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晋电行协字〔2020〕24 号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四届常务理事会一次会议的通知

各常务理事单位：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按照章程规定，拟召开山西省电力行业

协会四届常务理事会一次会议。考虑到目前疫情影响，根据山西

省政府相关要求，现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是审议协会 2020 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和发展会

员议案，征求各常务理事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请各常务理事审议后，将会议回执（见附件）由常务理事签

字并加盖公章，于 20 日前传真或扫描后发电子邮件至协会秘书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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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曹子翔

联系电话：0351-3722290 手 机：15333017000

邮箱：sxsdlhyxh@163.com

地址：太原市南肖墙 5 号

邮编：030001

附件：1.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0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

2.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发展会员的议案

3.会议回执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0 年 7 月 8 日

mailto:sxsdlhyxh@163.com


—3—

附件 1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0 年上半年工作报告

各常务理事：

新一届理事会换届以来，秘书处按照会长的指示要求，严格

防控应对疫情，主动加强协调与沟通，积极筹划年度工作，努力

做好四届理事会开局之年的各项工作。现将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0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如下。请予审议。

一、完成了换届各项后续工作

1.完成审核报备。将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结果及时报

登记管理机关省民政厅批准，同时，完成了向省财政厅、税务部

门的报备、审批工作。

2.印发了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包括章程、

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理事会领导成员组成等，将会议决议传达

到各会员单位。

3.换届后有 5 家电力企业申请入会，受会长委托，协会秘书

处走访了中国通讯公诚公司、德润翔电力科技公司等两家企业。

二、落实省纪委（监委）整改要求，认真完成整改

3 月 3 日，省民政厅下达了“关于在省级社会组织中开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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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自纠行动的通知”，针对省纪委（监委）去年对全省协会商会

摸底调研情况，提出整改要求。协会领导高度重视，安彦斌会长

明确指示，张军六执行副会长亲自部署把关，秘书处同志加班加

点，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多次召

开会议，学习相关政策要求，讨论整改措施。制定了《山西省电

力行业协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意见》等多项制度，进一

步理顺了组织隶属关系，规范了协会多项管理工作，整改中多次

到省民政厅、省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省能源局汇报沟通，整改工

作受到了相关领导的肯定。

三、制定“2020 年协会重点工作计划”

今年是四届理事会开局之年，秘书处起草了“2020 年协会

重点工作计划”，明确了协会 2020 年工作思路和四个方面 18

项工作，并附协会 2020 年“项目计划”、“培训计划”及“会

议计划”。同时，秘书处编印了“协会 2020 服务指南”，将协

会今年重点工作、项目、培训、会议计划通报各会员单位，更好

地为会员服务。

制订了党支部年度工作计划，并按要求上报了省社会组织综

合党委。

四、加强内外联系，完成政府部门委托事项

今年以来，协会在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主管部门、电

力企业的联系沟通，更好地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完成政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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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托事项：

1.受省发改委委托，组织省内技术领先的电力企业参加“中

国东盟博览会”，有 3 家企业报名参展。征求会员对全省“建立

健全信用承诺制实施方案”的意见。

2.按省司法厅要求，征集常务理事单位对《山西省节约能源

条例（修正草案）》意见，共征集反馈意见 3 条。

3.受省能监办委托，协助组织会员单位落实《2020 年山西

省以信用为基础的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制度执行情况专项监管工

作实施方案》的具体工作。

4.受神华集团委托，推荐 2 家会员企业，参与神华保德

10X12MW 燃气机组检修、运维。

五、继续开展全省发电企业综合对标，启动全省发电企业月

报系统建设

“全省发电企业综合对标”是省能源局委托的一项工作，是

在火电、风电、光伏等发电企业中开展的一项基础工作。经过

2019 年的系统建设和试运行，目前对标工作已基本正常开展，

按季填报统计，并在省电力市场信息发布会上发布。今年一季度

对标通报已通过网上发布，二季度统计将在 7 月初进行。

今年，省能源局提出在综合对标的基础上拓展“发电企业生

产经营月报”，要求最终实现全省境内所有各类发电企业的月度

数据汇集分析，6 月 4 日，省能源局电力处组织了项目方案研讨



—6—

会，启动了“月报系统”研发建设工作。

六、质量管理与创新工作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今年的质量管理和创新成果申报、评价

都作了重大调整。依托山西电力行业专家委员会和各专业工作委

员会专家，增加了党组织和监事的监督，开通了网上企业会议系

统，通过网上进行申报和评价。

1.修订了《山西电力创新成果评价管理办法》、《山西省电

力行业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等评价管理办法》。

2.积极组织、创新评价方式。今年质量管理和创新评价工作

中，各单位提炼优秀成果显著，共有 155 项创新成果，255 个

QC 小组活动成果等参加评价。通过形式审查、初评、复评，评

价出优秀 QC 成果一等 26 个，二等 53 个，三等 82 个。评价出

优秀创新成果一等 16 个，二等 33 个，三等 53 个。择优推荐参

加省质协、中国水电质协的成果评审。

3.组织电力优秀项目设计评价推荐。为了做好年度优秀设计

项目评价推荐，6 月 9 日，组织设计分会及相关专家，讨论修订

《评价办法》，明确了评价要求，7 月份组织评价，优秀项目将

分别推荐参加“中国规划设计”和“省勘测设计”优秀成果的评

审。

七、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新一届理事会换届后，对协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秘书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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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从加强秘书处自身建设入手，整章建制，

规范管理。

明确各部门、各岗位职责。制定完善了《山西省电力行业协

会党支部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意见》、《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内

设机构职能和人员考核办法》等 6 项制度。练内功提升职工服务

素质。建立了员工学习制度，员工定期轮流讲课，已经举办了“企

业微信办公系统使用”、“综合对标”等三次讲座。改版、调整

协会网站，征集会员单位信息，宣传会员风采，充实更新了网页。

强化信息服务，面对疫情，通过网站、联络员群，联系沟通会员，

提升服务水平。

加强协会支部建设，支部活动正常化。落实党组织参与协会

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重大活动中，明确了党组织、监事的监督。

设立了协会阅览室、支部活动室，认真组织庆祝党建 99 周年“七

个一”系列活动等。

2020 年是协会新一届理事会的开局之年，协会将按照理事会和

会长要求，在中电联、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指导下，依靠全体会

员的支持，努力实现“围绕一个中心，强化两支队伍，搭建三个

平台，促进四个加强”的年度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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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发展会员的议案

各常务理事：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山西国际能

源裕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启光发电有限公司、山西德润翔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华电和祥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等 5 家单位递交了入会申请。根据《山西省电力行业协

会章程》，经审核，这 5 家单位符合入会条件，建议发展为山西

省电力行业协会会员（拟发展会员单位基本情况附后）。

请审议。



—9—

拟发展会员单位基本情况

1.山西国际能源裕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由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51%）、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和山西

晋盂煤业（集团）有限公司（5%）共同出资，注册资本金 150000

万元。营业范围：筹建盂县 2×1000MW 火力发电工程项目；

电力生产与销售；投资能源、矿山、水务；电力工程技术咨询；

火力发电设备检修；粉煤灰、石膏的制造和销售；保温材料、电

力物资的销售；蔬菜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本项目于 2018

年 05 月 20 日开工建设，预计 2020 年底双机投产。

2.山西启光发电有限公司由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和山西

灵石天聚鑫源煤业有限公司按照 51:49 比例投资建设，是一个热

电联产、煤电一体化及高效节能环保发电公司。该公司 2015 年

开工建设，2018 年 7 月整体进入调试阶段，2019 年 9 月#1、

#2 号发电机组已通过 168 小时满负荷运行，具备投产条件，目

前已完成投资 31.4 亿元。2018 年 8 月 16 日，以被国家发改委

能源局列为应急调峰储备机组。

3.山西德润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正式成立。注册

资金 800 万元，是一家双软及高新企业。主要经营自动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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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制系统、计算机软件、办公系统、MIS 系统、SIS 系统的研

发、销售。我公司非常注重对科技的投入，先后对德润翔电厂检

修软件-信号选择系统、德润翔电厂检修软件-测量计算系统、企

业门户网站、管理平台系统、德润翔 OA 系列插件、电能计量装

置运行状态检测系统、电厂 SIS 系统等项目立项研发，按照标准

化规范化管理，大部分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的进行了软件

著作权登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很好的效果，如德润翔电厂

检修软件-信号选择系统、德润翔电厂检修软件-测量计算系统先

后在山西省各地市电力系统等地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

本公司近几年在电力、化工、污水等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能独立提供从系统设计、组态、系统集成到验收、调试、

售后服务、培训的全过程服务。从项目实施，项目设计、到售后

及竣工资料统一的模块化管理，充分满足并实现客户关于工艺控

制、自动化过程控制等的要求。公司在 2013 年 6 月 8 日被山西

省经济和信息委员会评为软件企业，同年被评为高新企业。

4.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中国通信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代号：0552.HK）旗下的专业子公司，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监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国际咨

询工程师联合会成员协会会员单位、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会员单

位、全国多个省市电力行业协会会员。公司注册资金 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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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主营业务包括工程咨询、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造

价咨询等。

5.华电和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隶属于中国

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山西电力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具有电

力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甲级、水利水电工程乙级、市政工程乙级、

人防监理乙级和招标代理乙级、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以及工程项

目管理资质，是全国首批电力甲级监理企业之一，也是山西省建

设监理协会的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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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 议 回 执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四届常务理事会一次会议）

议 案
审议意见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发展会员的议案

常务理事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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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监事

2020 年 7 月 8 日
共印 150 份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印制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