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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企业业责责任任观观

激激励励员员工工，，引引领领员员工工积积极极进进取取拓拓展展职职业业生生涯涯————对对员员工工的的责责任任

以以客客为为荣荣，，以以优优质质产产品品和和服服务务满满足足客客户户需需求求————对对客客户户的的责责任任

回回馈馈社社会会，，为为社社会会和和谐谐发发展展奉奉献献爱爱心心作作贡贡献献————对对社社会会的的责责任任

心心系系地地球球，，建建设设环环保保企企业业为为绿绿色色环环保保而而努努力力————对对环环境境的的责责任任

描描绘绘未未来来

致致力力于于成成为为全全球球领领先先的的通通信信后后备备、、储储能能应应用用领领域域、、动动力力电电源源和和

新新能能源源领领域域系系统统解解决决方方案案的的提提供供商商。。
陈博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做做优优秀秀的的企企业业公公民民对对责责任任永永续续担担当当

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通信后备、储能应用领域电源、动力电源和

新能源领域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正在作不懈努力，深感责任重

大。

多年的开拓进取与锐意创新，使南都电源不仅创造了姣人的经营业

绩，也体现了高尚的价值观念。我们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企业价值与客

户价值、股东价值、员工价值、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不断满足客户的

核心需求，协同客户展现商业价值是企业的定位和责任；重视环境保护，

捍卫良好的地球环境是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做优秀的企业公民，对责任

永续担当是企业的承诺和行动。

责任是考量企业的“试金石”，我们以责任来履行使命，我们以责任

来实现愿景，我们以责任来体现南都人发愤图强的精神。

让 narada 南都在全球释放更大的能量！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二 O一 O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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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公司始终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工作，围绕通信、动力、储能及系 

统集成领域，系统性地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工作，以创新驱动引领企业技术进 

步，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

公司拥有长期伴随企业成长的具有丰富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强大研发团队，设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认可实验室、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先进的研发平台，技术创新能力 卓越，并注重外

部合作，建立开放的创新系统，在高温型节能电池、铅炭电池、锂离子电池、分布式微网储能 系统、电池材料

等核心技术方面形成显著的技术优势。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申请专利 145 项，其中发明专利 52 项；2020 年度授权专利 49 项，其

中发明专利 9 项。截止 2020 年底，公司拥有专利 100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400 余项。 

可靠可信赖的新能源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Tew Energy二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Enormous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核心技术及产品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CAP1400 超大容量1E级阀控蓄电池自主化研制：CAP1400 超大容量1E级阀控蓄电池产品具有能量

密度高、大电流性能优、长时放电能力强、长寿命和全寿期智能监测的特点，并可在柜内叠放，实现紧凑布

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际空白，技术及产品居国际领先水平，可在 CAP1400 三代压水堆核电站应

用，并可推广至其它核电项目。得到行业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与认可，为产品的市场推广奠定了基础。

南都鸿芯高速车动力电池包：在汽车动力电池领域，公司从低速电动汽车细分市场为切入点进入四轮车

动力电池市场。公司已与鸿日汽车、雷丁汽车等国内主要的低速电动车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动力锂电池

包总成采用了长寿命磷酸铁锂电池技术，以大模组电池包设计大幅提高了电池装配效率，并运用通用化、标

准化模块设计覆盖多款电池包，有效为客户提供不同里程的配置方案。

开发石墨烯动力电池，引领两轮动力领域：我司与动力两轮车龙头企业进行深入的技术合作，将具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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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主研发之外，公司积极开展同国际、国内高层次企业、院校的技术合作，共同进行电池技术、系统集

成、相关标准制定等，实现科研资源共享，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保证公司持续走在行业技术领域前沿，进一步

强化公司核心技术优势。

2020 年与浙江大学一起承担浙江省重点科技项目《高比能固态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及电池制造技术开

发》，在固态锂电无机/有机复合电解质质膜，高性能干法电极制备、多层原位复合膜、高镍正极材料的界面改

性等技术上均有较大突破，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继续推动固态电池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合约共建中国首个“储能科学与工程”学科，与华北电力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签署共建合约，极大提升行业影响力。

公司实验室顺利通过 CNAS 复评审、扩项、变更审核，并荣获 CTF 认可实验室资质，由国际权威第三

方检测认证机构 SGS 进行授牌，成为国际级认证实验室。

开展国际、国内高层次技术合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导电性能的石墨烯引入动力铅酸电池设计中，在石墨烯多项关键技术中实现突破，研发成功了高能量密度、

长寿命、高倍率的石墨烯动力电池，从而引领了铅酸动力领域技术的发展。

智慧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护航储能产业安全发展：南都电源基于对电池特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以集成研

发、测试仿真、智能运维平台为支撑，提升储能系统性能、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公司持续深耕锂电储能

系统集成技术，密集推出多项智慧储能集成解决方案，采用平台化设计，覆盖多场景使用需求。智慧储能系

统解决方案集成了设计安全、电气安全、电池安全、功能安全以及环境适应安全的核心技术，经过国际权威

第三方认证机构Intertek严格测试评估，储能系统符合UL9540/UL9540A/IEC/ATEX/NPFA855的安全

要求。与此同时，公司开发了eCloud智慧储能云平台及可视化集控联网平台，对所辖电站统一远程集中监控

及智能化分析，利用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挖掘等与储能跨界融合，实现全方位数字化、精细化、效益化管理，

保障电站安全、高效、稳定运行，实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储能电站智能化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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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电源储能技术服务团队零时差服务于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十余个储能项目，

服务内容覆盖储能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为公司欧洲储能市场的持续开拓提供

了坚实的支撑。

为深耕欧洲储能市场，强化属地服务，公司在德国成立欧洲储能服务中心。为欧洲客户提供定制化的属 

地服务，解决之前因地理距离原因，国内运营维护人员无法快速到达现场处理建设和运维问题的难题，进一 

步提升储能业务服务实力。

南都电源国内团队也将为欧洲储能服务中心提供强有力的专业远程技术支持，一起为客户提供更优质、 

及时的服务。

未来欧洲储能项目开工建设后，常驻德国的欧洲储能服务中心人员可以快速到达项目现场，对项目建设

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对建设工作进行全方位的专业指导和监督。

项目落成投产后，通过南都智慧储能远程监控平台，实时监控储能电站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发现并跟踪

可能出现的故障，实现集中监控和高效管理，为客户提供更安全可靠的运营维护服务。

成立欧洲储能服务中心 强化属地服务

海外亮点项目

项目名称 功率（MW） 容量（MWh） 投运时间

美国德州新能源并网项目 40 55 2021 年

秘鲁热电储能调频项目 16 8 2020 年10月

哥伦比亚热电储能调频项目 7.3 3.9 2020 年底

澳洲北领地调频储能项目 5.68 2.84 2020 年4月

2020 南都电源社会责任报告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18

● 5G 通信

2020 年以来，我国政府密集部署 5G 等新基建项目，根据工信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20 全国以 5G 为 

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2020 年全年新建 5G 基站超过 60 万个，实现所有地级以

上城 市 5G 网络全覆盖。统计数据显示，三大运营商 2021 年资本开支预算合计为 3706 亿元，同比增长 

10.69%，5G 相关的资本开支预算合计达 1847 亿元,如果加上中国铁塔，四家基础电信企业 2021 年将在 

5G 网络建设上投资共计 2031 亿元，较去年进一步增加。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5G 高质量发展的一年，同时还是 5G 应用落地开花的关键一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 5G 网络和千兆光网建设力度，丰富应用场景”，作为 5G 网络的重要载体和支

撑基础，5G 网络建设和应用落地一直备受关注。工信部计划，2021 年将有序推进 5G 网络建设及应用，加

快主要城市 5G 覆盖，新建 5G 基站 60 万个以上。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预计，未来五年年均新建 5G 基

站数量将维持在数十万个及以上，单年新增市场空间接近百亿元级别。根据投资及建设规模，预计今后五年

中国新 建及改造的 5G 基站后备电池需求量将超过 50GWh，海外总体需求与中国持平。

与 4G 基站相比，5G 基站能耗翻倍，覆盖密度增大，需要长寿命、低成本且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源系统， 

同时原有电源系统需要扩容升级，锂电化会在部分应用场景中成为趋势，但在用电量大、安全性要求高的场 

合，铅蓄电池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今后将与锂电长期共存。

南都电源已在电池领域经历 25 年专业化发展，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与市场积淀，公司自上世纪 90 年代

起从后备电源领域出发进入电池行业，从 2G 到 5G 时代，公司均作为后备电池主要供应商，伴随着全球通

信产业发展而成长壮大。通过多年深耕，公司通信后备电源业务已覆盖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沃达丰电信、新加坡电信、华为、爱立信、中兴通讯等国内外主要通信运

营商及通信设备集成商形成深度合作，国内市场占有率保持稳定，国外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始终处于领先

地位。

● 数据中心

2020 年，全球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备总收入(包括云和非云硬件和软件)达到 1650 亿美元，其中公共云 

基础设施占总收入的 43%。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等硬件占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市场的 77%，操作系统、虚拟

化 软件、云管理和网络安全等软件占 23%。

保障通信与大数据安全
Assurance of comunication and big data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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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环的产业链
Notable achievements in recycling of renewable resources

南都电源打造了“铅电池循环产业链”和“锂电池循环产业链”两大产业闭环，通过持续打造锂电再生、

铅蓄电池再生及新材料的综合利用平台，让我们的产品获得第二次生命，降低对自然资源开采消耗，推动了

绿色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 回收作业体系全面布局

南都电源通过提前布局专业回收公司——快点科技、倾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华铂

科技，积极参与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主动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目前已在浙

江，安徽，湖北等 7 个省市共建立转运中心 22 座，收集网点 370 余家。

快点科技依托其强大的数字化、互联网+科技回收的专业合规资质回收平台，辐射超过 8 万商家和 

4000 万人个人用户，废旧铅蓄电池年回收规模达到 81.8 万吨。快点科技建立高效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对

电池生产、销售、物流、回收、仓储均自主设计并研发多款智能管理系统，通过“快点动力”“租点动力”手机 

APP，精准定位每一位客户需求。

● 生产者责任延伸

南都电源积极参与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除申报浙江试点外，还参与

山东、海南、安徽、重庆、福建、四川、河南、江苏、湖北、江西等多省市回收试点申报；参加生态环境部固管

中心在成都举办的 2020 年全国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环境管理会议，在会上快点科技做了回收

工作的发言，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及与会百余家相关企业考察参观四川快点科技公司；积极参与相关标准的

编制，参与《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点编码》《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点管理规范》《再生铅废塑料清洗技术规范》等 

7 个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 铅电池循环产业链

我国再生铅工业自 2010 年起，一直处于规范化的过程之中， 2016 年 11 月和 2018 年 3 月，工信部

和环保部先后出台了再生铅规范条件，逐步提升行业准入门槛，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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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国再生铅产量已由 2015 年的约 119.41 万吨提高至 2020 年约 319.51 万吨，再生铅产量占比达到

48%，但是与发达国家的 80% 左右的占比尚有较大差距。同时，近年来，为规范废旧电池回收行业，国家陆

续出台《再生铅行业规范条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严格限制年处理量及排污指标的发放，对收集、转运、贮存、处理等重要环节进一步严格规范和审核。电池

产品的社会责任进一步延伸，再生资源行业的环保整治也逐步延伸至废旧电池的回收环节。构建产品到回收

及处理再利用整个闭环的渠道，将成为下一步行业发展的重点。

2015—2018 年，南都电源收购安徽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进入环保型资源再生产业，打通了蓄

电池产业链。华铂科技位于安徽界首田营循环经济产业园，该园区作为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是全国规

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循环利用产业园区，区位优势明显。华铂科技具有铅回收资质，是全国规模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再生铅企业。华铂科技铅蓄电池回收采用最严格的环保控制体系，工艺、技术、装备全球领先，废

旧电池回收实现全过程绿色、环保、无害化处理，有效解决了行业内存在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高、资源综合

利用率低等关键性技术难题，金属、塑料回收率可达 99% 以上，2018 年 11 月，华铂科技二期顺利投产。废

旧铅蓄电池年总处理能力达到 120 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铅资源再生工厂。

● 锂电池循环产业链

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兼具资源综合回收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意义，是构筑新能源汽车产业闭链循环

的关键所在。动力锂电池回收利用在我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动力锂电池回收的政策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近

年来，工信部陆续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实施方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

合利用 行业规范条件》《2020 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等系列措施，强调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蓄

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从回收、梯次利用以及溯源监管三方面下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随着相关法律法规

的逐步 完善，锂电综合回收行业将进一步规范并形成规模，有利于公司锂电回收业务开展。

公司位于安徽界首田营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子公司华铂新材料、南都华宇与中南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共同

成立技术开发小组，同时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进行锂离子电池回收与再利用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目前南

都电源全资子公司安徽南都华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首期年处理 2.5 万吨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项目正加快

建设进度，预计将于 2021 年三季度试生产。 

未来南都电源将继续以技术、品牌为核心，参与国际竞争，致力于成为全球通信后备电源、储能应用电

源、动力电源、环保型资源再生领域系统解决方案的领导者，积极推动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实现“推动智

慧能源革命，创造绿色美好生活”的宏伟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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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电源成立由总裁直接负责的环境管理委员会负责环境保护工作，下设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具体负责

环境工作，通过组织机构搭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环境管理网络体系，并实行环境保护责任制，

与各责任部门签订责任书，环境问题一票否决。

环境管理体系方面，南都电源拥有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设施，从改革生产工艺和引进高新生产设

备着手，加强环保设施建设、加大生产工艺研发投入，并通过“三废管理、能资源管理”一系列环保管理制度

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环境保护
Preservation of environmen

● 环境方针  

致力于企业、环境的和谐共存与持续发展  

 

● 环境目标  

达标排放：国家标准达标排放率 100% 

节能减排：以 2017 年为基准，五年实现单位产品资源消耗和三废排放降低 10%。

● 污染物排放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南都电源污染物排放主要为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噪声，所有污染物排放均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南都电源率先在行业内完成新版排污许可证换发，并严格执行依证排污和证后管理工作。

● 环保投入

充足的资金是做好环保工作必不可少的保证，只要是环保工作需要的，公司绝对支持，并且在审批过程

中，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尽快使资金落实。

● 环境监测

自行监测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自证清白的重要手段，南都电源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开展环境自行监测

工作，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环境监测人员，作为自行监测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负责提供公正、科学、可靠的监测数据，公司设置专

门的环境监测岗位，并配备专职化验工程师和环境工程师，从业人员均取得相应资质证书。

采样和分析设备配置，配备有青岛崂应公司自动烟尘（气）测试仪、中流量智能 TSP 采样器以及美国 

Perkin Elmer 公司 ICP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等一批先进的环境监测设备。

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制定环保监测质控制度，使用规范的标准样品、质控样品等来控制监测质量。自

2014 年起每两年组织参加外部实验室能力验证，能力验证结果均为满意，并且稳健标准差均≤|0.2|。

● 铅蓄电池企业生产者责任延伸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环办固体

[2019]5 号）和《关于继续开展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

〔2020〕726 号）的要求，南都电源积极参与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主动承担生

产者延伸责任，通过销售渠道逆向回收废铅蓄电池。南都电源通过提前布局专业回收公司——快点科技、倾

力打造先进的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华铂科技，打通了蓄电池产业和生产者责任延伸的链条。目前已在浙江，

安徽，湖北等7个省市共建立转运中心 22 座，收集网点 370 余家，形成了“原材料——电池制造——产品应

用——运营服务——资源再生——原材料”的全封闭产业链，构建生态循环体系，提升行业生命力。

2020 年南都电源积极参与相关标准的编制，参与《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点编码》《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点管

理规范》《再生铅废塑料清洗技术规范》等 7 个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 无有害物质管理

南都电源 2008 年开始导入 QC080000 无有害物质管理体系，系统管理有害物质，确保产品符合电池

指令。此外，根据欧盟《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 指令）的规定，对十项

有害物质：铅、汞、铬、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

酯、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从整个供应链进行管控，定期检测，确保产品符合要求。

●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

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

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可能危害。

清洁生产的核心是“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清洁生产改变了过去被动、滞

后的污染控制手段，强调在污染发生之前就进行削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减小末端治理的负担，而且有效避

免了末端治理的弊端，是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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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工作环境

● 餐厅

公司设有员工餐厅，为员工提供工作餐服务。餐厅环境宽敞，菜肴品种丰富，食品安全卫生。公司通过

餐饮原材料供应商资质把控、食堂环境卫生、食品存储规范、菜品留样等手段加强食堂饮食安全管理，保

证员工用餐环境的整洁有序和饮食安全。此外，还通过员工意见征集等，不断变化菜式，保证员工餐饮的

营养卫生。

● 宿舍

公司设有员工宿舍，宿舍配备衣柜、桌椅、空调等生活设施，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员工可根据

需要申请入住。

● 绿化

公司注重环境绿化和美化工作，开展绿化认育、植树节等活动，倡导员工关心环境绿化，提高工厂环境

品质。

公司每年举办趣味运动会、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每月为当月生日员工举办集体生日会，不定期组织员工健

步走、登山以及其他旅游活动；每年组织技术比武活动，鼓励员工积极向上实现职业拓展。公司建有健身房、

网球场、篮球场等体育场馆，设有乒乓球桌和台球桌等体育设施。公司定期开展总裁接待日制度活动、创意

提案制度活动和车间班组座谈等活动，体现民主管理力度，鼓励员工创新工作为企业献计献策，提出合理化

意见和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员工提案公司将给予表彰奖励。

丰富多样的活动

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严重威胁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南都电源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成立

疫情防控指挥组，从防控机制、人员保障、生产计划、物资准备、运行保障等，全方位部署防控方案，建立健

全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做到精准防控，全力保障员工健康安全。

疫情防控指挥组发布疫情防控管理大纲文件 22 份，管理细则 14 份，《疫情防控简报》及各生产基地跟

踪 89 期，对外做好政府沟通，对内做好防疫管理，并通过电子邮件、内部 OA 推送、微信公众号、实体海报

等方式向员工普及防疫和卫生知识，提高全体员工的防疫意识，完善常态化防疫机制，确保公司全体员工零

确诊、零感染。

科学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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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供应链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可持续的供应链不仅包括产品，还涉及环境保护、健康安全、劳工、商业道德等议题，南都电源将可持续

发展融入采购战略和业务流程，要求供应商在依法依规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业务，鼓励供应商持续

改善，建设负责任的、安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供应体系。

1. 打造规范、专业、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随着公司近年来的不断发展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我们对于提升采购及时性、降低采购成本、确保采

购合规性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南都电源依托 “一个平台、一个标准、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模式，努力打造一

个规范、专业、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从采购战略、供方开发、采购监管、集采招标、供应商管理等各个维

度统一要求，与合作伙伴共同享受发展机遇，为供应商提供不断扩大的发展平台。

2. 供应链管理信息化数据化

南都电源建立统一的 SRM 平台，整合公司内部 SAP、MES、PLM、资金支付等系统，实现从供应商注

册到货款支付的全流程可视可追踪，打造了阳光高效的信息化系统。

南都电源借鉴行业内最佳实践，梳理优化公司端到端的核心业务流程，提高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实现公

司资金流、产品流和信息流的高效协同。

3. 构建绿色供应链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指令、标准等，要求供应商确保产品和零部件不含相关法

律法规或客户限制的化学物质。鼓励供应商实施系统的产品环保和生命周期管理，做到绿色设计、绿色生

产，从源头上控制各种限制物质的使用，构建绿色供应链。

4. 供应商社会责任风险评估

公司持续改进和完善供应商社会责任风险评估体系，从管理体系、生产技术、污染物防治、公众关系等

各方面综合评估供应商社会责任风险，根据风险等级区别管理供应商。公司鼓励供应商进行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等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清洁生产，降低社会责任风险。对于绩效表现好的供应商，在同等条件下提高采

购份额，优先提供业务合作机会；对于绩效表现差的供应商，尤其是违反 CSR 红线要求的供应商，减少采

购份额或业务合作机会，要求限期整改，甚至可能取消合作关系。

5. 签订供应商社会责任承诺书

南都电源的供应商社会责任承诺书，内容包括劳工标准、健康安全、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道德规范等。

截止到 2020 年，我们已推动所有在供供应商和新开发的供应商签署社会责任协议，以强化对供应商的社会

责任要求。

6. 供应商社会责任自查及改善

每年向中等风险以及高风险供应商发出社会责任调查表，调查表涵盖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污染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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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南都电源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CSR 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1/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

ISO14064-1
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的量化和报
告的规范及指南

SA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QC080000 电子电器器件和产品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

EICC 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电子行业行为准则

RBA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责任商业联盟行为准则

RoHS 指令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
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1GWh=1000MWh=
1×106kWh=

容量单位，gigawatt-hour，吉瓦时；megawatt-hour，兆瓦时；
kilowatt-hour，千瓦时 = kilovolt-ampere-hour，千伏安时

1GW=1000MW=1×106kW 功率单位：gigawatt，吉瓦；megawatt，兆瓦；kilowatt，千瓦

基站
提供移动通信信号发射、转发和接收的设备，覆盖半径为 1-35 公
里，是网络覆盖系统的核心设备。

温室气体

大气中能强烈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热），促成温室效应的气体。
京都议定书中 控制的 6 种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亚氮（N2O）、氢 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SF6）。

碳中和
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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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表

报告内容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4）对标

关于本报告 G4-18, G4-28, G4-29, G4-30, G4-31, G4-32

总裁致辞 G4-1

管理可持续发展

公司概况
G4-3, G4-4, G4-5, G4-6, G4-7, G4-8, G4-9, G4-14, G4-15, G4-
16, G4-17, G4-34, G4-EC1

社会责任战略与管理 G4-1

利益相关方参与 G4-24, G4-25, G4-26, G4-27, G4-SO1

商业道德与商业责任 G4-56, G4-SO3, G4-SO4, G4-SO5, G4-SO7

可靠可信赖的新能源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G4-EN27

拓展智慧储能业务领域 G4-EN27

保障通信与大数据安全 G4-EN27

绿色能源驱动未来 G4-EN27

可循环的产业链 G4-EN28

为了美好的环境

绿色可持续发展 G4-EN1, G4-EN2, G4-EN27

环境保护
G4-EN1, G4-EN2, G4-EN6, G4-EN7, G4-EN22, G4-EN23, G4-
EN24, G4-EN28, G4-EN31,G4-PR1

减少碳排放
G4-EC2, G4-EN3, G4-EN 5,G4-EN6, G4-EN7, G4-EN15, G4-
EN16, G4-EN18, G4-EN19, G4-EN20, G4-EN21

共同发展

关爱我们的员工
G4-9,G4-10, G4-11, G4-EC1,G4-LA1, G4-LA2, G4-LA9, G4-LA10, 
G4-LA11, G4-LA12, G4-LA16, G4-HR3, G4-HR4, G4-HR5, G4-
HR6, G4-HR12

健康安全至上 G4-LA5, G4-LA7

可持续的供应链
G4-12, G4-13, G4-EN32, G4-EN33, G4-LA14, G4-LA15, G4-HR10, 
G4-HR11, G4-SO9, G4-SO10

公益事业 G4-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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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标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