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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总经理致辞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总经理

2009 年，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克服困难、扎实工作、艰

苦奋斗、创新发展、履行责任，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

份合格答卷。

一年来，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大主业投资，在关系国计民生

的基础性、资源性领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9 亿元，

建设大中型项目20个，资产总额跨过2000亿元台阶，

各项经营指标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五年在国务院国资

委经营业绩考核中获得 A 级。公司实力进一步增强，

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年来，我们服务国家产业发展政策，调整战略，着

力投资开发新能源，在甘肃白银、酒泉、河北张家口

等地投资建设了一批风电项目；在甘肃敦煌、青海格

尔木、宁夏石嘴山等地投资建设了一批光伏发电项目；

参股投资葫芦岛核电项目；控股投资广东中能燃料乙

醇项目，努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中央

企业的骨干作用。

一年来，我们加强自主创新，全面提升可持续发展能

力，围绕产业化构建科技投入机制，将科技创新落实

到投资项目中，通过技术攻关，破解了一些制约投资

项目建设的技术难题，获得四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推

动了相关行业重大技术突破，保证了关系国计民生的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年来，我们坚持绿色投资理念，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积极推广节能环保技术，大力推进低温余热发电和电

机节能技术产业化应用，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努力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我们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为原则，积极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加大投资、技术革

新和强化内部管理等措施，促进投资企业资源的综合

利用和循环利用。我们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不断加大

安全生产工作力度，确保员工生命安全和企业生产经

营正常运转。我们致力于全面提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相和谐。

一年来，我们坚持“为出资人、为社会、为员工”的

企业宗旨，将员工视为企业的黄金资本，努力为员工

提供安全健康的生产工作环境，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让员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我们加强与利益相关

方的沟通合作，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安全环保、

和谐共赢的责任理念，开展扶贫援疆和公益捐赠，参

与社区建设，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投资创造价值，责任构建和谐。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

济的基础和支柱，必须率先承担社会责任，模范履行

社会责任，谋求企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和

谐，谋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国投作为中央

骨干企业之一，深知大企业必须有大作为，承担大责

任，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公司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进

一步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为促进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与和谐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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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PROFILE
公司概况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投资控股

公司，是国有重点骨干企业。截止 2009 年底，员工总

数72043人，资产总额2101亿元，所有者权益657亿元。

公司构建了实业、金融服务业、国有资产经营“三足

鼎立”的业务框架。实业重点投向电力、煤炭、交通、

化肥等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及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

业重点发展金融、物流、国际贸易、资产管理、咨询

和工程设计业务；国有资产经营主要是作为国务院国

资委国有资产经营试点单位，在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

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中发挥作用。

公司实行“资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形成了“股权投资 - 股权管理 - 股权经营”的运作模

式，即资本投入获得股权、股权管理提升企业价值、

股权转让或股权分红获得收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公司实行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和总经理负责制。总部设

12 个职能部门和 1 个投资部，拥有三级以上全资和控

股投资企业 161 家，其中包括 5家控股上市公司：

国投电力（SH.600886）、国投新集（SH.601918）、

国投中鲁（SH.600962）、中纺投资（SH.600061）、

中成股份（SZ.0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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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公司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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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单位） 2008 2009

资产总额（亿元） 1713.69 2101.46

所有者权益（亿元） 558.81 657.81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373.08 455.71

纳税总额（亿元） 53.78 68.26

利润总额（亿元） 50.80 56.20

环境指标 2008 2009

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亿元） 2.66 4.05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煤） 967 1070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吨标煤 / 万元） 3.07 3.17

火电机组供电煤耗（克标煤 / 千瓦时） 332.87 330.56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11.71 4.98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吨） 909 630

社会指标 2008 2009

员工总人数（人） 60631 72043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0 4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0 0.12

公益捐赠（万元） 7775 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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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SUBSIDIARIES
主要控股投资企业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煤炭郑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滕州曹庄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阳泉市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晋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大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中成国际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昔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曲靖煤炭开发有限公司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新疆国投宝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投新登郑州煤业有限公司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河南新能开发有限公司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

国投云南大朝山水电有限公司 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 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

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国投孚宝洋浦罐区码头有限公司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国投湄洲湾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 国投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 

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国投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山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国投伊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投远东航运有限公司 

国投白银风电有限公司 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国投张家口风电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酒泉第一风电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源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敦煌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CORPORATE VALUES
公司价值观

公 司 宗 旨：为出资人  为社会  为员工

公 司 愿 景：打造一流投资控股公司

公司核心价值：和谐为本  创造财富  科学发展

公司责任理念：依法经营  诚实守信  安全环保  和谐共赢

公 司 精 神：创新发展  追求卓越

经 营 理 念：阶段性持股

合 作 理 念：诚信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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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夯实实业、金融服务业、国有资产经营“三足鼎立”的业务框架，坚持基础

性、资源性及高新技术投资方向，重点实施五大战略：

“一流”战略

拥有一流的投资企业、一流的管理团队、一流的管理手段。

区域发展战略

优化整合区域资源，形成产业集群，培育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协同发展战略

通过业务板块间、项目间、区域间业务、资源、管理的协同，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节能环保新能源战略

在节能环保新能源领域加大投资，培育产业优势，拓展新的增长点。

“走出去”战略

按照国际贸易、国际合作、海外直接投资的业务组合，推进国际化进程。

CORPORATE STRATEGY
公司战略

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治理

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中央直属企业，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务院向公司派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依法对

公司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

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是公司的法人代表。

总经理办公会为公司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公司重大事

项的决策；总经理工作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负责

支持和执行总经理办公会的决策，以及对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的重大事项做出决定。

2009 年 3 月，国务院国资委将公司列入董事会试点单

位，《国家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章程》获得国务院国资

委批复，为公司开展董事会试点确立了基本制度框架。

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公司建立起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实行

总部——子公司——投资企业三级管理。

总部作为战略决策中心、投资决策中心、运营监管中

心和共享服务中心，负责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目标、

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监督子公司、投资企业

经营管理，开展资本经营，提供支持服务。

子公司作为专业化投资管理平台，负责投资企业的经

营管理，寻找投资机会，推进业务发展，促进投资企

业提高运营绩效。

投资企业作为业务运营基本单元，负责具体业务的直

接经营，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是公司经营收入和

利润的主要来源。

公司投资企业全部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

子公司对投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按照《公司法》

的规定，委派或任免董事、监事，按照财务年度和任

期对经营管理层实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业绩考

核和监督。

总会计师
张华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施洪祥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秦明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刘建新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冯士栋

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邓实际

总经理、党组书记
王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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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HIGHLIGHTS 
公司社会责任工作

公司按照“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安全环保、和谐共赢”的社会责任理念，努

力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发展战略、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中，增强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的意识和能力，在制度建设、机制完善、工作推进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制度建设

公司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由总经理担任委员会主任，其他公司领

导为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筹研究和部署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建立和完善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

公司总部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各子公司和投资企业在公司的统一部署下，具体负责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

落实。

报告编制与发布

公司成立了以分管副总经理为组长，总部各部门主任为成员的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编制工作组，全面具体负责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组织和发布工作。

2009 年公司首次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公布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理念、措施和绩效。

社会评价

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获得社会广泛好评。2009 年公司分别获得“中

央企业优秀社会责任实践”、“国资委经营业绩年度考核 A 级企业”、“全

国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先进单位”、“中央单位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先进单位”、

“北京市国、地税纳税信用 A 级企业”、北京新街口街道“爱心公益事业突

出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

公司投资企业 2009 年获得众多荣誉称号。如：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国投云南大朝山水电有限公司获得“2008 年度

全国学习型先进班组称号”；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荣获“2009

中国资本市场最佳创富 IR 奖”；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首届

安徽爱心奖慈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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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 
ENGAGEMENT
公司利益相关方

相关方名称 沟通机制与方式 对国投的希望

政府

发布法律法规政策

工作会议

日常沟通

带动国民经济发展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履行社会责任

国务院国资委

下发文件与落实

经营业绩考核

工作会议

工作汇报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经营管理规范

增强企业竞争力

合作伙伴

签署合作协议

合同执行

高层会晤

日常沟通

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

客户
访谈、座谈

问卷调查

提供规范高效的服务

满足客户要求

投资企业

确定经营指标

会议、座谈

调研、研讨

日常管理

提供指导和支持

明确责任

推动创新

管理协调、服务

员工

职代会、座谈

培训

建议及反馈

工作沟通

坚持以人为本

依靠员工办企业

重视员工培训

有竞争力的待遇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债权人
定期沟通

信息公开

恪守信用

稳健经营

追求长期价值

重视风险管理

社团组织
参与活动

提供必要的支持

支持和参与社会团体组织活动

遵守协会章程

社区与公众

信息披露

新闻发布会

交流沟通

及时准确提供信息

参与社区活动

共建和谐社区

INVOLVEMENT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公司参加的主要社会团体组织

社团名称 主管部门 在社团中的地位

中国投资协会 国家发改委 副会长单位

中国投资协会国有投资公司专业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会长单位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国务院国资委 副会长单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国家发改委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 商务部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 商务部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 会员单位

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 国务院国资委 副会长单位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 国务院国资委 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 国家安监总局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 国家发改委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招投标协会电力分会 国家发改委 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财政部 理事单位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中国人民银行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审计署 理事单位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行业分会 国务院国资委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磷肥工业协会 国务院国资委 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常务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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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TH
经济发展责任

2009 年，公司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加大主业投资，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继续开展资产经营，加强自主创新，

拓展海外业务，投资开发新能源，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国有经济结

构调整和经济增长。

加大主业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

开展资产经营

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实施区域战略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投资开发新能源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拓展境外业务  

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加强自主创新

保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应对金融危机  

创造良好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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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主业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

2009 年，公司在实业领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9亿元。

共投资建设大中型项目 20 个 , 其中续建项目 15 个，

新开工项目 5 个。这些项目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

性、资源性项目，全部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和国家重点

发展区域，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9 年，公司实力进一步增强。控股装机容量 1764.6

万千瓦，在建规模 966 万千瓦；控股企业煤炭生产能

力 2618 万吨，在建规模 920 万吨；控股港口吞吐能

力 11488 万吨 , 在建规模 5000 万吨；积极参加能源运

输新通道建设，参股投资铁路建设 1000 多公里；控股

钾肥生产能力 128 万吨，参股企业拥有磷铵生产能力

242 万吨。公司还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部件

等高科技领域投资了一批优质企业，受托管理了一批

国家创业风险投资项目。

2009 年，公司投资成立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金融服务业务得到进一步发

展，2009 年末管理金融资产规模达到 653 亿元，对公

司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通过对投资企业资金进行集中管理，

帮助公司投资企业融资，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

资金需求，为投资企业节约成本 3000 余万元。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全年累计完成信托规模超过 400 亿

元，通过创新信托产品为客户提供了优质服务。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全年新增担保额 241 亿元，有

效支持了被担保企业的发展。

2009 年，公司将持有的国投电力有限公司 100% 股

权注入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电力

SH.60088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持有

国投电力股份比例由 44.26% 上升至 70.54%，国投

电力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77 万千瓦，权益装机容量

621 万千瓦，资产总额增至 799.7 亿元。

对公司电力资产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雅砻江流域水能资源丰富，是

国家规划的十三大水电基地之

一，规划建设 21 级电站，形

成 3000 万千瓦的发电能力。

已开发运营的二滩水电站总

装机容量 330 万千瓦，多年平

均发电量 170 亿千瓦时，是川

渝电网中最大的电源点。在建

的锦屏一级水电站（装机容量

360 万千瓦）与锦屏二级水电

站（装机容量 480 万千瓦）的

首台机组将分别于2013年底、

2014年4月投产发电。两河口、

官地、桐子林、卡拉、杨房沟

等水电站正在进行前期工作。

锦屏一级水电站大坝工程2009

年 10 月 23 日开始大坝混凝土

浇筑，年底各坝段混凝土最低

浇筑至 EL.1587.5m 高程，最

高浇筑至 EL.1593.5m 高程，

大坝混凝土浇筑 6.0 万方；左

岸基础处理工程所有洞室开挖

衬砌全部完成，斜井混凝土回

填基本完成；地下厂房第 VII

层 EL.1634m 以上顶拱和边墙

加固处理于10月底基本完成，

年底主厂房第Ⅸ层开挖完成。

图为锦屏一级大坝混凝土浇筑

现场。(注：EL.为海拔高度）

21

雅砻江流域梯级开发规划

图为国投信托与国信证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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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新集刘庄煤矿以“建设和设计理念新，打造

数字化、生态化、人文化和本质安全型矿井”等

突出特色，被评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百项重

大经典建设工程”。图为中国第一个数字化煤

矿——刘庄煤矿。

开展资产经营 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公司积极发挥国有资产经营平台作用，参与中央企业重组，促进国有经济布

局结构调整。

2009 年 3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成套设备进

出口（集团）总公司并入国投。至此，共有 4 家中央企业并入国投。公司顺

利完成对中国包装总公司的托管任务，继续托管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公司积极推进划转企业战略、业务和文化的融合，支持划转企业健康发展。

对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推进股份制改造，促进其向集约化、高

端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对中国纺织物资集团总公司进行增资改制，更名为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明确其国际贸易战略定位，资本实力和经营能

力显著增强。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和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并入公司后，明

确其战略定位，将其分别确定为公司技术服务和技术创新、开展国际合作的

重要平台。

公司托管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后，积极审慎地化解债务危机，推进其上市

公司的资产重组，保护投资者利益。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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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山西

辽宁

河南

河北

山东
宁夏

海南

云南

贵州

广西

福建

四川

甘肃青海

安徽

江苏

新疆地区

环渤海地区

海峡西岸地区

泛北部湾地区

实施区域战略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在新疆地区，公司投资建设罗布泊钾肥基地、哈罗

铁路、哈密煤炭基地、国投宝地煤矿和焦化厂、伊

犁皮里青煤矿和坑口电厂。

在环渤海地区，公司投资建设天津北疆电厂、曹妃

甸港、京塘港和张唐铁路，增资渤海银行。

在泛北部湾地区，公司投资建设北海电厂、钦州电厂、

洋浦港、钦州煤炭上水码头、孚宝油码头及石油储备

项目。

在海峡西岸地区，公司投资建设厦门嵩屿电厂、石

门澳产业园区、湄洲湾煤炭上水码头。

在投资企业比较集中的新疆、海南和山西设立了公

司代表处，促进区域内公司投资项目的协调发展。

国投曹妃甸港煤炭码头是我国

“西煤东运”、“北煤南运”

的主要码头。目前，一期 5000

万吨煤炭下水码头已投产运

营，二期 5000 万吨煤炭下水

码头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建

成投产后，公司在环渤海地区

将形成 1.3 亿吨（含京唐港

3000 万吨）的煤炭装船能力。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在世界上最大的干盐湖之一——罗

布泊盐湖以开发天然卤水资源制取硫酸钾。国投罗钾公司克服了自然

环境恶劣、项目开发技术难度大、建设条件差等不利影响，仅用 4 年

时间，在罗布泊腹地先后完成了探索性试验、小试、中试，建成工业

性试验厂，形成年产128万吨生产能力的世界最大的硫酸钾生产基地，

创造了世界盐湖开发史上的奇迹。国投罗钾通过自主创新研究出了国

内外独一无二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罗布泊硫酸镁亚型卤水

制取硫酸钾”工艺技术，该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肥基地年产 300 万吨钾肥项目一期工程年产 120 万

吨钾肥项目已于 2008 年 11 月 11 日投料试车成功，二期 170 万吨钾肥

工程在 2009 年通过了专家评估。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的建设是实施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势资源转

换战略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改善我国钾肥长期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

对保障我国农业生产安全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积极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在国家规划的重点地

区陆续规划和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促进地区经

济发展。

煤矿 火电

水电

风电

光伏

港口

钾肥 公司主要投资项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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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公司投资建设 10 兆瓦敦煌光伏发电项目，年底已有 1 兆瓦建成发电 , 这是国内首批

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示范项目之一。

投资开发新能源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2009 年，公司调整发展战略，着力投资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在甘

肃白银、酒泉、河北张家口等地投资建设了一批风电项目；在甘肃敦煌、

青海格尔木、宁夏石嘴山等地投资建设了一批光伏发电项目；参股投资葫

芦岛核电项目；控股投资广东中能燃料乙醇项目。

公司积极推广节能环保技术，大力推进低温余热发电和电机节能技术产业

化应用。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已建成投产余热发电项目 9个 ;国投贸易中

纺锐力机电有限公司的开关磁阻电机技术继成功应用于武汉公交系统运营

和新能源汽车奥运示范项目后，开始向国家“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批量供货。

国投酒泉第一风电有限公司参与甘肃省酒泉市“陆上三峡”风电基地建设，其开发的瓜州北大

桥东风电场 2×49.5MW 工程于 2009 年 3 月 16 日正式开工建设。2009 年 12 月，国投酒泉第

一风电有限公司被授予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突出贡献奖”。

拓展境外业务 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公司积极拓展对外业务，在亚、非、拉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承揽成套设备出口和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

承包等 160 多个项目，开展对外贸易，支持国家“走

出去”战略，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

2009 年，公司在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承建近 30

个项目，包括莫桑比克总检察院办公楼项目、智利小

水电成套设备项目、牙买加会展中心项目、塞内加尔

国家剧院项目等。公司负责设计的中非综合医院、负

责施工监理的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多个项

目顺利奠基，并中标毛里求斯城市系统和无线电通信

指挥系统、肯尼亚莫伊体育中心维修等多个境外项目。

2009 年 10 月 30 日，由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设计的中非综合医院项目

奠基仪式隆重举行。中非总统博齐泽亲自为该项目培土奠基。该项目

的建设将填补中非西南数省无大型医疗机构的空白。图为中非综合医

院设计方案鸟瞰图。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09 CSR REPORT 27

2009年 2月，公司与塞内加尔共和国签订了10000吨花生油贸易合同，

这是中塞复交以来塞内加尔对中国最大的出口项目，对塞内加尔的农

业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图为王会生总经理在双方签署协议后向塞

内加尔瓦德总统赠送中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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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企业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国际化业务稳步

发展。投资建设的印度工厂进展顺利，俄罗斯工厂完

成注册，成功收购澳大利亚 NYLEX 的燃油箱系统业务

单元。

公司先后取得多哥阿尼耶、马达加斯加木伦达瓦、昂

比卢贝和那马吉亚、贝宁萨维和塞拉利昂马格巴斯等

六家糖联项目的租赁经营权，糖联项目于 2009 年在香

港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公司先后承办 14 期援外培训项目，组织非洲国家的专

业技术人员来华参加甘蔗制糖技术与工艺培训，为相

关国家培训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加强自主创新 保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公司根据投资控股公司的特点，按照“攻坚克难、重

点突破、自主创新、支撑发展”的原则，积极开展自

主创新，组织重大技术攻关，破解技术难题，保证国

家重点工程建设。

技术创新

公司围绕产业化构建科技投入机制，将科技创新落实

到投资项目中，通过技术攻关，破解了制约投资项目

建设的技术难题，大大降低了技术风险，保证了关系

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公司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之路，增强技术创新

能力。拥有省部级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4 家，2009 年

度承担国家级课题 36项，拥有有效专利 87件，其中：

发明专利 22 件。2009 年，公司获得 4 项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项目，推动了相关行业重大技术突破。

2009 年公司获得的主要科技奖

奖项名称 获奖单位 项目名称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高坝工程泄洪消能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两淮矿区复杂地层条件下深大井筒特殊法凿井关
键技术与应用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凝胶纺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及其连续无纬布的制
备技术、产业化及应用开发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北京中纺锐力机电有限公司 混合动力城市客车节能减排关键技术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
任公司

罗布泊硫酸镁亚型盐湖卤水年产 2 万吨硫酸钾工
业性试验

第十一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用于超高分子量聚合物纺丝用溶剂油及其
制造方法》发明专利

管理创新

公司根据投资控股公司的经营特点，不断探索和创新

投资控股公司管理模式，形成了《大型国有投资控股

公司的资本经营》、《以流程控制为主的投资决策体

系的构建与实施》、《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员工职业生

涯管理》等一批创新成果。公司及公司控股投资企业

连续七年获得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其中一等

奖五项，二等奖三项。

2009 年，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型煤炭企业

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建设》和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

《火电企业基于“五要素”协调互动的企业管理体系

建设》的创新成果，均获得第十六届国家级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2009 年 10 月，扬州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印度钦奈合资建立的 YAPP-ZOOM汽车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钦奈工厂建设工程竣工，转入设备调试和

试运行。图为亚普公司派出的管理人员与亚普印度公司的雇员在讨论产品质量管理问题。

2009 年 11 月，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所属中成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总承包的孟加拉日产 800 公吨磷酸二铵化肥厂项目

荣获中国建筑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

质工程）。该项目是利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为孟加拉建设的最大成套

设备出口项目。图为项目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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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危机 创造良好经济效益

公司发挥投资控股公司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的优

势，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

持了各项经济指标的同步增长，获得了良好经济效益。

93 24
梳理发展思路，细化公司战略，调整发展节奏。

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结构，加强资金集中管理，确保充足的现金流。

加大非主业项目退出力度，全年退出项目 93 个，回收资金 24 亿元，确保重点项目资金需求。

抓住机遇，完善“煤—电—港—运”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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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T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安全环保责任

公司坚持绿色投资理念，高度重视环

境保护，走低碳经济之路，大力开发

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开

展节能减排，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努

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公司加大工作

力度，确保安全生产，保障生产稳定

和人身财产安全。

保护生态环境

开发可再生能源

发展循环经济

研发与推广节能环保新技术

加强节能减排

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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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

公司在投资项目建设中，高度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结合投资项目特点

和实际开发进度，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境保护工作和污染治理

工作。

公司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同步设计、建设

和运营废水处理、大气污染物防治、噪声防治、水土保持等污染物防治

和生态保护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公司高度重视污染治理工作。2009 年，公司污染治理项目投资达到 4.05

亿元，完成污染治理项目 26 项，新开工污染治理项目 28 项。

公司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开展绿色办公。2009 年，公司办公自

动化（OA）系统总计运转的文档超过 40000 篇，节省纸张流转约为 160

万页，相当于减少木材消耗 300 立方米以上。

2009 年，公司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召开 25 次集团视频会议，节省差旅航

空飞行里程近 300 万公里，减少碳排放 442 吨。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雅砻江流域已建、在建及筹建

项目整个项目区的陆生生态恢复进行总体规划，移栽工程区

保护物种，种植当地适生植物，及时做好绿化与植被恢复工作，

在二滩水库周围共营造示范林 3600 亩。

为保护鱼类资源与种群多样性，二滩公司对规划建设的水电

站鱼类保护措施进行总体设计，在锦屏一级水电站开展分层

取水研究与设计，采用叠梁门方式进行分层取水，以便春季

鱼类产卵季节能够取到水库上层暖水，以利于鱼类繁殖生存。

二滩公司投资 1.5 亿元在锦屏建设鱼类增殖站，保护雅砻江

中下游鱼类。并陆续向二滩库区投放各种规格鱼种420万尾，

使库区鱼类资源得到良好的恢复。图为二滩公司在二滩水电

站库区进行鱼类放流。

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投资 1.45 亿元建设 3000 万

吨煤炭泊位工程防风网，总长 3572 米。并结合生态防护林、

干式湿式除尘系统等环保措施的综合应用，全年可减少煤尘

1400 多吨，降尘率达 85.2%，抑尘率达 97.5%。

在山西省环保厅对企业环境行为评审中，国投大同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被评为“环境行为绿色等级”。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二滩水电站库周营造

示范林 3600 亩，有效改善了库区生态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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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

公司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积极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加大投资、

技术革新和强化内部管理等措施，促进投资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

公司循环经济建设项目取得成效。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天津国投津能发

电有限公司北疆电厂２×1000MW 机组 2009 年建成投产，20 万吨海水淡化项目已建

成 10 万吨。

公司十分珍惜煤炭资源，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回采率。2009 年公司煤矿采区回采率达

到 81.80%。

公司积极开展煤矸石综合利用。共有 57 万千瓦的煤矸石发电机组投产发电，利用煤

矸石制砖 1.3 亿块，另有二期 1.3 亿块煤矸石制砖生产线正在建设中。煤矸石及煤

泥综合利用率达到 62.49%。另有 27 万千瓦的煤矸石电厂正在建设中。

公司较大规模利用煤层气发电项目正在各煤矿逐步展开，瓦斯综合利用率达

到 40%。

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对矿井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并用于井下消防、降尘、电厂

生产用水和选煤厂补充用水，矿井水综合利用率达到 70.73%。

公司对工业废水进行回收处理，已有火电厂和钾肥共 8个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废水“零

排放”。

36

开发可再生能源

公司大力推进节能环保新能源战略，加快发展水电、风电、光伏发电、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截止 2009 年底，公司投产控股电力装机容量

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占到 30.58％。一批

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正在动工兴建。

2009 年公司 CDM 项目开发取得突破。国投

白银风电有限公司捡财塘45兆瓦风电项目，

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在联合国 CDM 执行理

事会（EB）注册成功。白银风电项目每年可

减排二氧化碳量 99290 吨。

公司投产电力装机分布图

火电 1225 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 539.6 万千瓦

电力装机分布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ITY 
INSTALLED CAPACITY

图为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电厂烟气脱硫装置-曝气池和脱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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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天津北疆发电厂循环经济项目采用“发电—海水

淡化—浓海水制盐—土地节约整理—废物资源化再利

用”循环经济项目模式。这是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

项目。

发电工程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参数、大容量、

高效率、低污染”的百万千瓦等级超超临界发电机组。

本项目发电机组冷却所用淡水完全由配套海水淡化装

置供给，实现了淡水资源的零输入、零开采。

海水淡化工程采用国际先进的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

术，利用发电余热和部分低品位抽汽，主要输出产品

为淡化水，副产品为浓缩海水。该工程与发电工程配

套投产后，每年可生产淡化水 6570 万吨，除 10% 自

用外，其余 90%淡水将向社会供应。

通过海水淡化排出的浓盐水浓度提高了一倍，可以大

幅度提高制盐效率，节省大面积的盐田用地。制盐母

液进入盐化工生产流程，生产溴素、氯化钾、氯化镁、

硫酸镁等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至此，海水被“吃干

榨净”，实现零排放。同时可节约 22 平方公里的盐

田用地，可形成 34500 亩可建设用地。

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项目，是本项目绿色环保的集中

体现。利用发电工程产生的灰渣和脱硫石膏每年将为

社会提供 150 万立方米的建筑材料。

北疆发电厂项目的循环经济模式，可实现废弃物的全

部资源化再利用，固废、废水零排放和大气污染物的

低排放。

国投天津北疆发电厂循环经济示范项目

国投天津北疆发电厂
循环经济示范项目示意图

废水/废渣/废热
零排放

工业化制盐盐化工

太阳能

海水海水淡化

土地整理综合开发
浓海水

摊晒浓缩

精制盐 二氧化碳减排微藻养殖盐化工产品建设用地

吹填整理

煤 炭

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

淡化水电能 采暖集中供热石膏、粉煤灰建筑材料

烟气及废热

近饱和卤水苦卤节约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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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节能减排

公司根据国家“十一五”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将年度

节能减排考核指标分解到各子公司和投资企业，落实

考核机制。公司建立节能减排统计监测报表制度，启

动节能减排信息系统报送平台建设，举办节能减排管

理专题培训、业务协同座谈会、节能宣传周活动，进

一步完善公司节能减排管理体系，提高节能减排管理

水平。

公司积极推广低氮燃烧工艺，降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排放量。2009 年公司安装脱硫设施的燃煤机组达到

1147 万千瓦，实现火电燃煤机组脱硫装备率 100％，

二氧化硫排放下降到 1 克 / 千瓦时，排放量比上年减

少 57.46%。

公司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关停燃煤小机组，降低资

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2009 年共关停小火电机组

27.5 万千瓦。

公司大力开展技术改造，优化发电机组运行方式，提

高机组能源利用效率。2009 年，公司投入资金 5100

多万元，实施机组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燃烧优化、

冷却塔改造、电除尘节能优化、热力系统节能技术改

造等项目。采用变频技术改造重大辅机电机 12 台，改

造后发电企业厂用电率下降 0.3—0.5%。

2009 年公司火电机组供电煤耗 330.56 克标煤 / 千瓦

时，比上年下降 2.31 克标煤 /千瓦时，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 11.44 克标煤／千瓦时，处于行业较好水平。

研发与推广节能环保新技术

公司研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环保技术，成功实现了多项节能环

保技术产业化应用。公司通过风险投资、贷款担保等多种金融服务方式，有

力扶植了一批拥有先进节能环保技术的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

公司拥有烟气余热综合利用装置、多重供热余热锅炉、纯余热回收发电用冷

凝式汽轮机等 5 项专利，自主研发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低温余热发电技术

广泛应用于钢铁、冶金、建材、有色、石化等行业，已承接工业低温余热发

电项目 14 个。

公司拥有开关磁阻调速电机技术专利 24 项，多个系列产品批量用于机床、

煤炭、石油、电动汽车等行业，并远销欧、美、亚各大洲，有力推动了节能

电机技术推广和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北京世纪源

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自主技

术设计建设的“广州珠江钢铁有

限公司电炉烟气能源综合利用项

目”是世界第一座电炉烟气能源

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

10MW，每年可发电 5760 万度，

节约标煤 1.9 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约 5万吨。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通过实

施世界银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EMCo）贷款担保计划，为 148

个中小节能服务企业提供 51655

万元贷款担保，有力地支持并促

进了我国节能服务行业走上一条

健康、创新和快速发展之路。

国投集团在京举办节能减排管理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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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9 年公司火电机组供电煤耗

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 4×300MW 火电机组烟气脱硫特许经营项目顺

利通过竣工环保验收，该项目是国家首批试点的十二个火电厂烟气脱

硫特许经营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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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顺

利通过 NOSA 安健环五星级认证，成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个 NOSA 五星级企业。

确保安全生产

公司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员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抓紧抓实，

不断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确保安全生产，保证员工生命安全和企

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转。

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2009 年，公司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组织保障体系、专

业化管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考核体系。公司总部成立了安全生

产管理专门机构——安全生产管理部，子公司和投资企业加强了安全监

管队伍建设；建立安全生产专家信息库，按照安全生产专业化监管要求，

以顾问式委托管理方式，解决公司电力和煤炭板块相互跨行业经营的

安全管理问题；全面开展应急预案编制、修订、评审、备案和培训工作，

增强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修订《安全生产业绩考核办法》，

实行分类考核，层层分解安全生产目标、任务和责任，落实到部门、岗位。

落实安全生产重点措施

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公司围绕“关爱生命、安全发展”的主题，积极

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三项建设”，全面开展安全宣传、教

育培训、竞赛比武等活动，开展以安全责任制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的

实施及重大危险源、重大事故隐患管理等为重点的隐患排查治理行动，

以反“三违”为重点强化安全监督检查，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

和安全法制观念，促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推进“安全和谐型”班组建设。公司聘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和培训，组

织班组建设经验交流，全面开展“安全和谐型”班组创建活动。

推广应用国际职业安全协会（NOSA）体系。按照公司国际职业安全协

会（NOSA）体系建设规划，用三年时间在公司电力和港口企业全面推

广应用国际职业安全协会（NOSA）体系。目前，共有 15 家企业的 18

个项目实施了 NOSA体系建设，其中 7个项目通过了星级评审。

加强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在建设项目中，公司大力

推进安全标准化工作。2009 年公司 14 处生产矿井中有

11处达到一级标准化矿井。

加强煤矿瓦斯治理工作。公司组织召开煤矿瓦斯防治

工作座谈会，总结和部署煤矿瓦斯治理和利用工作，

推进瓦斯治理。2009 年，公司煤矿瓦斯抽采量达 1.3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7%；瓦斯利用量达 5197 万立方

米，同比增长 39%。

加强安全基础建设。2009 年，公司在安全生产上的投

入超过 5 亿元，用于煤矿通风系统改造、水电项目建

设时期预防岩爆等重大安全施工难题的专业技术咨询、

专项研究分析和施工安全研究、更新安全生产设施等，

确保安全生产需要。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专业机构对主要工艺环节进行

排查，消除隐患。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总队巴州消防局对其消

防设施进行检查。

开展生产领域危险物品和重要设施安全管理工作。公

司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对投资企业危险

物品和重要设施及其安全管理、应急管理状况进行调

查摸底和隐患排查治理。

安全生产绩效

2009 年，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持了稳定的态势。

杜绝了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煤矿、危险化学品、

建筑施工、水上交通等重点生产企业安全状况稳定，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0.12，一般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

年度考核指标 20%以内，94％的成员企业实现了安全

生产。

公司境外生产、施工和贸易项目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和

有影响的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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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ESOURSE 
DEVELOPMENT
员工成长责任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将员工视为企业

的黄金资本。公司平等对待员工，维

护员工合法权益，加强企业民主管理；

努力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生产工作环境，

确保员工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为员

工提供发展机会，促进员工职业发展；

着力培育以“三为”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员工共享企业

改革发展成果。

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保护员工职业健康

促进员工职业发展

丰富员工文化生活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09 CSR REPORT46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09 CSR REPORT 47

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规范劳动用工

公司提倡人人平等的企业文化，在员工招聘与管理中，

实行非歧视用工政策，公平和公正地对待不同国籍、

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员工，实

行同工同酬。

规范劳动合同管理

公司全面贯彻《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与员

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劳动合同签订

率达 99.88%。

建立科学的薪酬激励机制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的薪酬分配政策，为员工提供符合

国情与公司实际的薪酬福利，以岗定薪，按劳分配，

基本建立了符合各类岗位人员工作特点、突出岗位价

值和工作业绩的薪酬制度，对各类人才特别是高层次

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及关键技能人才实行有较强激励

作用的薪酬制度。

公司 2009 年员工性别构成

男员工 60174 人

女员工 11869 人

员工总人数 72043 人

83
.5

3%

16.47%

员工性别构成

公司 2009 年员工年龄构成

35 岁以下 34798 人

41-45 岁 10740 人

46-50 岁 6029 人

51-54 岁 2567 人

55 以上岁 1272 人

合计 72043 人

36-40 岁 16628 人

48
.3

0%

23.08%

14
.9

1%

1.77%3.56%

8.37%

员工年龄构成

推行企业民主管理

公司本部和各投资企业均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工作

紧紧围绕改革发展这个中心，把工会工作与现代企业

制度、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不断加大民主管理工作

力度，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公司做出重大决策和制定有关规章制度时，通过职代

会、联席会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和建议；

定期召开离退休员工情况通报会和全体员工大会，通

报公司经营发展情况；通过设置意见箱和召开不同类

型的员工座谈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确保职

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2009 年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工会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会授予“百佳

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

保护员工职业健康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职业健康工作，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职业安全健康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普及职业

安全健康知识，增强广大员工职业危害防治和自我健

康保护意识。公司建设企业职业健康监管体系，落实

《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执行职业

危害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原则；组织开展“粉

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工作；落实消除、预防

和控制危害的各项措施，加强作业场所粉尘监测和个

体防护，全面维护员工健康。

公司为全体员工办理工伤社会保险、组织健康体检、

开展健康知识讲座，有效防控甲流疫情，改善员工职

业健康状况。

2009年，公司未出现职业病病例、急性中毒等恶性事件。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开展员工职业健康培训。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员工建立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

等社会保险，并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意外保险等，逐步提高员工重大疾病补助水平。积极

推进企业年金工作，维护员工的切身利益。切实提高

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水平。

依法实行休假制度

为员工提供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严格执行国家

规定的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

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公司各投资企业按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及

时与农民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依法规范用工行为。

在薪酬福利上坚持“同工同酬”原则，及时发放农民

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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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公司在京举行金融风险管理培训班，图

为德国裕宝联合银行专家在讲授流动性风险管理和信

贷风险管理。

促进员工职业发展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成长，积极创造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和机制，不断拓宽员工发展途径。

设置职业发展双通道：公司为总部和子公司员工岗位

晋升设置了职业发展双通道，双通道包括管理岗位和

专业岗位序列，两条通道的不同岗位间有一定的层级

对应关系。在设计双通道时，公司对不同岗位确定了

不同的任职条件，以适应不同人才的追求与成长。

2009 年公司通过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完善了岗位

聘任条件和绩效考核办法、建立了员工能力素质模型，

使员工职业发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促进员工成长：公司积极选派干部到投资企业、西部

地区和革命老区挂职锻炼 ; 大力推进干部交流轮岗，

同时从公司投资企业选调优秀人员到公司总部、子公

司工作，促进公司员工成长。

开展全员培训：公司建立了符合企业发展和员工成长

需要的培训体系，采取在职辅导、中短期脱产专题培训、

知识讲座、研究式培训、在职学历学位教育、网络教

育平台等多种方式，分层次进行业务发展与综合素质

培训。2009 年，公司共组织各类培训 16000 人次。

公司 2009 年专业技术人才构成

公司 2009 年中高级管理人员构成

研究生 1082 人
高级 1716 人

大专 4068 人
初级 5592 人

中专 2242 人
其他 2326 人

合计 13573 人
高中以下 713 人

中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总
数

单位（人）

合计 13573 人

本科 5468 人
中级 3939 人

专业等级 学历情况

29
.0

2%

40
.2

9%

16
.5

2%

5.25% 7.97%

29.97%

41.20%

17.14%
12.64%

丰富员工文化生活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培育以“为出资人、为社会、为员工”宗旨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并通过各级工会、共青团、

妇委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具有国投文化特点的各类活动，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凝聚员工、激励员工，营造团结和谐、

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

在“国投杯”中央企业企业文化活动电视专题片大赛活动中，公司参

赛作品《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形象宣传片》荣获金奖，公司投资企业 4

部作品荣获“好作品奖”。

公司连续五年组织开展“激励国投”——十大要事评选，该项评选已

成为公司品牌文化活动。

公司开展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活动，图为歌咏大会。

在国务院国资委举办的“节能杯”乒乓球比赛中，二滩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陈云华获企业管理干部组冠军。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举办第七届员工节。

公司在南煤集团举办“南煤杯”篮球邀请赛，17家投资企业代表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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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CITIZENSHIP
企业公民责任

公司坚持依法规范经营，诚实守信，

合作共赢，增加劳动就业，坚决反对

腐败，开展扶贫援疆和公益捐赠，积

极参与社区建设，履行企业公民责任，

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依法规范经营

加强反腐倡廉

创造就业岗位

开展公益活动

参与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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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规范经营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履行承诺约定；严格法

律审核把关，依法规范经营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积极应对和处置各类法律纠纷；加强规章制度建设，

提高依法治企水平。

公司着力建立健全企业法律工作体系，在重要子公司

和控股投资企业进行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加强对

投资企业的法律工作指导，防范法律风险。继续推进

“五五”普法，增强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

加强反腐倡廉

公司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为基础，以贯彻廉洁从业若

干规定为抓手，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重点，

将反腐倡廉工作与企业风险管控机制建设相结合，廉

洁从业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断深化。

公司完善“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深化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全面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

从业若干规定》，实现了权限界定清晰、流程设计科学、

部门相互协调、过程监控透明的内部决策、管理、监

督体系的有效运作，落实了党组织和经营班子领导“一

岗双责”责任，细化了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廉洁从业

要求，促进了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廉洁从业。

公司开展以风险控制为主要目标的内部管理审计，加

强风险环节控制，促进了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优化了

运作机制，提升了管理水平。

公司积极配合中央巡视组和监事会开展监督工作，建

立了实时动态监督机制，在接受对企业重大决策和重

要经营管理活动监督的同时，提高监督结果运用的实

效性，保证重大事项的当期监督和过程监督工作的不

断深化。

公司开展廉洁文化活动。运用主题活动、专题培训和

专题展览，开辟教育专栏和宣传展板，开办《国投集

团纪检监察工作》刊物等方式，将企业廉洁文化建设

工作与企业管理活动结合起来。

2009 年公司未发生重大违规违法案件。

2009 年 7 月，公司举办了监察审计培训班，120 位子公司、投资

企业分管领导和员工参加了培训。

创造就业岗位

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2009 年公司新增就业 16634 人。在新增员工中，录用

大中专毕业生 2661 人，接收军转干部 48 人，社会公

开招聘 4397 人，外部调入 3862 人，新建企业及整建

制划入 5666 人。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

公司、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分别在海外承揽建设

工程项目、在海外办厂，创造了海外就业机会。其中，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2009 年在海外

承建的 26 个项目就吸引派出劳务人员 3233 人。并通

过在贝宁、多哥、马达加斯加等国租赁经营六家糖联

项目，为项目所在国创造直接就业机会近 13000 个。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煤矿井下作业。

国投财务公司员工正在处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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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工作

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捐款 1000 万元，用

于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安置。

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捐款 200 万元，支援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做好援疆中央企业干部管理工作。

公司去年基本完成了第三批对口援助新疆乌什县的建

设项目。捐款 1000 万元援建乌什县国庆中学综合楼，

捐款 100 万元援建乌什县第一幼儿园。国庆中学建成

后，使全县 70% 的农村初中生，共计 5000 多人集中

到县城接受基础教育，帮助乌什县顺利通过国家“双基”

达标验收。

2009 年 5 月，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公司向巴州若羌县

捐款 400 万元，用于该县学校教学楼建设。

公司捐款建设的饮水工程帮助罗甸县干洞村 433 户村民解决了吃

水难问题。

公司援建的乌什县第一幼儿园投入使用。

开展公益活动

2009 年，公司忠实履行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捐款捐

物合计 3891 万元，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公司

的定点扶贫、对口援疆任务，积极支持各项社会公益

事业。

定点扶贫

2009 年，公司捐款 300 万元，援助贵州罗甸县干洞

村和平塘县者密镇甲青片区建设饮水工程，为 953 户

3745 人解决了安全饮水问题，增加了农田灌溉面积，

村民生活、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公司继续给予贵州信邦制药有限公司 300 万元贴息贷

款，用于该公司降压新药生产线建设。信邦公司 2009

年对罗甸县财政的贡献已接近 5000 万元，成为县财政

的重要支柱企业。

春节前，公司捐款 10 万元，给罗甸县和平塘县 500 户

困难家庭送上新春慰问。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扶农、富农、助农、惠农和推动农业发展为使命，致力于实现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走出

了一条“投资扶贫、开发扶贫”的惠农富民之路。2009 年通过收购水果，为西部贫困地区果农增加收入 3.8 亿元。其“以

小果汁走出惠农富民路”入选 2009 年度“中央企业优秀社会责任实践”。图为果汁生产车间一角。

公司向新疆乌什县第三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捐赠

1000 万元。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所属 6 家糖联

项目为当地小学生捐赠教学用具和文具。

公益捐赠

2009 年春季，公司组织总部和子公司员工进行社会

公益捐款，募集资金 252250 元。

公司 2009 年捐资 51.2 万元，继续资助 256 名在校的

各民族贫困大学生。

公司积极参加中央有关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组织的“送

温暖、献爱心”活动，总部和子公司员工向甘肃陇南

灾区捐赠棉被 300 床，棉大衣 100 件，捐款 5万元。

公司员工捐款 12000 元，资助公司驻地北京新街口街

道 10 名家境困难的高中学生。公司上年资助的 8 名

高中生中，有 5名在 2009 年夏季被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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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区建设

公司及公司投资企业主动融入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努力为当地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治安和生活条件

的改善贡献力量，致力于企业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公司及公司投资企业十分尊重企业所在地各级政府部

门和当地居民，与他们建立起稳定有效的沟通协调机

制。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与社区

建设，共同营造稳定和谐的社区环境。公司与投资企

业与所在社区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关系。

OUTLOOK 2010 
展望 2010

国投晋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热电工程项目，

是“晋城市蓝天工程”的重点项目，为晋城市区集中

供热，提高了供热效率，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创建环境友好和谐型企业的发展理

念，实施区域绿化工程，对企业生产现场和住宅小区进行绿化规划和

建设，建成市级园林化单位，同时获得甘肃省“绿色社区”称号。图

为靖远二电绿化社区。

国投大同能源有限公司实行后勤外包，为当地村民 200 多人创造了劳

动就业机会。还定期到当地小学赠送学习用品，并为当地小学建立计

算机机房。图为小学生在认真上课。

热电工程项目

2009 年，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所属贝宁萨维糖联利用

糖联水库的水资源，免费为萨维市广大居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解决

了当地居民的用水问题，受到贝宁总统的高度赞赏。 

公司及公司投资企业重视社区投入，努力做好绿化社

区环境、维护社区治安、帮助解决社区劳动力就业困难、

帮扶困难家庭学龄儿童入学等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

实事，尽力为和谐社区建设多作贡献。

2010 年，是中国经济环境最为复杂的一年，也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的关键之年。公司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忧患意识、风险

意识和责任意识，做好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准备，巩固成果，狠抓落实；加强管理，

降本增效；改革创新，适应环境；改进作风，创建一流；履行责任，共建和谐。

在巩固夯实实业、金融服务业和国有资产经营“三足鼎立”业务框架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和“走出去”业务,完善“煤—电—港—运”产业链,

搭建金融控股平台，发展和丰富投资控股公司的功能和手段，增强公司竞争力。

推进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提升科学决策和经营管理水平；全面实施公司管理咨

询改革方案，进一步提高“集团化、专业化、差异化”管理水平；推进信息化建

设，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推进公司人才战略规划目标的实现，促进人力资源管

理能力的提升。

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手段,加强班组安全生产建设，

加强高风险企业安全管理，落实防范重大事故的各项工作。初步构建职业安全健

康管理体系，保障员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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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PARTY EVALUATION 
第三方评价

THE THIRD PARTY EVALUATION 
第三方评价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简称国投）《2009 年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简称《报告》），是国投发布的第二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与 2008 年的报告相比，国投在企业

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和改进，《报告》

内容更加充实。《报告》在系统地阐述国投公司价值

观、公司战略、公司治理的同时，通过对利益相关方

的分析，系统地反映了国投在经济发展、安全环保、

员工成长和企业公民四个方面履行责任过程中所实行

的管理方法、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取得的绩效。《报告》

结构完整，重点突出，内容全面，信息丰富，可读性强，

全面体现了中央投资企业所履行的经济、法律、政治、

道德和慈善责任，向读者展示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

发展活力和持续稳定发展的优秀企业形象。

2009 年度报告具有以下方面特点：

1、经济发展责任工作进一步深入推进。国投重视经济

发展责任，在加大主业投资、开展资产经营、实施区

域发展战略、开发新能源、拓展境外业务、应对金融

危机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较好地实现了促进经济增

长、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保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目标。在不断创造价值的同时，

积极承担自身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形象和影响力。

2、更加关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投按照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绿色投资理念，积极发挥投资

导向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积极实施节能环保

新能源战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大力研发与推广节

能环保新技术，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工作，推进企业可

持续发展。

3、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力度。国投按照“攻坚克难、

重点突破、自主创新、支撑发展”的原则，积极推动

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国投围绕产业化构建科

技投入机制，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之路，组织

重大技术攻关，破解技术难题，不断探索和创新投资

控股公司管理模式，提高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管理效

率，不断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文化。

4、重视员工发展和公益事业。国投坚持“以人为本”，

在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员工职业健康、促进员工

职业发展、丰富员工文化生活方面继续开展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同时，积极推进企业依法规范经营和

反腐倡廉工作，持续开展扶贫援疆、捐资助学活动，

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特别是在受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下，仍然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为经济

发展与社会和谐贡献企业的力量。

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和《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1、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经营理念进一步进行系统研

究和梳理，推进企业责任管理的体系化和系统化。

2、探索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管理运营每个具体环节的

融合，通过履行责任增强企业竞争力。

3、在不断扩大市场的同时，向更多的合作伙伴传递责

任理念，分享责任管理经验，带动更多的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发挥国投在中国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领

先和示范作用。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简称国投）《2009 年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简称《报告》），展示了国投社会责任活

动和情况，体现了国投作为国有骨干企业在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方面的追求。

一、《报告》的内容

1．《报告》反映出国投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报告》

给读者留下的较深的印象是，国投不仅有一个明确的

负责任的运营理念，而且有与这个理念相匹配的实施

体系。“为出资人、为社会、为员工”、“和谐为本、

创造价值、科学发展”、“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安

全环保、和谐共赢”等，集中体现了公司宗旨、核心

价值和责任理念。而这个宗旨和价值理念，又体现在

国投的具体经营活动中，这从报告归纳的经济发展责

任、安全环保责任、员工成长责任以及企业公民责任

等四个方面得到了展示和体现。

2. 措施具体，成效明显。国投的价值理念，在具体的

运营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在安全环保责任部分，

我们看到保护生态、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

确保安全生产等方面，《报告》通过介绍国投采取的

制度化措施，既说明措施的实施成效是明显的，也让

读者体会到措施实施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二、《报告》的特点

1. 《报告》反映情况比较全面、重点比较突出。这份

《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从经营到主要社会责任的

全面情况，回答了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同

时，作为投资控股公司，其投资开发的一大批重大项

目的安全和环境保护情况，又是人们特别希望了解的。

《报告》对这些部分给予了较详细的介绍，突出了重点，

体现了国投与社会的主动沟通意识。

2. 框架结构规范。《报告》从公司概况和关键绩效表

开始，把国投基本情况和实践的主要方面作了介绍，

结构是合理的，符合一般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也符

合社会对企业报告的要求和期望。

3. 逻辑清楚，完整性较好。社会责任报告既要简洁明

了，又要相对完整，这对编者把握资料取舍的要求很高。

国投《报告》通过介绍社会责任工作和归纳四个方面

的责任，勾画了国投的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比较系

统完整地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逻辑很清

楚。读者能很容易地把握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思路和

脉络。

4. 连续性好。国投今年的《报告》与去年的《报告》

比较，虽然编排方式有所变化，但基本风格保持了一

致。在主要内容方面，仍然注重了简洁、客观。在版

式风格方面突出了素雅大方，特别是将手纹作为封面

装饰图案，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又体现了郑重的承

诺。此外是增加了“关键绩效表”，给出了 2008 年和

2009 年公司发展的关键指标，纵向可比性明显增强。

这些都使得报告在发展中保持了连续性和一致性。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既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一步，

也是对自己提出的新的挑战。希望国投未来在履行社

会责任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副理事长

2010 年 4 月 30 日 2010 年 4 月 30 日

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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