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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 月 25 日，党史学习教育官网刊登《国家电投：

担当能源央企使命 助力能源强国建设》，从‚坚决贯彻上级要求，

全力做好能源保供工作‛‚全力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和国家专项任

务，破解能源强国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全力践行新发展

理念，争做能源强国建设的绿色典范‛三个方面，报道了集团公

司牢记能源央企使命，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百年红色血

脉，积极参与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零碳

智慧能源开创美好未来，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助力能源强国建设的典型做法和成效。现全文转发，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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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担当能源央企使命助力能源强国建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家电投牢记能源央企使命，坚持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百年红色血脉，积极参与建设“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零碳智慧能源开创美好未来，做

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助力能源强国建设。 

坚决贯彻上级要求，全力做好能源保供工作 

9 月中旬，能源保供“攻坚战”打响后，国家电投党组高度

重视，9 月 14 日至 10 月 1 日上午先后召开 6 次专题会议，安

排落实今冬明春及国庆期间能源保供工作。10 月 1 日，国庆假

期第一天国资委郝鹏书记到国家电投专题调研，大大提升了国家

电投干部职工的保供精气神。当天，国家电投成立了由公司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保供领导小组，下设生产、燃料、安全等 7 个工作

组，建立 24 小时值守和日调度工作机制，明确党组成员牵头督

导、加强过程督导、强化生产管理等 13 条保供措施。国庆期间，

国家电投总部燃料管理及服务中心、产业协同与服务中心等 6 个

部门，一百余名党员干部坚守待岗，开展保供调度工作。其中，

包括近 50 名紧急返京的党员。各保供单位组建 356 支党员突击

队、党员尖刀班，8000 余名党员合力攻坚，带动 3 万余名群众

奋战一线，在能源保供战中充分彰显“学史力行”，积极承担各

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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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力以赴保供电。“十一”以来，国家电投党组又先后

召开 4 次保供专题会议，进一步落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

国家能源局相关要求，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能开尽开”，服从

电网统一调度，统筹做好各项能源保供工作。10 月 1 日至 11

月 9 日，国家电投境内 221 台燃煤、燃气机组应调度要求，先后

增开机组 34 台，累计发电量 328.88 亿千瓦时。其中，在保供形

势相对严峻的东北地区，所属两家企业 43 台机组先后增开机组

16 台，累计发电量 34.46 亿千瓦时，东北地区煤电出力率最高

时达 95%。截至 11 月 9 日，国家电投火电机组运行整体稳定，

在网机组 164 台，运行容量 6171 万千瓦，总计可调机组 195

台，机组占比 88.24%；可调容量 7079 万千瓦，容量占比 84.45%。 

二是自我加压保供煤。国家电投全面梳理能源保供各方面工

作的薄弱环节，将提库存、保供应作为保供工作重点，于 10 月

6 日提前完成上级下达的库存在 7 天以下的电厂全部清零目标。

此外，国家电投自我加压提出了“三步走”库存管理目标，即在

“第一步”将库存在 7 天以下的电厂全部清零后，“第二步”力

争在 10月 31日前实现按 80%负荷测算库存在 7天以下的电厂清

零，目前已按计划完成；“第三步”在 11 月 15 日全面供热季到

来前按 100%负荷测算库存在 7 天以下的电厂全部清零，目前进

展顺利预计也能按期完成目标。10 月 1 日至 11 月 9 日，国家

电投供煤 2155.8 万吨，同比增加超 27.9%；整体库存由 50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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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941 万吨，存煤 7 天以下的电厂已连续 35 天清零。 

三是千方百计保供热。9 月以来，国家电投各供热单位聚焦

冬季供热，提前开展供热设备打压、调试等准备工作，各供热单

位先后组建一百多个党员突击队，对供热区域内外部管网系统的

热力井、供热管路、主支线阀门进行了全面巡检消缺。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 日，北方地区降温后，国家电投各供热单位响应民

众需求，提前开栓供热。面对近日北方地区普降大雪，国家电投

北方地区各场站组织党员干部带头除雪。其中，内蒙古通辽地区

遭遇 70 年来最强暴雪后，通辽热电公司组织 110 人的“党员突

击队”火速行动，清扫输煤线路，保障正常供热。此外，国家电

投积极探索零碳供暖模式，海阳核电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程二期

450 万平方米工程已于 11 月 9 日提前 6 天投运，使山东省海阳

市成为全国首个零碳供暖城市，并将当地住宅取暖费每平米单价

降低 1 元，实现“温暖一座城、湛蓝一片天、少交一块钱”，做

到了办实事、惠民生。所属山西灵丘县 40 万千瓦风电示范项目

供热站采用高效节能的蓄热电锅炉设备，供热面积 26.3 万平方

米，自 10 月 25 日开始，为该县异地扶贫搬迁小区存孝社区的

2260 户居民、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提供着稳定的供热服务。 

二、全力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和国家专项任务，破解能源强国

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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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同时承担三个国家专项的中央企业，国家电投始终

把“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型燃气轮机”两个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和“能源工业互联网”这一项国家专项任务作为重中之重，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大力开展“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

组织党员全力推动技术攻关。 

在“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大专项任务中，国家电投研

发的“国和一号”先进核电技术成功打破多项技术垄断，取得多

项成果。累计形成知识产权成果 6513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052

项，形成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新软件 392 项，历

经 13 年实现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近日，国家电投主导编制的

国际标准《核电厂一安全重要仪表和控制系统一地震停堆系统准

则》(IEC63186:2021)由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正式发布。这是我

国核电领域首个正式发布的 IEC 国际标准,也是我国核电领域最

早立项的国际标准。目前“国和一号”示范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中。 

在“重型燃气轮机方面”重大专项任务中，为早日打破西方

国家 70 多年的技术垄断，解决“卡脖子”问题。国家电投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成立多支关键路径青年党员攻坚组，开展青年党员

技术创新大比武活动，集中突破近 20 项关键核心技术，在多个

战略领域“换道超车”。日前，300 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项

目取得新突破，已完成初步设计并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

复，按计划全面开展详细设计和首台样机整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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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国家专项任务中，国家电投成立

9 支党员先锋队和攻关小组，加强协同协作，集中优势资源，坚

决打赢专项重点工程建设攻坚战。目前，专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累计接入场站 3633 个，已建成并接通专线的

企业集团 12 家，上传数据电厂 1844 家。 

三、全力践行新发展理念，争做能源强国建设的绿色典范 

接下来，国家电投将重点做好以下 3 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动清洁能源装机实现新突破。截至 10 月底，国家电

投电力装机 1.9 亿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达到 10465 万千瓦，

新能源装机达 7229万千瓦，光伏装机规模已经超过 3674万千瓦，

三项均位居世界第一。近五年来，国家电投在清洁能源领域保持

高比例投资，有力推动了清洁能源的发展。目前，国家电投清洁

能源装机占比已达到 59.58%，有望在今年 11 月中旬突破 60%。 

二是世界一流光伏产业建设迈上新台阶。“十三五”期间，

国家电投光伏产业装机规模增长了 6倍，连续 5年位居世界首位。

今年 8 月份，国家电投升级《建设世界一流光伏产业宣言》，发

布光伏储能实证蓝皮书，进一步巩固光伏发电装机世界第一、光

伏技术世界领先成果，放大我国在光伏领域的领先优势。计划到

2025 年，国家电投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8000 万千瓦以上，基本建

成全球光伏装机规模最大、核心技术领先、具有综合竞争力、生

态环境友好的“世界一流光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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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动“红色百年”特色行动取得新成效。采取总部各党

支部试跑带动、二级单位具体实施的形式，以革命老区、苏区和

红色地标及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为目标场景，以开发新能源、智慧

能源项目和县域项目为路径，以分批建设“样板房”示范项目为

抓手，优化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用能。七个月以来，在福建古田、

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陕西延安、河南兰考、安徽小岗村、上

海浦东等地推动综合智慧能源和新能源项目 287 个，目前已投产

36 个。其中，安徽小岗村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一期“渔光互补”

区域已于今年 6 月下旬并网发电，二期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建设，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让小岗村实现 100%清洁能源消费和供暖，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生活污水处理农户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均达到 100%，将把小岗村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打

造成为“生态小岗、智慧小岗、幸福小岗”，打造成为“美丽乡

村+绿色智慧能源”新标杆。为河北滦平、河南虞城 14 个行政

村免费安装太阳能路灯，解决了当地上万名群众的夜间交通照明

问题，降低了公共用电支出。 

国家电投将坚定按照先进能源技术开发商、清洁低碳能源供

应商、能源生态系统集成商的“三商”定位，致力于在 2035 年

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促进“3060”双

碳目标的顺利完成，为打赢这场空前的能源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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