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诺：集团公司环

境保护年报的信息披露是真实的、客观

的、全面的和及时的，符合集团公司可持

续发展战略，是对利益相关方所关注问题

的努力回应，是对公司的环境绩效的客观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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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况

本报告中所指的公司、集团公司、中

国三峡集团、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

司均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本报告中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向家坝

水电站工程、溪洛渡水电站工程、乌东德

水电站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分别简称

为“三峡工程”、“向家坝工程”、“溪

洛渡工程”、“乌东德工程”、“白鹤滩

工程”。

报告时间范围：

2010年1月1日～12月31日，部分内容

超出上述范围。

报告涵盖范围：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的环境保护相关工

作，暂不包括参股项目环境保护。

报告发布周期：

公司环境保护年报为年度报告，发布

时间为每年6月。

以前报告发布：

分别于2006年10月、2007年10月、

2008年6月、2009年6月、2010年10月连续

五年发布了环境保护年报。

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所引用的数据为2010年最终统

计数据。

报告遵循/参照标准：

报告主要参考了如下国际、国内标准：

◆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

告指南》（2006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编写指南》（CASS-CSR1.0）

报告语言版本：

公司环境保护年报均提供中文和英

文两种版本，包括纸质版和网络版两种

形式。网络版可通过登录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公司网站http://www.ctgpc.com.cn/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sasac.gov.cn/下载。如需纸质

版，请电邮chen-min@ctgpc.com.cn或致电

86-717-6762203索取。

报告主要创新：

本报告是集团公司第6份环境保护年

报，主要变化包括：

◆ 采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指标体

系，反映集团公司的环境绩效。

报告延伸阅读：

集团公司网页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

请登录http://www.ctgpc.com.cn阅览。相关

环境保护信息可参阅：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企业年报》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

报告》

未来改进方向：

◆ 引进IHA水电可持续性指南及其评价规

范，规范报告编写。

◆ 按照《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要求，进

一步增加披露环境指标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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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致辞

在安全清洁能源成为拉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国际背景下，在国家优先开

发水电、优化发展煤电、大力发展核电、积极推进新能源发电的能源政策引领下，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以“建设三峡，开发长江”为使命，牢牢抓住水电开发这“一条主

线”，积极开发风电等新能源，着力提升清洁能源行业核心竞争能力，努力加快海外水

电市场拓展步伐，更加注重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正逐步实现将集团公司建设成国际

一流的大型清洁能源集团的战略目标。

2010年，三峡工程首次实现175m试验性蓄水目标，在汛期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

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集团公司新能源开发和海外业务迈出了新步伐。

集团公司将“四个一”（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

民）的水电开发理念贯彻落实在项目开发和运行的各个阶段，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认真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开展节能减排。依法开展了白鹤滩、乌东德等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开展资源和能源节约规划；严格执行了向家坝、溪洛渡等工程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认真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各项措施；实施了环境友好的三峡—葛洲

坝梯级调度运用，充分发挥了其生态环境效益；将生态保护与节能减排理念贯穿到集团

公司业务开展的各个环节。

2011年，集团公司将在向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迈进过程中，贯彻落实“四个一”

的水电开发理念到各业务领域，努力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集团公司概况

为建设三峡、开发长江，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于1993年9月

27日成立，2009年9月27日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2010年1月集团公司设立

董事会，2011年5月再次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的战略定位是

成为以大型水电开发与运营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主营业务是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电

力生产以及相关专业技术服务。

2010年，三峡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等综合功能。三峡工程首次

实现175m试验性蓄水目标，对超过1998年洪峰流量的70000m3/s洪峰实施削峰30000m3/s

的调蓄，极大地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三峡—葛洲坝梯级电站2010年全年共发

电1006.11亿kW·h。枯水期向下游补水121.9亿m3。全年通过三峡枢纽的货运量超过8000

万t。

2010年，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工程全面进入混凝土浇筑、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

安装高峰期。白鹤滩、乌东德工程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查，两工程

“封库令”已经下达。

2010年集团公司主要经营业绩指标

指标 2010年度 同比增长率

发电量（亿kW·h） 1023.81 5.33%

营业收入（亿元） 290.33 13.32%

利润总额（亿元） 140.55 9.86%

其中主营业务总额（亿元） 98.00 12.97%



主要水利水电工程

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1997年11月8日，成功实现大江截流；

2003年，实现了二期工程蓄水、通航、发电三大目标；2009年，除地下电站和国家批

准缓建的升船机外，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如期完成；2010年，三峡工程通过了

175m试验性蓄水，防洪抗旱、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水电站总装机

容量为2250万kW，年平均发电量882亿kW·h。

葛洲坝工程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和航运梯级，于1988年建成，水电站装机容量

271.5万kW，年发电量157亿kW·h。

向家坝工程

向家坝工程于2006年11月正式开工，2008年12月28日大江成功截流。水电站设计

装机容量640万kW。

溪洛渡工程

溪洛渡工程于2005年12月正式开工，2007年11月8日大江截流。水电站设计装机

容量1386万kW。

白鹤滩工程

水电站规划装机容量1404万kW。

乌东德工程

水电站规划总装机容量870万kW。

2010年，集团公司风电开发开创了新局面，分别与内蒙古、新疆、山东、浙江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新增投产装机容量39.9万kW，累计投产装机容量59.25万kW。内蒙古化

德风电场二至四期工程等6个风电场建设完成，与其配套的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四大主

体工程全面复工；响水风电场近海和潮间带试验风机具备并网发电条件。

2010年，集团公司向国际化战略迈出新步伐，海外承包业务稳健发展。集团公司在

28个国家和地区承建的74个海外项目进展良好，与苏丹政府签署中国公司在海外的第二

大单项水利工程合同—上阿特巴拉项目总承包合同；以EPC方式承建的马来西亚沐若

水电站成功截流；老挝南立1-2水电站投产发电；签署了缅甸孟东水电项目开发谅解备 

忘录。



三峡集团公司水电项目发展现状

集团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现状

三峡集团公司风电业务发展现状



● 认真执行国家政策

● 接受监管考核

● 与地方政府沟通共 

 建发展

● 发挥工会组织作用

● 建立多元沟通渠道

● 用户至上

● 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 战略合作谈判

● 高层会晤

● 日常业务合作与交流

● 参与社区建设

● 支持公益事业

● 开展扶弱济贫

● 参加行业会议

● 专业技术合作与交流

● 日常联络

●  积极参加有关会议

 主动建言献策

利益相关者

社会团体

组织

政府及

有关部门

员工

客户

合作伙伴社区与公众

同行业者



1.管理活动 

在水电开发与运营管理活动中，集团公司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

倡导和推行“四个一”的水电开发理念，健全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加强环

境管理，切实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协调统一。

管理活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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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溪洛渡工程、向家坝工程施工区建立了以环境保护管理人员和专业环境

监理为核心的全过程专业化环境管理体系，其余各专业公司、工程建设运行部门都建立

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

集团公司建立了由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三个层次组成的环境管理组织结构，形

成了科技与环境保护部归口管理、各部门分工负责的集团公司环境管理体系。



管理活动 �

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水利水电对外公司、控股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通过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

◎	已获批复的主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水土保持方案：

文件 批复时间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 1992年2月17日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地下电站和电源电站环境影响报告表 2005年2月24日

三峡坝区三期工程（含右岸地下电站）水土保持方案 2006年12月14日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 2004年6月18日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三通一平”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5年2月18日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5年4月15日

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三通一平”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5年5月26日

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 2006年4月4日

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5年9月29日

慈溪风电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不含辐射部分） 2005年12月19日

江苏响水风电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0年3月18日

环境保护管理信息系统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信息系统于2007年投入运行。同年，集团公司启动了

环境保护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工作，作为试点，向家坝工程施工区环境保护管理信息系统

已于2009年正式投入运行。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信息系统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是“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信息系统建设的目的是实现监测系统中的数据和信息的统一收

集、存储、管理和综合应用，及时跟踪监测、分析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预警、

预报，为今后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积累数据，同时为以后大型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提供决策基础。

◎	 2007年11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电源电站工程通过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组织的环境保护验收。

◎	 2003年5月，三峡二期工程枢纽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水利部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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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环境管理

各主要工程实施了全过程专业化环境管理，并积极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

察和执法检查。

生产环境管理

集团公司控股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进

行生产过程中环境管理。

应急管理

2006年，集团公司制定了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各二级单位和部门制定了相应的

专业应急预案。2010年，开展了预案修编工作。

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区环境保护管理信息系统

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区环境保护管理信息系统是水电站建设期环境信息管理平台，其

内容涵盖了环保监测数据管理、报表管理、项目管理和其他相关的业务管理。该平台提

供了灵活的数据管理功能，实现了高效统一的资源共享机制和保密机制；具有完备的报

表管理功能，对结构化和标准化各监测单位的上报数据提供了技术支撑。

向家坝工程组织应急演练

2 0 1 0年6月底，向家

坝工程组织了针对300m高

程制冷系统的氨泄漏救援

预案演练。通过演练提高

了人们对突发事故的应急

处置能力，预防混凝土制

冷系统氨气泄露对环境的

污染，对施工人员造成的	

危害。



管理活动 �

 集团公司2010年环境保护投资

向家坝工程8.1%

三峡工程67.4%

溪洛渡工程20.4%

其它4.1%

  注  其它包含集团公司新能源环保投资费用、海外业务环境保护投资费用以及环保捐赠费用。

环保培训

集团公司开展了外送培训、集中培训、现场培训、知识讲座、分发科普资料等各种

形式的环境保护培训工作。

环保投资

2010年，集团公司环境保护投资总额约为4.49亿元（其中包括海外业务的环境保护

投资75万美元，环保捐赠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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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荣誉

◎ 2008年，集团公司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荣誉称号。

◎ 2009年，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和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

站经中国科协批准，分别荣获科研院所类和生产设施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 2009年，溪洛渡工程建设部被水利部授予“水土保持工作突出的生产建设 

单位”称号。

◎ 2011年，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被授予“湖北省珍稀濒危水生动物保护先进单

位”称号。

环保违规负面信息

2010年，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环保违规事件。

主要工程2006～2010年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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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本次环境保护投资数据为不完全统计，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措施实施费用、环境保护生态补偿费用、环

境保护科研费用、缴纳排污费用以及环保捐赠等，但不包括前期环境影响评价费用、环境保护管理人

员费用、环境保护培训费用和移民环境保护费用等。



清洁能源开发与效益 �

2.清洁能源开发与效益 

集团公司以长江流域的大型水电开发与运营为核心业务，积极开发风

电等新能源，为社会提供清洁能源，重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充分

发挥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生态补水等综合效益，实现清洁能源

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



清洁能源开发

水电

风电

集团公司水电开发情况

                   总装机

    
电站名称 

           （万kW） 

累计投产

（万kW）

累计发电量

（亿kW·h）
2010年发电量

（亿kW·h）

三峡 2250 1830 4527.39 843.7

葛洲坝 271.5 271.5 4082.45 162.41

小水电 19.12 19.12 7.68

集团公司风电开发情况

风电场名称
累计装机

（MW）

2010年装机

（MW）

累计投产

（MW）

2010年投产

（MW）

累计发电

（万kW·h）
2010年发电

（万kW·h）

白城 45 45 18297 7673

调兵山 99 49.5 99 49.5 24783 8287

化德 198 148.5 198 148.5 13642 13571

尚义 49.5 49.5

大柴旦 3 3

慈溪 49.5 － 49.5 － 24616 10391

响水 201 84 201 201 11299 11299

合计 645 334.5 592.5 399 92637 5122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



综合效益

防洪运用

集团公司始终把三峡工程的防洪放在首位，遵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长江防汛

抗旱指挥部的统一防洪调度，确保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

2010年汛期，三峡工程在流量为70000m3/s的洪峰过程中，最大削减洪峰流量30000m3/s，

有效地减轻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降低荆江河段沙市站水位最大2.5m左右，避免了

沙市水位超警戒水位；降低洞庭湖口城陵矶（莲花塘站）水位最大1m左右，为下游防洪

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2010年全年，三峡水库共实施7次防洪调度运用，累计拦蓄洪水264.82亿m3。据长江

防办估算，2010年，三峡工程的防洪经济效益达到了266.3亿元。

清洁能源开发与效益 �

三峡工程有效缓解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图为集团公司领导接受媒体采访



生态补水

2010年，三峡工程在枯水季节实施了流量补偿调度，向下游补水达107天，补水

121.9亿m3，日均补水流量为1477 m3/s。

节能减排

 
  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kW·h）    

节约标准煤
（万t）

CO2减排量
（万t）

                三峡电站 843.70 2890 7230

水电        葛洲坝电站 162.41 560 1390

                 小水电 7.68 30 70

风电 5.12 20 40

总计 1018.91 3500 8730

  注  CO2排放量计算公式WCO2
=Q×Ece×EF，式中WCO2

为CO2排放量（t）；Q为发电量（亿kW·h）；Ece

为供电煤耗，取2005年国家电网公司的公布值，34300t（ce）/（亿kW·h）；EF为标准煤的CO2排放系

数，取国家发改委的公布值，2.5t（CO2）
/t（ce）。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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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三峡水库入库与出库流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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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航运

2010年，三峡船闸共通过船舶5.83万艘次，通过货物7880万t；三峡枢纽翻坝滚装货

物914万t；通过三峡枢纽货物8794万t。通航7年来，通过三峡枢纽货运总量达4.43亿t，

是三峡工程蓄水前葛洲坝船闸投

运后22年（1981年6月～2003年6

月）过闸货运量的2倍。

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航运

成本降低35%～37%，单位能耗

降低46%。枯水季节补水调度明

显改善了长江宜昌下游河段的航

运条件，2010年补水调度平均增

加航道水深约0.47m。

CDM项目开发

目前，集团公司共开发了10个CDM项目，其中已有7个项目在联合国成功注册，4个

获得CDM碳减排收入。 2010年， CDM项目碳减排收入为419万欧元。

新三峡航运更通畅、安全

集团公司已成功注册CDM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CDM碳减排收入情况

水电项目
云南腊寨水电项目 已获得CDM碳减排收入

云南马关拉气水电项目 无

风电项目

白城风电一期 已获得CDM碳减排收入

调兵山风电一期 已获得CDM碳减排收入

化德风电一期 无

慈溪风电场 已获得CDM碳减排收入

响水风电场 2010年5月18日正式进入CDM计入期



3.生态保护

集团公司坚持在生态保护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采取多种措施保护陆

生生态和水生生态，全面开展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工作。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12



陆生生态保护

通过采取种质资源保存、植物园保存、野外迁地保存、就地保护等多种措施，开展

了以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等为重点的陆生物种和陆生生态的保护工作。此外，三峡

工程施工区还建设了珍稀特有植物培育基地。

自然保护工程

◎ 湖北宜昌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植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湖北宜昌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植物多样性保护工程于1999年3月建成，天然林保护区

面积1967hm2，保护的主要对象是亚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珍稀植物及古大树种。目

前，其续建工程正在实施。

◎ 湖北省兴山县龙门河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工程

湖北省兴山县龙门河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工程于2004年6月建成，该工程位于

三峡库区北岸的香溪河中上游，保护区面积4644.4hm2。目前，其续建工程正在实施。

三峡工程施工区珍稀特有植物培育基地

三峡工程施工区珍稀

特有植物培育基地占地面

积约11万m2，以三峡地区

特有及珍稀植物研究与保

护为主要目标。2010年，

基地新引种10个品种，现

生态保护 1�

领导视察三峡工程施工区珍稀特有植物培育基地



共有各类濒危保护植物4360株。

古大树保护

各工程施工区重视对古大树的保护，根据具体情形对其实行就地或移植保护。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1�

三峡珍稀保护植物—疏花水柏枝 三峡珍稀保护植物—荷叶铁线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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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态保护

集团公司出资开展了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工程设施建设和长江鱼类增殖放流工

作，并组织实施了鱼类保护科研与监测工作。

长江干流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分布示意图

自然保护区

◎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于2005年批准建立，保护区跨

越四川、贵州、云南、重庆三省一市，

总面积达33174.2hm2，主要保护对象包

括白鲟、达氏鲟、胭脂鱼、大鲵、水獭

等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和66种我国特有鱼类及其栖息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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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1996年，湖北省政府在葛洲坝下建立了“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长

80km，其中靠近葛洲坝的30km是核心区。

◎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于2002年4月成立，并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上

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北起八   港，南至奚家港，面积 576 

km2，其中核心区276km2；缓冲区试验区300km2。

增殖放流

◎ 放流站建设

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

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位于向家坝工程施工区，主要

承担金沙江、岷江的特有鱼类人工繁殖放流，同时兼顾部分白鲟、达氏鲟、胭脂鱼及分

布在长江上游干流的特有鱼类放流任务。

放流站2008年7月底正式建成，占地面积2.67hm2，主要布置有室外蓄水池、繁殖车

间、珍稀特有鱼类馆、苗种池、养殖池、饵料培育池及给排水、水处理、供气等配套设

施。2010年，集团公司对放流站养殖池水循环系统、繁殖池、苗种池等进行了改造，建

设了珍稀特有鱼类活体展览馆。

2010年，完成了岩原鲤、胭脂鱼、厚颌鲂、中华倒刺鱼巴、白甲鱼五种鱼的站内孵

化，岩原鲤、达氏鲟、胭脂鱼、厚颌鲂、中华倒刺鱼巴、白甲鱼六种鱼的开口苗培育，成

功实现了厚颌鲂从亲鱼培育到催产、繁殖全部自有技术，完全实现厚颌鲂人工繁殖的种

鱼自给。2010年，鱼苗养殖综合成活率保持在90%以上，养殖设施利用率上升到95%左

右，超额完成放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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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与宜宾市、水富县

科协共同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开展了以“保护生态环境	关爱水生

生灵”为主题的少儿绘画比赛；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和当地群众参加鱼类放流体验活	

动等。



赤水河增殖放流站

该放流站由集团公司出资，农业部组织建设。2010年，放流站基本建成，管理用房

和养殖鱼池占地2.13hm2，办公和附属用房1786.9m2，养殖鱼池8774.7m2，蓄水池360m3。

2010年，放流站购买了部分鱼苗和亲鱼进行了试养与人工繁殖。

重庆增殖放流站

该放流站由集团公司出资，农业部组织在万州水产研究所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

2010年，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

◎ 增殖放流

2010年，集团公司在长江宜昌江段放流中华鲟753尾、胭脂鱼1075尾、主要经济鱼类

100余万尾，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域放流达氏鲟、胭脂鱼、岩原

鲤、厚颌鲂、中华倒刺鱼巴、白甲鱼、长薄鳅、昆明裂腹鱼等80余万尾。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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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

经过多年努力，三峡工程施工区绿化工程建设成绩明显。截至2010年底，共有38个

水土保持专项工程开工兴建，绿化面积达400万m2，工程直接投资额达19912.8万元。

青云公司机械加工场治理（望家坝）景观绿化  陈家冲渣场西园水土保持绿化

现场指挥所III区地块已成为景观园林 隔流堤景观绿地

施工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

2010年，各水电站工程的渣场、施工区、场内道路及枢纽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到

位，施工迹地生态修复工作进展顺利，总体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水土流失得到了基

本控制。



4.污染防治

集团公司高度重视水电工程施工与电力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防治，专业

化处理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规范化管理生活垃圾，采取各种措施预防、

降低施工粉尘污染、声环境污染和危险固体废弃物等，加强对库区干流漂

浮物的清理。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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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废水处理

施工区各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机修系统等均配套建设了废水处理设

施，全面落实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各施工区生产废水排放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一级标准。

污染防治 21

2010年度溪洛渡、向家坝、三峡施工区主要生产废水处理情况

溪洛渡

项目名称 设计处理能力和工艺 废水处理情况

黄桷堡砂石加工系统废水处

理系统

480m3/h
平流式沉淀池+自然干化

废水回收利用率为100%

中心场砂石加工系统废水处

理系统

820m3/h
平流式沉淀池+自然干化

废水回收利用率为100%

塘房坪砂石加工系统废水处

理系统

1000m3/h
辐流式沉淀池+板框压滤机法、

DH高效旋流器+陶瓷压滤机法

废水回收利用率为100%

马家河坝砂石加工系统废水

处理系统

660m3/h
辐流式沉淀池+板框压滤机法+

陶瓷压滤机法

废水回收利用率为100%

大坝高线混凝土系统废水 
处理

600m3/h
平流式+斜管沉淀池+ 

自然干化

废水回用控制性指标为悬浮

物不大于50mg/L

向家坝

马延坡砂石

骨料加工废水处理系统

总容积200万m3

生产废水—废水集水池—尾渣

坝—回用（零排放）

年度处理废水630.69万m3，

废水回收利用率为100%

右岸田坝混凝土生产废水处

理系统

450m3/h
  DH高效旋流器+真空带式过滤

机处理系统

年度处理生产废水38.5万m3

三峡

地下电站施工废水处理

通过排水沟集中排至1#、6# 
尾水洞口泵站及围堰后P5排 
水泵站（400m3），净化沉淀 

后排放

年度排放废水20.7万m3

84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处理

筛分系统设废水沉淀池

(4000m3)，拌和系统设沉渣池

(100m3)
年度排放废水22.6万m3

下岸溪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

处理

废水回收车间（2000m3）和3个
沉淀干化池(19500m3)

年度排放废水90.4万m3

升船机项目混凝土生产系统

废水处理
利用冲沙闸消能池进行沉淀 年度排放废水14.2万m3

工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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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

各水电站工程施工区均建立了雨污分流式排水系统、设置了移动式环保厕所，大部

分生活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少量临时生活营地分散式污水采用成套污水处理

设施或三级化粪池处理。

2 0 1 0 年，各污水处

理设施运行状况良好，各

施工区生活污水排放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8918—

2002）一级标准中B标准。

生活垃圾处理

各水电站工程施工区设置垃圾收集桶、垃圾池、垃圾堆放点，按“日产日清”原则

进行收集，收集后统一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处理。

溪洛渡、向家坝工程施工区生活污水处理情况

工程名称 生活污水处理厂 处理工艺
年处理量

（万m3）
运行情况

溪洛渡

黄桷堡

SBR工艺（序列间 
歇式活性污泥法）

83.21 运行状况良好
杨家坪

花椒湾

三坪

向家坝 莲花池 DAT-IAT工艺 88.45 运行状况良好

三峡 乐天溪
前置厌氧改良型氧 

化沟工艺

设计处理规模 
182.5～365

试运行

三峡坝区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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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降尘

施工道路采取道路清理和配备洒水车洒水降尘；易于产生粉尘的生产设施，配备除

尘装置；易于产生粉尘的生产工序，采取湿法生产；针对工程基坑、尾水渠等开挖采用

湿法爆破；易于引起粉尘的细料或松散料，予以遮盖或适当洒水润湿。

2010年，三峡工程施工区空气质量状况优良，溪洛渡、向家坝工程施工区环境空气

质量基本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二级标准。 

2010年主要工程生活垃圾处理情况

工程名称 处理方式 处理情况

溪洛渡
溪洛渡沟垃圾填埋场填埋

（自建）
填埋垃圾10944m3，抽运、处理渗滤液370t

向家坝
水富县垃圾填埋场填埋

（依托）
填埋生活垃圾约3967t，边沟清淤983m3

三峡
枫箱沟垃圾填埋场填埋

（自建）
填埋生活垃圾约1000t

向家坝工程料场采用湿法开挖以降低扬尘

干法开挖 湿法开挖



声环境保护

声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调整施工区布局、优化施工工艺、优先选用低噪音施工机

械或配备安装降噪设备、进行定时爆破、选用毫秒微差爆破方、严格控制单响药量、建

设隔声墙、加强个人防护、进行道路黑化等。

参照《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制》（GB 3096—90）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三峡工程施工作业区、边界外敏感点及作业现场噪声均符合国家标准规

定，溪洛渡工程敏感点噪声基本达标。向家坝工程敏感点噪声有时超标，主要声源为社

会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

向家坝工程田坝施工区声屏障 三峡工程将道路黑化以降低噪声

向家坝工程混凝土生产系统点声源噪声隔声罩 溪洛渡工程施工隔音屏

各水电工程噪声控制措施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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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物清理

2010年，共完成三峡

库区干流和坝前漂浮物清

理约5 2万m 3，全年库区

没有出现漂浮物大面积聚

集和严重的碍航现象，坝

前没有因漂浮物而影响通

航、发电和水库水环境。

危险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固体废弃物的法律法规，设置专职人员和专门的保管场所，

分类收集危险固体废弃物并外送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并做好登记制度。2010年，共定向

处置锌废渣3.8t，废油漆胶类1.07t，废油65.47t，废旧活性炭4.4t。

清漂船装满库区打捞起的漂浮物



5.节约与利用 

集团公司注重工程建设与电力生产运行中的节能降耗。通过优化调度

实现节水增发；通过生产废水处理后回用、洞挖料加工利用、表土资源回

采利用、粉煤灰综合利用等措施和途径，实现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通过

积极推进技术改造与设备优化改进、合理安排耗能设备的运行方式，实现

节能降耗。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2�

三峡电站2010年至2015年节能环保的年度目标
指标

单位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年 201�年 201�年厂用电率 % 0.08 0.078 0.076 0.076 0.076 0.076变损率 % 0.42 0.41 0.41 0.40 0.40 0.40辅助生产用电及办公、生活用电量 万kW·h 2609 2503 2399 2295 2191 2087台平均消耗清洁水量 万m3/台 26 25.5 23 22.5 22.3 22台平均消耗纯水量 m3/台 0.50 0.48 0.46 0.44 0.42 0.40水能利用提高率 % 4.50 4.52 4.54 4.56 4.58 4.60发电耗水率 m3/(kW·h) 4.46 4.45 4.44 4.43 4.42 4.40非计划停运弃水损失电量 万kW·h 800 780 760 700 640 640化学需氧量 mg/L 30 30 30 30 30 30透平油回收率 % 60 70 75 80 85 90透平油消耗率 % 2.0 1.9 1.8 1.8 1.7 1.7绝缘油回收率 % 95 96 97 98 98 98绝缘油消耗率 % 0.01 0.01 0.01 0.01 0.01 0.01工业垃圾规范处置率 % 90 92 94 96 98 10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将经营“绿色电站”理念贯彻到了电站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公
司节能环保各项指标总体处于国内行业较好水平。2009年，通过对公司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废
水排放、固废管理等方面现状的量化分析，研究制订了节能环保目标及针对性的节能环保技术措
施、管理措施及其分年实施计划，发布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节能环保规划（2010—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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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调度  节水增发

根据三峡-葛洲坝梯级电站运行状况及其上游实际来水情况，采取提高水情预报精

度、合理利用汛期洪水、优化调度运行、加大技术改造等措施增加清洁能源供应量。

2010年，三峡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为40.80亿kW·h，葛洲坝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为

11.47亿kW·h。

资源综合利用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生产废水处理回用、洞挖料加工利用、表土资源回采利

用、粉煤灰综合利用、渣场平整利用等措施，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2010年三峡、葛洲坝水电站主要节能指标

水电站名称

水能利用提高率

（%）

非计划停运弃水损失电量

（万kW·h）
目标 实际 目标 实际

三峡 4.50 5.09 800 322.5

葛洲坝 6.50 7.66 180 0

向家坝工程表土资源回采利用

向家坝工程对施工区即将开挖的耕

地、园地、坡地以及河床冲淤地等进行表

土资源的收集、转运和集中存放，以保护

表土资源，解决后续施工区绿化覆土来

源。截止目前，收集储存表土资源约60万

m3，绿化回填和绿化施工使用表土资源约

30万m3。

优美的向家坝营区

集团公司“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

作为以水电开发与运营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集团公司“十一五”节能减排主要目

标是：到“十一五”末，完成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截至2010年底，集团

公司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按可比价统计）比2005年（基期）降低26.31%，超额完成

节能减排任务。



技术改造  节能降耗

集团公司积极推进技术改造，优化改进设备与管理，合理安排耗能设备的运行方

式，实现节能降耗。2010年，集团公司控股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合理安排

运行方式和加大技术改造力度，节能降耗；加快照明系统改造，减少厂用电消耗。

粉煤灰综合利用

项目名称
200�年粉煤灰利用量

（t）
2010年粉煤灰利用量

（t）

三峡 21762

溪洛渡 107358 284340

向家坝 73231.5 361610

总计 202351.5 645950

溪洛渡水电站的三坪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后的中水，采用高区和低区两个变频泵组加压

后全部作为营地绿化用水。2010年，三坪生活

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约为8.3万m3。

三峡水库漂浮物综合利用 

集团公司与华新（秭归）水泥有限公司共同研发水泥窑协同处理漂浮物生产线，

该生产线每天可处理漂浮物1200m3，为水泥生产线提供相当于20t煤的热能。2010年，

全库干流共清理漂浮物约52万m3，均转运至秭归华新水泥厂处理。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2�



2010年，集团公司控股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合理安排运行方式和加

大技术改造力度，节能降耗；加快照明系统改造，减少厂用电消耗。

◆	三峡右岸电站厂房及GIS的照明实行了分时分组控制改造。

◆		葛洲坝大江电站6kV室、400V4P、21P、22P、23P、24P室、7～8号电缆廊道等照

明灯具实行了节能换型改造，共更换了节能灯具198盏，减少照明用电消耗2.3万

kW·h。

◆		葛洲坝电站可用机组自动开机182台次，开机到并网平均时间3.02min，比去年有所

提高；自动开机成功率97.8%，比去年提高了1%。

◆		三峡电站在2010年度检修中改造了左右岸及电源电站机组快速门油箱加热系统，增

设循环油泵，延长了快速门液压系统液压油的使用寿命，减少了油料消耗。

◆		葛洲坝电站改造了13F、17F、21F等机组励磁整流装置，采用热管传热、自冷散热

技术，共降低功率消耗9kW，降低厂用电消耗5.4万kW·h。

节约与利用 2�



6.监测与研究

依托有关专业机构，围绕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开发，建立了系统的生态

与环境监测体系，并在特定时期开展专项监测，同时组织实施了大量生态

与环境保护相关科学研究。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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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系统以库区为重点，延及长江中下游与河口相关地区，由28个监测重点站组

成，监测内容包括污染源、水环境、农业生态、陆生生态、湿地生态、水生生态、大气

监测体系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保护监测系统

水环境

农业生态

陆生生态

湿地生态

水生生态  

大气环境

地灾

地震

人群健康

污染源

监
测
系
统

工业和生活污染监测重点站

农药、化肥面源污染监测重点站

船舶流动污染源监测重点站

干流水文水质同步监测重点站

重点支流水质监测重点站

典型排污口污染带监测重点站

泥沙监测重点站

河口土壤盐渍化监测重点站

地下水（小港）监测重点站

农业生态环境监测重点站

万州典型区生态环境监测重点站

秭归典型区生态环境监测重点站

长江上游典型区小流域监测重点站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重点站

森林资源监测重点站

陆生植物监测重点站

陆生动物监测重点站

渔业资源与环境监测重点站

鱼类和珍稀水生动物监测重点站

水库经济鱼类监测重点站

河口生态环境监测重点站

消落区生态环境监测重点站

江湖生态监测重点站

局地气候监测重点站

施工区环境监测重点站

地质灾害监测重点站

地震监测重点站

人群健康监测重点站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2

环境、地灾、地震以及人群健康等，相关信息见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信息网站

（http://www.tgenviron.org/）。相关监测成果见《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及相关水域水生生态监测系统

该系统通过动态监测鱼类资源与环境，积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及保护区鱼类

资源与环境基础资料，预测不良趋势并发布警报、提出减免不利影响的措施，为金沙江

一期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长江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金沙江干流下游梯级水电站环境监测系统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环境监测系统规划已完成，将结合施工区环境监测，按照

规划步骤，有序启动各项监测工作，主要监测水文、水质、水温、泄洪雾化、过饱和气

体、污染物、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局地气候和社会环境等。已实施的监测项目为施工

区生态与环境监测。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环境监测站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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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

施工区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

水环境监测 大气环境监测

施工
区大
气监
测

敏感
点大
气监
测

施工
作业
区噪
声监
测

施工
生活
区噪
声监
测

施工
场界
外噪
声监
测

交通
噪声
监测

对照
断面
水质
监测

控制
断面
水质
监测

废水
排放
监测

环境质量状况

金沙江下游干流水环境质量状况

以 C O D M n 、 氨 氮

（N H 3- N）两个国家污

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及湖库

富营养化表征指标总磷

（T P）进行评价，2 0 1 0

年金沙江河段三堆子、大

戏场、兴田、新坝滩上游

5 0 0 m断面、金沙江大桥

断面、横江与金沙江汇合

口上游5 0 0 m断面等监测

断面3个指标浓度均低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III类标

准浓度值。

金沙江下游干流水质状况



类
别

Ⅰ

太平溪（库首监测断面） 乐天溪（坝下监测断面）

三峡水库库首太平溪及坝下乐天溪断面1994～2010年水质状况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年份

2009

Ⅱ

Ⅲ

Ⅳ

1994 1995 1996 2010

三峡库区干流及坝下江段水环境质量状况

2010年三峡工程施工区水质均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I

类标准，三峡水库出库断面水体CODMn、NH3-N和TP浓度比入库断面浓度低，库区内断

面水体3个指标浓度与出库断面浓度相比相差不大。1997年以来，三峡库区及坝下江段水

体NH3-N、TP浓度呈下降趋势，3个指标的历年浓度值均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III类标准浓度值。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环境保护年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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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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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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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断面（寸滩）

库区省界断面（官渡口）

出库断面（南津关）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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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及坝下江段1997～2010年CODMn、TP、NH3-N浓度
（2002～2003年NH3-N浓度资料缺失）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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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省界断面（官渡口）

出库断面（南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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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泥沙

2010年三峡水库入库沙量2.279亿t，水库泥沙淤积1.951亿t，出库沙量0.328亿t，水库

排沙比为14.4%。三峡水库蓄水运用以来（2003年6月～2010年11月），三峡水库入库沙

量为15.89亿t，库区泥沙淤积11.67亿t，出库沙量4.12亿t，库区排沙比26.1%；年均泥沙淤

积1.46亿t，仅为水库运用前10年年均淤积泥沙论证阶段预测值（3.28亿～3.55亿t）的40% 

左右。

水生生态监测

2010年，通过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及相关水域的监测表明，该水域分布

有包括长薄鳅、小眼薄鳅、嘉陵颌须鱼句、四川云南鳅、短身金沙鳅等在内的33种特有鱼

类；重要经济鱼类有圆口铜鱼、瓦氏黄颡鱼、中华倒刺鱼巴、蛇鱼句等；江津断面监测到卵

苗径流量为32.42亿粒/尾，其中“四大家鱼”卵苗径流量为3.21亿粒/尾，铜鱼卵苗径流量

为1.45亿粒/尾；保护区水域水质总体良好，基本能满足鱼类生长和繁殖等需求。

2006～2010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江

津断面卵苗径流量

0

10

卵
苗
径
流
量

(亿
粒

/尾
)

铜鱼

总径流量

四大家鱼

2006 2007 2008 2009

年份

20

30

40

50

60

70

2010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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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175m试验性蓄水期间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自然繁殖产卵

在三峡工程175m试验性蓄水期间，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葛洲坝下游综

合采用食卵鱼监测、沉底网捞卵、水下摄影等多种监测方法，在2010年11月监测到一次

中华鲟自然繁殖，并采集到少量鲟卵。

科研平台建设

集团公司组建了以中华鲟研究所为基础的水电开发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研究平台，主

要开展中华鲟及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物种保护技术研究和生态环境保护科普教育宣传等工

作。研究基地包括：三峡坝区鱼类保育中心基地（筹）、黄柏河基地和金沙江溪洛渡向

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

为进一步加强水生生态建设，集团公司正在积极筹备建设“水利水电生态与环境保

护技术研究工程实验室”。

中华鲟全人工繁殖基地

三峡坝区鱼类保育中心基地（筹)

该基地在中华鲟全人工繁殖

基地基础上组建，主要功能是进

行中华鲟全人工繁殖，为“水利

水电环境保护技术工程实验室”

的建设奠定基础。

黄柏河基地

该基地主要从事中华鲟繁殖康

复救护、中华鲟幼苗培育研究。

生态与环境保护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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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重点研究项目

水库温室气体研究

2010年，集团公司协调组织国

内专家参与UNESCO/IHA开展的“水

库温室气体”课题的研究，清江流

域梯级作为研究案例参加该项目；

同时，组织启动了“三峡水库温室

气体监测与减排效益评估”项目。

此外，还策划了水库温室气体源汇

研究总体设计方案，组织国内研究

力量从典型观测、遥感监测以及模

型模拟等角度对水库温室气体净排

放进行长期监测和研究，该总体设计方案已于8月通过专家论证。

三峡水库支流水华监测与研究

集团公司对三峡水库支流水华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研究内容包括

水华成因和对策措施（污染源控制、物理处置、生物操纵、应急生物抑藻、生态调度

等），2010年还筹建了水华应急监测网络，培训当地信息员随时提供支流水华信息，核

实后及时采取措施。

水库生态渔业

为充分利用水生生物资源提高移民生活水平，保护三峡水库水环境进而保障长江中

下游水质安全，集团公司筹划组织三峡水库生态渔业研究与示范工作，抓住水库生态系

统重建时机，利用水生态学原理，适时引导、优化三峡水库水生态系统。2010年，组织

召开了三峡水库生态渔业关键技术与示范研究项目专家论证会，确定与重庆市农委共同

开展三峡水库生态渔业建设工作，并与湖北省水产局合作开展了三峡-葛洲坝两坝间

水域经济鱼类增殖放流工作。

2010年，共实施了45项环境保护科研及试验示范项目，其中13项已完成，并重点筹

划开展了水库温室气体研究、三峡水库支流水华监测与研究、水库生态渔业、圆口铜鱼

研究等。 



7.合作与交流 

集团公司在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和实践中，注重与国内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上相关机构或组织开

展广泛合作与交流，拓展其在生态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念与思路，增强集

团公司生态与环境保护工作的透明度，同时推进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

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促进水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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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集团公司参加的主要学（协）会组织

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会员

中国水产学会 会员

中国鱼类学会 会员

中国大坝委员会 副理事长

湖北省水利学会 副理事长

国际水电协会 董事会成员

长江技术经济学会 副理事长

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

集团公司自从2008年与中国科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在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和

运行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新能源开发重大技术、清洁煤化工关键技术、水电及其它清

洁能源工程的生态与环境保护技术、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区域的经济发展等领域，与中国

科学院积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与世界自然基金（WWF）的合作

◎ 2010年3月28日，

集团公司与WWF签署五

年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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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2010年，集团公司积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邀请来自世界著名环保组织TNC、WWF

及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及教授进行专题演讲。

◎ 7月21日，集团公司邀请TNC、WWF专家分别作了“水电开发与保护—并非对

立的两端”和“推动流域综合管理、维护中国健康河流”的演讲。

◎ 8月27日，集团公司邀请哈佛大学James G. Anderson教授作了“全球能源战略选

择：控制水供应、海平面及气候的因素对气候结构的影响”的专题讲座，Anderson教授

指出水电在人类未来清洁能源结构中将作出自身的更大贡献。

◎ 2010年8月，合作编写《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2011》，

并在世博会发送共同编制的《环境流宣传册》。

◎ 2010年9月1～7日，集团公司参与

WWF世博馆“淡水月”主题展览活动，

集团公司的参展主题为：“三峡工程是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水利枢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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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众关注—1��m试验性蓄水

2010年，在总结2008年和2009年试验性蓄水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国务院确定的“安

全、科学、稳妥、渐进”的原则，将“利用三峡水库的调节能力，合理调配水资源，努

力保障水库上下游饮水安全，改善下游地区枯水时段的供水条件，维系优良生态”作为

重要调度目标，成功实施了175m试验性蓄水。

175m试验性蓄水从2010年9月10日0时开始，起蓄水位承接前期防洪调度的实际库水

位160.2m，9月30日8时蓄水位为162.55m，10月10日8时蓄至168.85m，10月16日6时库水

位达到了前两年试验性蓄水最高蓄水位172.8m，10月26日9时首次蓄水至175m。



公众关注—1��m试验性蓄水 ��

试验性蓄水过程兼顾了上下游用水需求，较好处理了防洪、发电、航运和补水之间

的关系。蓄水过程中，三峡水库相关运行监测单位做好了枢纽安全监测、机组试验、泥

沙监测、地震监测等各方面的监测试验工作。监测结果显示：枢纽建筑物及机组运行情

况正常，水质与前几年同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地震级别及频次均小于前两年，漂浮物

基本打捞上岸处理。

175m水位试验性蓄水的成功，是三峡工程建设运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三峡

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等功能达到设计要求，其巨大综合效益将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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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

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水电作

为优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将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要想实现到

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占15%的目

标，大力发展水电在实现我国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的过程中义不容辞。集团公司从

事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的开发，已经深刻意识到清洁能源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抢

占制高点的重要战略能源，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与调整能源结构方面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2011年，集团公司将继续肩负“建设三峡，开发长江”的使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以“十二五”规划为指导，紧紧抓住“十二五”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培育

清洁能源行业核心竞争能力，抢占清洁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节能减排做出应有贡献。2011年，集团公司将加强三峡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加快金

沙江水电开发，推进风电、核电开发及海外业务，抓紧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

切实增强战略思维、制度创新、队伍建设、标准制定、成本控制“五种能力”，加快建

设一流大型清洁能源集团。

集团公司在水电的开发和运营中，深刻认识到自身在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

担负的社会责任，坚持在生态保护基础上有序开发，全面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节能

环保制度建设与管理，高度重视水电工程施工与电力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防治。集团公司

将积极开发风电等新能源，为社会提供清洁能源，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

运、生态补水等综合效益，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在中国的发展、 

水资源的调控和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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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所在本年报位置

1. 战略与分

析

1 最高决策者关于公司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陈述 管理者致辞

2 重大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描述 管理者致辞

2. 公司概况

3 公司名称 封面，封二

4 主要品牌、产品或服务 集团公司概况

5 公司组织结构 集团公司概况，P2

6 公司总部地址 封底

7 业务所在国数量以及公司业务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国家 集团公司概况

8 所服务的市场 集团公司概况

9 公司规模、结构或所有权的重大变化 集团公司概况

10 报告期内所获奖励 P6

3. 报告参数

11 信息报告期 集团公司承诺

12 上一份报告的日期 报告概况

13 报告周期 报告概况

14 对报告或其内容有疑问可供联系的方式 报告概况

15
确定报告内容的过程，包括：确定关键性；确定报告项

目的主次先后；确定机构预期会使用报告的利益相关者
编制流程，利益相关者

16 报告的界限 报告概况

17 说明任何有关报告范围及界限的限制 报告概况

18 数据评估方法及计算基准 报告概况，P10

4. 公司治理

19 公司的管治架构、包括各个委员会 P2

20
公司内部制定的与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及其实施情况

相关的使命或价值观、行为守则及原则

管理者致辞，P1～4，
P26

21
   最高管理层如何设立相关程序，以确定和管理经济、

环境及社会绩效，以及公司有否遵守国际公认的标

准、道德守则及原则的监督程序

P4

22 解释公司有否及如何按谨慎方针或原则行事 P3～4，P21～25

23
公司对外界发起的经济、环境及社会约章、原则或其他

倡议的参与或支持
P17，P41

24 公司加入的协会及全国/国际倡议组织 P40

25 公司引入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清单 利益相关者

26 界定及选择要引入的利益相关者的依据 利益相关者

27
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包括各类别及各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频率
利益相关者

28
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公司如何回

应，包括提供报告作出回应

P42～43，读者意见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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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所在本年报位置

5. 经济效益

指标
29 公司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集团公司概况

6. 环境绩效

指标

30 通过节约和提高效率而节省的能源 P10

31
主动提供能源节约型或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产品及服

务，这些行动对能源消耗的减少量
P10

32 可循环及可利用的水的百分比及总用量 P21，P28

33 受保护或经修复的栖息地 P13～19

34 公司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战略、现行行动及未来计划 P12～19，P30～33

35
按其濒临绝种的风险度，依次列出栖息地受公司作业影

响的以下物种数量：列入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辖下红色名册及国内濒危物种保护名录的物种

P13～18

36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及其成效 P10

37 按重量及目的地分类的污水排放总量 P21

38 按种类及处理方式分类的固体废弃物总重量 P25

39
受公司排放及径流严重影响的水体及相关生物栖息地的

性质、面积、保护状况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P13～19

40
公司运营和运输劳工所用的运输产品和其他货物及原料

的重要环境影响
P33～37

41 环境保护的总支出及投资类型 P5～6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