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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电行协字〔2020〕23 号

关于做好2020年度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

各常务理事、理事、会员单位：

根据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章程》和《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

的规定，为保障协会行业自律与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现开始收

取 2020 年度会费，请各单位按照会费征收办法规定的额度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之前汇至本会。

开户单位：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开户银行：渤海银行太原分行

账 号：2000983541000183

税 号：5114000506102872Q

请各单位提供开票付款单位全称、纳税人识别号、金额、联

系人姓名、手机、电子邮箱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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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贵单位对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联 系 人：曹子翔

联系电话：0351-3722290

手 机：15333017000

附件：1.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

2.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会员单位名单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2020 年 7 月 8 日



—3—

附件 1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为了保证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履行章程规

定的业务范围所需要的费用有稳定来源，规范会费的收取与管

理，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章

程》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山西省民政厅、山西

省财政厅关于社会团体会费政策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会所属团体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

副会长单位、会长单位均按本办法的标准缴纳会费。个人会员不

收取会费。

第二条 本会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和为实现本会章

程规定的职能所需的费用，以及常设办事机构日常工作经费。

第三条 根据本会的主要业务和团体会员规模，参照历年经

费支出情况并考虑今后的发展，确定本会会费收取的原则是：合

理核定、预算控制、滚动使用。

第四条 按照会员单位权利与义务相衔接的原则，依据《山

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确定会费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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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长单位 30 万/年；

（二）副会长单位 10 万元/年；

（三）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 1 万元/年；

（四）会员单位 3 千元/年。

第五条 协会分支机构会费执行本会标准，不另行制定会费

标准，不重复收取会费。

第六条 会费收取按年度一次缴纳，各单位应在每年 8 月 31

日前向本会指定银行缴纳。新发展会员在批准加入协会两个月

内，按标准缴纳会费。

第七条 缴费确有困难的会员单位需提前提出书面申请，经

本会常务理事会同意后予以减免。未经批准不缴纳会费的，视为

自动退会。

第八条 会费收取方式，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本会按

照规定出具山西省财政厅监制的山西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

第九条 会费实行预算管理。每年由本会秘书处编制年度预

算、决算，经常务理事会审定。

第十条 会费使用范围：

（一）本会日常办公支出；

（二）用于会员的服务性支出；

（三）开展本会业务活动和会议的支出；

（四）本会聘用的（非派驻）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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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待遇等支出，以及为完成专项业务工作所聘用的专家费用支

出。

（五）与本会相关的其它费用支出。

第十一条 本会秘书处负责会费的收缴和管理，应按照财政

部、民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建立健全协会财务管

理制度，加强会费的使用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年度会费收支情况，由秘书处提出收支报告，经

常务理事会审查，向理事会报告。并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监

事和会员的监督。接受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审计。

第十三条 本会会费收取标准如需要调整，应由常务理事会

提出修改意见，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为会员代表大会。原《山西省电力

行业协会会费征收及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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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理事、会员单位名单

一、会长单位

1.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二、副会长单位

1. 国家能源集团山西分公司

2.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4. 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

5.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 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7.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电分公司

9.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11.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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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务理事单位

1.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太原供电公司

2.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3.
国网山西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

4. 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霍州发电厂

5.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 华能左权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7.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8. 山西阳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

10. 山西鲁能河曲发电有限公司

11. 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 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13. 山西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14. 大同富乔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

15. 山西元工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6. 太原南瑞继保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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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山西翼博龙能源有限公司

18. 山西圣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9. 山西大学

20. 中北大学

21. 太原市电力行业协会

四、理事单位

1.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吕梁供电公司

2.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大同供电公司

3.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

4.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忻州供电公司

5.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朔州供电公司

6.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长治供电公司

7.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阳泉供电公司

8.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晋中供电公司

9.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临汾供电公司

10.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晋城供电公司

11.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

12.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输电检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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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物资分公司（国网山西招标有限公司）

14. 国网山西省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5. 山西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16. 国电榆次热电有限公司

17.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8.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9. 大唐山西发电有限公司太原第二热电厂

20. 华能榆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 华能太原东山燃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2. 华电忻州广宇煤电有限公司

23. 华电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能源分公司

24.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漳泽发电分公司

25.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河津发电分公司

26. 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山西蒲宣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7. 山西漳电大唐塔山发电有限公司

28. 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

29. 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

30. 晋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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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晋能大土河热电有限公司

32. 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3. 山西昱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4. 山西耀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35.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6. 中电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7.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神头第二发电厂

38. 中煤大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9. 国投晋城热电有限公司

40. 运城关铝热电有限公司

41.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42. 山西凯嘉煤层气发电有限公司

4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

44. 太原明力达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45. 山西明卓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46. 阳泉市聚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47. 山西晋国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48. 北京东冉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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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山西和瑞电力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50. 华润新能源（大同）风能有限公司

五、会员单位

1. 国网山西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2.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同第二发电厂

3. 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侯马热电分公司

5. 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

6. 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嘉节燃气热电分公司

7. 山西国锦煤电有限公司

8. 山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宏光发电有限公司

10. 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 山西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 山西河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 山西国际能源裕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14. 山西启光发电有限公司

15.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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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7. 山西鲁晋王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8. 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19. 同煤大唐塔山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 大同煤矿集团阳高热电有限公司

21. 山西金驹煤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22. 阳泉煤业集团西上庄低热值煤热电有限公司

23. 山西兆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自备电厂

24. 山西闽光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5. 国网山西晋中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6. 国网山西运城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7. 国网山西临汾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8. 国网山西长治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9. 朔州环宇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30. 山西晋通诚信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31. 山西运能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32. 忻州方元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33. 晋城市华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34. 山西意迪光华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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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山西朋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6. 山西华仁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37. 山西敬天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38. 临汾临能电力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39. 山西天一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40. 山西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41. 晋城市信德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42. 大同智能电力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43. 长治市容海智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44. 山西科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45. 山西国源盛世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46. 山西致雨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47. 国电山西兴能有限公司

48. 国电电力山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49. 山西雁门关风力发电科技有限公司

50. 大唐山西新能源公司

51. 大唐新能源朔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利民风电场

52.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朔州热电分公司

53. 华能忻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原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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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华能忻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宁武分公司

55. 华能忻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偏关分公司

56. 华能天镇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7. 华能忻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五台分公司

58. 华能忻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繁峙分公司

59. 华能忻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神池分公司

60. 山西天润新能售电服务有限公司

61. 上海斯能投资有限公司

62. 平陆凯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3. 山西广灵润广卧羊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4. 长子远景汇合风电有限公司

65. 中电投垣曲新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6. 五寨县钟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7. 山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8. 山西玉龙集团右玉牛心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9. 绛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70. 朔州市平鲁区斯能风电有限公司

71. 朔州市平鲁区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72. 朔州市平鲁区天石风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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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朔州市平鲁区卧龙风电有限公司

74. 朔州市平鲁区天汇风电有限公司

75. 朔州市平鲁区天瑞风电有限公司

76. 平陆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77. 夏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尚家坪风电场）

78. 夏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瑶台山风电场）

79.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80. 山西漳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8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一有限公司

82. 华电和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3. 山西敬天合创云能源有限公司

84. 弘瑞达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5. 山西云电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86. 山西德润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87. 山西晋缘电力化学清洗中心有限公司

88.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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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监事

2020 年 7 月 8 日
共印 240 份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印制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