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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
时代有召唤
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让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摘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摘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推动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南网有作为
建设和运营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智能电网，
并依托智能电网持续打造、发展和创新各种开放型
平台。
以运营智能电网为基础，向上游整合新能源、分布
式能源，向下游整合智慧用能、需求侧管理，横向
整合多网融合、多能互补。

绿色环保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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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书时代答卷
2018 年关键议题管理
绿色环保

关键议题
消纳清洁能源

输送绿色电力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

主要行动策略
2002

2009

2010

2011

2016

2017

2018
开展促进清洁能源消纳专项行动，拓展清洁能源消纳市场

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云南至广东特高

在全国率先开展

创新云贵水火置换，

压直流输电示范

节能发电调度

以市场化方式促进

工程投产

提升电网建设中各类资源的利用率
深入推进电能替代工作

清洁能源消纳

主要成效

引领绿色生活

光伏发电实现全额

滇西北至广东

消纳，风电基本实

特高压直流工程

非化石能源电量占比

西电东送电量

现全额消纳

提前建成投产

51.5 %

2175 亿千瓦时

依托南方电网综合

启动综合能源服务商

全网综合线损率

电能替代电量

能源公司为客户提供

转型，推进电能替代

6.31 %

224 亿千瓦时

能源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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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环境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人民认可的一个关键，
要坚决打好打胜这场攻坚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污染防治攻坚战
GRI 标准核心指标

贡献 SDGs
7.2 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
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守护蓝天白云

新时代 新变革

302-3 能源强度

消纳清洁能源

305-5 温室气体减排量

建设西电东送大通道

12.2 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公司积极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在产业链中对上下游的引导作用，推进绿色电网建设，用实际行动贡献
绿色发展。2018 年，公司单位发受电量化石能耗 142.2 克标准煤 / 千瓦时，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0.146 吨标准煤 / 万元，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

和高效利用

带动上下游节能减排折合减少标准煤 4934 万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3124 万吨。

环球同此凉热
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联

中 国 在 过 去 17 年

合国将“气候行动”列为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
《巴黎协定》设定了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 2℃
范围之内的目标。2019 年初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公布的卫星图显示，地球正在各国努力下变得越来

绿色能源输送

绿色能源消费

总增加量贡献了

建设西电东送大通道，搭建

在电网建设和电力输送过程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搭建综合

25 %

电力市场交易平台，增加清

中贯彻绿色理念，让电网建

能源服务平台，助力产业转型

洁能源和新能源在能源结构

设更环保，电力输送更高效。

升级，优化南方五省区能源消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图

中的比重。

费结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电力发展正转型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

我国电力行业正在褪去灰黑的底色，电源结构持续优化，煤

广东近

文明建设。为守护绿水青山，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电装机比重连续下降。从太阳、风、水转化而来的能量，为

来自清洁能源

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深植人心，生态文

电力行业植入绿色基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清洁能源投资连续多年位列全球

系正在逐步构建，能源生产和消费处于变革进行时。* 2018

2018 年广东空气质量优良

第一。 中国森林覆盖率由本世纪初的 16.6% 提高到 22%

年南方电网统调水电发电量 3766 亿千瓦时 。

天数比例

1/2 电能

88.9% *

左右。*
* 数据来源：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2018 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2018 年南方电网区域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7.7 亿千瓦

1.7 亿千瓦

2018 年全国发电量构成

单位：%

公司带动上下游节能减排绩效

2018 年南方电网区域发电量构成

火电：71.34%

火电：49.30%

水电：17.36%

水电：37.04%

核电：4.14%

核电：9.51%

风电及其他：7.16%

风电及其他：4.15%

* 资料来源：•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18 》

建设中的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

单位：%

西电东送电量

全网综合线损率

带动客户侧节能减排

单位：亿千瓦时

单位：%

单位：亿千瓦时

1891 1953

2028

2175

2015 2016 2017 2018 年

6.72

6.38

6.52

13.4
6.31

12.1
9.94

2015 2016 2017 2018 年

10

2015 2016 2017 2018 年

绿色环保

越“绿”，中国正是地球绿化的主力军！

绿色能源消纳

里至少为全球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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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能源

输送绿色电力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贡献 SDGs

高效、绿色输送清洁能源
GRI 标准核心指标

新时代 新变革

7.2 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

308-2 供应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采取的

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行动

贡献 SDGs

推动风、光、生物质等新能源使用

6.3 减少污染，大幅增加全球废
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GRI 标准核心指标

新时代 新变革

303-3 水循环与再利用

全方位降低运营线损

304-3 受保护或经修复的栖息地

提高电网铁塔资源的利用率，开展铁塔共享

12.2 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和高效利用

公司大力支持新能源健康有序发展，助力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2018 年，区域内风电装机容量 1929 万千瓦，光伏装机
容量 1085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251 万千瓦，为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积极贡献。

建设绿色电网
加大支持力度

打造示范基地

公司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绿色电网建设，注重施工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降低电网建设对自然环境和
社区的影响。

打造南方电网供电区域海上风电、光伏、储能、海洋能等

持新产品研发，研究开展生物质等新能源发电业务。全年风、

多类型新能源应用及先进装备技术研究、试验及示范基地。

光、生物质等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20%。2018 年，

2018 年，国家能源局首批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广州

并网接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容量 700 万千瓦。

南沙智能微电网项目投入运营。

绿色施工

打造绿色变电站

全年基建工程设计 100% 达到绿色一级以上，新建项目环

公司在变电站建设中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努力实现变电

评批复率 100%，电网建设生态恢复治理率 100%。

站与周围环境有机融合。

严格把关选址条件，严控环境风

将绿色照明纳入变电站标准设计，并逐步对已有变电站

险， 公 示 环 评 报 告、 水 保 方 案

进行绿色照明改造。

施工前

广州南沙智能微电网项目投产，探索更优的低碳清洁能源供电方式

建成公司首座半地下结构开放式变电站——深圳供电
规范施工管理，着力提

广州供电局高可靠性智能低碳微电网项目以光伏发电为主要能源，一部分电能并入大电网使用，另一部分则为微
电网充电、储能，实现低碳清洁能源供电。微电网的储能设备采用退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进行梯级利用，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减少退役电池可能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升技术，选用绿色建材
施工中

落 实 生 态 补 偿、

局 220 千伏玳田变电站，集约利用土地，取消封闭

生态养护等措施

围墙，进行三维景观绿化，使变电站与周围环境融合。

施工后

2018 年，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
全面投产发电。 为保护电站附近景
区的生态环境，电站优化施工组织
布 置， 减 少 建 设 征 地 约 230 亩，
最大程度减轻施工活动对原地貌的
扰动和原有生态景观的破坏。

国家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广州南沙智能微网项目

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

绿色环保

加快新能源技术研究，确保新能源发电并网运行安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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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消费
开展绿色运营
公司有效降低运营能源损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努力减少运营环节对环境的影响。

向能源产业价值链整合商、能源生态系统服务商转型
GRI 标准核心指标

贡献 SDGs

302-4 减少能源消耗量

7.2 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

降低线损

新时代 新变革
加速整合上下游资源，加强资源配置能力，
在对供给侧与需求侧、技术与市场的整合中

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302-5 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能源需求

实现价值最大化

11.6 减少城市的人均负面环境影

公司完善线损管理流程，细化线损数据管理，提升分析智能化水平，全方位降低线损。2018 年综合线损率 6.31%。

响，包括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
及城市废物管理等

编制综合线损指标同期管理实施方案，完成全网综合线损率同期统计
系统功能开发建设，实现电量数据从计量自动化系统自动获取、线损
率同期统计，全力推进全网应用推广。
通过同期线损统计分析的应用，促进基础档案管理和数据质量的提升，
提升线损精益化管理水平。

推广绿色办公

公司对固体、气体、水等资源进行循环利用，不断提高资

公司加强绿色办公管理，营造绿色办公环境，倡导员工在

源利用率，减少电网运营对环境的影响。

日常工作中为节能减排贡献力量。

固废处理

电子招标

采取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原则处理基建固体废弃物。

推广“无纸化、全线上、零线下”全流程电子化招标。

废气回收

绿色出行

提高主要污染气体的处理能力及水平，100% 回收利

将电动汽车纳入内部车辆采购标准，在工程车和公务

用六氟化硫气体。

车中大力推广电动汽车。

公司发挥品牌、技术、客户资

新体系

新模式

源等优势，紧跟能源技术和客

构建多能互补的能源综合利用新体系。

打造以电为核心的能源消费新模式。

户用能发展趋势，满足多样化

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生物质发电、余

推进电能替代，提升电能占能源终端

用能需求。

热余气利用等能源综合利用项目，构建

消费比例，推进客户侧电气化与效能

以电为中心的集成供能系统。

提升。

新服务

新产品

推进“互联网 +”综合能源新服务。依

挖掘开发综合能源服务新产品。开发

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和互联网

以现代储能、综合能源大数据，碳资

平台，实现能源互联网的实时感知和信

产和金融服务为核心的综合能源服务

息反馈。

新产品。

2018 年需求侧节约电力

69.4 万千瓦

畅通南北，电动汽车京广行
广州供电局和国网电动汽车公司举办“电网
保驾 绿色出行”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互

废水减排

联互通京广行活动，让广大驾驶员亲身感受

回收利用废水，实现部分换流站换流阀外冷却水零消耗。

电动汽车出行的便捷无忧。推广电动汽车是

铁塔共享
与中国铁塔公司携手推动共享铁塔，使电网铁塔资源
实现再利用和综合利用。

拓宽清洁能源消纳渠道的关键一环，也是公
司构建能源消费新模式、推进“互联网 +”
综合能源新服务的重要实践。公司携手国家
电网共同搭建互联互通充电网络，为电动汽
车南北穿越提供了强大的充电保障能力。

“电网保驾 绿色出行”2018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互联互通京广行活动

绿色环保

提高资源利用率

构建综合能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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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综合能源服务
公司努力满足客户多元化能源生产与消费需求，提供多种能源综合服务，降低客户用能成本，提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推动全社会节能减排。2018 年完成电能替代电量 224 亿千瓦时。

广东省首个内河岸电项目在肇庆市正式投产

业

电磁厨房宣传活动

食
创新节能增值服务等新商业模式，投资建设工业领域

“互联网 +”智慧用能综合示范小区

住
在公司系统职工食堂实施电磁厨房改造项目。

能源站，为工业客户提供能源综合服务。

行
依托电缆共享布局现代化智能小区，为用户提供三表集

开发充电智能服务平台、电动汽车充换电运营管理系

抄、智能家居、分布式能源、充电设施等智慧用能服务。

统，投资建成“度度充”“粤易充”“彩云充”“电

高效节能的厨房改造方案。

南省一批港口岸电项目，助力航运业的绿色发展。

动贵州”“羊城充”“小南充”6 个充电服务平台，
促进电力流、信息流、业务流深度融合，精确理解用

已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服务范围覆盖南方五省区。

电需求，为用户提供家庭节能解决方案。
搭建珠三角城际、海南岛环岛充电网络，打通北京至
珠三角高速充电网络，提供绿色出行动力。

倡导绿色消费

2018 年新建充电桩

2018 年新建充电站

9605

374 座

个

公司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工业节能、能源托管、能效管理、节能咨询等业务，为客户提供
节能服务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客户侧节能。

节能服务
投资建设能源站项目，
采用能源托管模式，为
客户提供国内领先的能
源综合供应服务，创造
经济与绿色效益。

2018 年南度度节能服务网撮合节能交易

电能综合利用
2018 年提供免费节能诊断

建设热电联供、综合供冷供
气等项目，提高能源综合利

分布式能源

用水平和产业附加值。

开展多个分布式能源项目，利用太阳能、天
然气等进行发电，减少、替代化石能源消费。

2018 年累计开展节能服务项目

412

53 亿元，形成“网上节能产业集群”

家

834 个
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车棚屋顶光伏

绿色环保

积极推介电磁厨房，为相关行业企业提供安全环保、
开展港口岸电设施节能改造。2018 年建成广东省、海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充电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