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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告介绍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变电气”

或“公司”）2021 年度积极承担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方面的活动及表现。相

关数据均来自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2021 年度为主，并根据需要适度延

伸。 

本报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真实、客观、透明的反映了公司在 2021

年度生产经营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所做的工作，旨在加强各利益相关方与公

司之间的理解和联系。 

一、公司概况及公司治理 

（一）公司基本情况 

保变电气于 2001 年在沪市 A 股上市（股票代码：600550）。公司自成

立以来，十分重视企业自主发展、集约经营，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创新

能力、良好的企业声誉、可靠的产品品牌在大型变压器产品电压等级、容量、

技术性能指标等方面保持着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许多重点产品填补了国家

空白，部分科研成果居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中国特高压、核电、火电、水电、

新能源变压器及特种变压器等电力设备的重要科研、制造基地，推动了重大

技术装备国产化，为我国电力建设事业快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与发展，已经具备世界尖端的输变电产品研发

与制造能力，成功研制了多项国家输变电重点工程产品，其中包括：世界首

台容量最大的±800kV 换流变压器；国内第一台 500kV 核电站变压器；世界

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直流示范工程

±800kV 柔性直流变压器；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机型中国首台

“华龙一号”福建福清核电站主变压器等。 

（二）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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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层等相互约束的法人治理结构，组织机构分工明确、职能健全

清晰，积极维护股东关系，确保股东充分享有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各

项合法权益。公司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明确、分工清晰，坚持不相容职务相

互分离，确保不同机构和岗位之间权责分明，形成了各负其责、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环环相扣的管理体系，确保公司日常运营的正常开展。 

（三）公司发展战略 

2021 年，保变电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集

团公司“133”战略为引领，扎实推进保变电气“1159”战略，在公司《碳达峰碳

中和路径整体规划》的指引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低碳绿色产业，

加强低碳绿色创新技术攻关，优化提升以特高压变压器为引领的输变电装备

产业链，积极布局分布式光伏等 EPC 业务，加强节能低碳产品研发，推进

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科技型变压器企业集团，全方面推动“十四五”规

划落地。 

（四）企业理念体系 

保变价值观：立足产业报国，铸就世界品牌。 

保变愿景：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科技型变压器企业集团。 

保变哲学：先造就人才，再成就企业。 

保变精神：自信自强，追求卓越。 

保变宗旨：以员工为保变之本，以文化为保变之魂，以品牌为保变之形，

以市场为保变之命。 

保变社会责任：代表民族利益，增进社会福祉，实现人生价值，共识、

共和、共创。 

保变人才观：竞争识才，人尽其才。 

保变质量观：塑优秀人品，造最好产品。 

保变服务观：用户满意，奉献真诚。 

保变信誉观：黄金有价，诚信无价。 

http://www.baidu.com/link?url=IVo-G8nJxd3taPl5itiFqH3Vk-ok_kKZ-pNbxzS3bJxGS5h7MYy8YBTh1OuNN937_O4ejCQLbc1dS9u520LOv4uRlUlCxTcuyQ6aDVPN2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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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变作风：严明、勤奋、务实、担当、高效。 

二、经济篇：抓好运营管理，创造企业价值 

2021 年，保变电气坚决贯彻集团公司的各项部署，扎实推进保变电气

“1159”战略，成功克服了疫情、原材料大幅涨价等不利影响，生产经营和改

革发展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十四五”目标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加强市场开拓，产品订单保持稳定 

一是传统市场整体稳固。特高压和电源项目方面，公司克服交货期冲突

等影响，按时按质完成重大项目履约，优势市场占有率保持稳固。二是细分

产品市场拓展取得收获。进一步挖掘细分市场潜力，加强新能源、钢铁、石

化、牵引变等市场开拓力度。三是国际市场取得新进展。在巴基斯坦、孟加

拉、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得成效。 

（二）突出创新驱动，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一是重大产品技术水平保持领先。依托国家重点工程，不断加强科技创

新自主研发能力，解决了重大装备关键技术国产化问题，为中通道柔直变项

目，“北京东”“晋中”交流特高压项目，白鹤滩、乌东德水电项目，“国和一号”

示范工程，冬奥张北柔直工程，长龙山抽水蓄能项目等一系列国家重点重大

工程提供可靠产品，保持了高端产品的技术竞争力。二是设计标准化工作稳

步推进。积极推动以大幅减少材料和组部件规格为重点的设计标准化，取得

阶段性成果。三是产品研发取得进展。围绕国家“双碳”“新基建”等国家新需

求开展产品研发，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四是技术创新成果稳步提升。荣获省

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7 项，其中 2 项重大成果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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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为：保变电气参与完成的“特高压高能效输变电装备用超低损耗取向硅钢开发

与应用”、“±800kV 换流变压器自主化研制及工程应用”分别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三）深化改革调整，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一是深入开展分配制度改革，搭建多层级分配体系。推动公司经理层任

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级次领导人员签订了绩效合约和聘用合同。进行本部宽

带薪酬体系改革调整，实施员工分配和任职资格等制度。二是深化用工制度

改革。探索共享用工、多能工等用工模式。建立共享用工结算机制。三是持

续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开展第二批技能带头人评选工作，组织开展变压器

互感器制造工高级工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四）加强基础管理，企业效率效益持续提高 

一是对本部与秦变、保菱等子公司生产资源实行集约化管理，顺利完成

晋中、北京东 1000kV 变压器等多个重点项目产品，本部生产作业计划完成

率提高 9 个百分点。二是推进工艺标准化和工艺改进工作，变压器制造主要

工序工作效率提升 20%以上。三是一体化信息化建设取得进展，完成了 PLM、

ERP、MES 三大系统主要业务功能模块开发和单元测试工作，三大系统间的

接口均开发完毕。四是精益管理推动效率提升。总装 400t 厂房总装配区域通



 

5 

 

过布局调整，有效工作场地增加 20%。完成储油柜、硅钢片等生产物资集采

工作，集中采购率进一步提高。五是通过实施强化质量策划、质量风险识别、

重点事项管控、过程监督等措施，实现重点项目产品一次试验合格率近

100%。500kV 自耦变、220kV 三绕组变双双通过荷兰凯马突发短路试验，为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开拓提供了支撑。 

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开展精益管理关键一致流程方法培训，推进先进精益工具广泛应

用，提高公司精益管理水平。 

（五）强化风险管控，构筑企业稳定的经营发展环境 

公司持续构筑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推进构建“大风控”体系，强化风险管

理、内部控制、法律合规等职能协调，加大重大风险监管和重点领域风险评

估，优化公司业务流程，强化疫情防控、境外子公司风险管控，坚决守住不

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2021 年度公司重大风险识别准确，没有未识别但已发

生重大风险的情况，保变电气风险总体可控、在控。 

三、社会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和谐发展 

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努力创

造企业价值，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的稳定

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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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党建引领 

保变电气坚决贯彻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形成了传达学习、研究部署、贯彻落

实、跟踪督办、报告反馈的工作闭环。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精神，开展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回头看”，系

统盘点公司五年来加强党的建设成效经验，补短板、强弱项、树品牌。坚决

深入推进党的领导有效融入公司治理，先后对《公司章程》《党委议事规则》

《“三重一大”决策实施办法》等制度进行修订，规范各治理主体权责定位和

行权方式。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红色教育、“把一切献给党”座谈会、

演讲比赛、红色观影等 20 余项活动；确定“我为群众办实事”“3416”清单，一

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了职工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总体完成率

为 100%。以打造“党员号”品牌为主线，完成三峡白鹤滩项目、大湾区中通

道直流背靠背工程项目等 17 台“党员号”产品。围绕中心加强宣传，紧密围

绕建党 100 周年和公司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等开展系列宣传报道。 

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颂歌献给党、筑梦新征程”

红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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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为：保变电气为国家电网公司北京东特高压交流扩建工程北京东站承制的 4 台

“党员号”1000千伏主变压器全部一次试验合格。 

 
附图为：《见证！世界首次中国兵器保变力量》荣获第四届中央企业优秀故事二等

奖,在人民网、党建网等主流媒体热播。 

 
附图为：《他用电磁线描绘中国红——记中共党员、工程电磁场专家程志光》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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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部党建网进行了深度报道。 

（二）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总要求，持续抓紧抓实抓细物

资保障、人员信息动态管理、日常消杀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切实保障职

工安全和公司整体稳定。 

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组织员工对生产物资进行消杀，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三）关爱员工，依靠员工 

公司始终践行“先造就人才，再成就企业”的哲学观，关爱员工，依靠

员工，深知只有员工的不断发展才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坚强基石。2021

年公司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10.7%，实现公司效益和职工收入同步增长。 

1.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维护员工身心健康 

公司注重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及文件精神认真执行

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依法保障员工的切身利益。

为员工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定期对公司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

查，保障员工人身安全。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坚持开展“夏送清凉，

冬送温暖，平时送关怀”活动，认真做好劳动保护监督工作。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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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为：保变电气深入贯彻《职业病防治法》，组织对接触有害物质人员进行职业

健康体检。 

 
附图为：保变电气举办 2021年迎元旦长跑活动。 

 

附图为：保变电气为夏日里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员工送去清凉、送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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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多级培训，培养高技能人才 

公司始终将企业发展与员工培训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线下培训和线上网

络学习培训平台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高员工技术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

2021年完成培训计划 42项，参培人员达 7000 余人次。打通五支队伍成长通

道，目前公司拥有省部级、集团级各类别高层次高等级人才 44 人。 

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组织骨干人员进行项目管理知识培训，引导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引

入项目管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不断提升业务工作水平。 

（四）安全生产，责任重大 

公司深入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和省、市有关安全生产会议、文件精神，坚

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员安全管理责任制，把安全工作始终放在

生产经营的首位。以“安环管理体系”有效运行为主线，以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集中攻坚为重点，对重点安全隐患实施挂牌督办，全部实现闭环，提高了

本质安全水平。通过开展安全保卫大整顿和“五查五严”专项排查治理，提

升了领导干部和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履职能力。全面开展班组安全标准化

达标验收，56 个生产性班组和 20 个非生产性班组全部达标，评选出 10 个标

杆班组进行经验推广，不断提升“双基”（基层基础）安全管理水平。公司

全年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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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为：保变电气开展安全生产标杆班组先进经验交流会，掀起向标杆班组学习、

借鉴先进经验的热潮。 

（五）股东、投资者等相关方利益保护 

公司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注重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切实维护广大

股东、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2021 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相关监管机构

的规定要求披露各项重大信息，确保股东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重大事项，

同时结合本公司具体情况积极组织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的日常会议工作，

保证了公司“三会”的高效运转。公司秉承规范、公平的原则，积极、主动地

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接听股东热线、接待投资者调研、参加监管

机构组织的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等方式听取各类投资者的合理意见

和建议，将公司情况与投资者及时沟通，同时也将投资者关心、关注的问题

和重要意见、建议反馈给管理层和董事会，做到了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良

性互动。 

（六）回报社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回馈社会，积极承担起企业对社会发展的

责任和义务，促进公司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2021 年，保变电气认真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坚持“四个不摘”原则，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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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帮扶转变，持续推进定点帮扶工作。 

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领导到公司定点帮扶村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调研，走访慰问帮扶户。 

2021 年，保变电气积极践行国企担当，服务国家战略，收到多封来自重

要客户关于青豫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等重大项目的感

谢信，公司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赢得了用户的赞誉。 

案例： 

 

附图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发来感谢信，对保变电气为三峡集团清洁能源

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十分重视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积极承担产品的社会责任，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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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及时、迅速、准确的售后服务工作，在国内、外用户中享有良好的信誉

和形象。全年经过精心组织，快速反应，狠抓落实，圆满地完成了国内外新

产品安装和消缺工作，确保了产品按时投运，全力做好运行产品的运维工作，

全年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选派党员技术骨干组成抢修支援小组，对因暴雨灾害导致故障的

变压器开展抢修和试验工作。 

四、环境篇：重视节能减排，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 

保变电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公

司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机构，通过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产品向绿

色节能低碳转变，加快生产工艺流程迭代升级、提升生产节能降耗水平。 

公司不断加大绿色节能产品技术研发力度，为白鹤滩水电工程、“国和

一号”核电工程、冬奥张北柔直工程等国家重大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发电

项目建设提供可靠产品。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建设，促

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案例： 



 

14 

 

 

附图为：保变电气承制的白鹤滩水电站右岸全部 25 台 375MVA/550kV 主变压器一次

通过出厂试验，助力我国清洁能源走廊建设。 

公司持续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编制 VOCs“一厂一策”，向生态环境管

理部门进行备案；采用 A/O 工艺一体化设备对厂区收集的全部生活污水进行

了深度治理，助力地方生态综合治理;创新性的建设吹吸式电焊烟尘室内循环

净化系统项目，颗粒物年排放量下降 22%;修订完善《危险废物泄露事件应

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处置演练，提升了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控制能力。 

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活动，提高员工和各部门的应急调配

处置能力。 

公司通过生产工艺流程迭代升级，提升生产节能降耗水平；通过优化发

电机组使用、中央空调制冷系统改造和换热站换热系统改造等，工时综合能

耗值创历年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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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附图为：保变电气以“低碳生活，绿建未来”为主题，多种形式宣传绿色发展理念，

向职工传播绿色生态理念，普及节能低碳知识。 

五、结束语 

公司深知，企业成绩的取得，不仅来自市场的选择和公司领导层的正确

决策，更源于广大股东和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信任以及全体员工的辛劳奉

献。公司将一如既往积极履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继续加大社会公

益投入，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公司和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

经营管理中，公司将进一步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遵

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既保护好股东等利益相关

方权益，又保护好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重视

社会与环境效益，以促进公司自身与全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保变电气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集团公司“133”战略指

引下，传承发扬保变电气“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有

作为”的“四特”精神，加快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科技型变压器企

业集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