
目、以及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3.1	責任採購

關鍵績效指標	B5.3 描述有關識別供應鏈每個環節的環境及社會風險的慣例，以及
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3.1	責任採購

關鍵績效指標	B5.4 描述在揀選供貨商時促使多用環保產品及服務的慣例，以及相
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3.1	責任採購

層面B6:	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籤、私隱事宜
以及補救方法的：(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
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2.2	質量第一

關鍵績效指標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
比。 2.2	質量第一

關鍵績效指標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2.3	用戶至上

關鍵績效指標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2.2	質量第一

關鍵績效指標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2.2	質量第一

關鍵績效指標	B6.5 描述消費者數據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2.3	用戶至上

層面B7:	反貪污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1.1	合規營運

關鍵績效指標	B7.1 於匯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
數目及訴訟結果。	 1.1	合規營運

關鍵績效指標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1.1	合規營運

關鍵績效指標	B7.3 描述向董事及員工提供的反貪污培訓。 1.1	合規營運

層面B8:	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
社區利益的政策。

6.2	社區貢獻
6.3	疫情援助

關鍵績效指標	B8.1 專注貢獻範疇（如教育、環境事宜、勞工需求、健康、文化、
體育）。	

6.2	社區貢獻
6.3	疫情援助

關鍵績效指標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時間）。	 6.2	社區貢獻
6.3	疫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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