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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制说明 

 

1.郑重承诺：本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是真实、客观和全面的，

对企业利益相关方所关注的问题努力做出回应，也是对企业运营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绩效的客观反映。 

2.组织范围：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 

3.时间范围：2019年 1月 1 日~2019年 12月 31 日。 

4.发布周期：公司于 2019年发布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此后每年 6

月左右发布上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5.数据及说明：本报告所引用数据为 2019 年最终统计数据。 

6.改进方向：加强和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设。 

7.获取方式：本报告以电子版形式发布，可在省港航集团官网浏览

下载 http://www.ahsgh.com/。 

8.意见反馈：本报告最终解释权归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若对本报告有任何意见和建议，可按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 528号 

电话：0551-63468732（规划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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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2019 年，安徽港航朝气蓬勃 

 

这一年，我们持续深化改革，港航资源整合创造新速度 

整合任务圆满完成，整合过程平稳高效，整合工作成效显著。“安徽港航

速度”令各级领导赞赏，令行业瞩目。 

 

这一年，我们加强内引外联，对外合作交流打开新局面 

港航协作持续发力，省企合作成效显著，政府对接全面铺开，金融支持

不断加强，安徽港航“朋友圈”不断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显著增强。 

 

这一年，我们精耕港航主业，建设生产经营实现新突破 

规划体系日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安全环保态势持续平稳，

安徽港航擘画蓝图，蓄势待发。 

 

这一年，我们建立一核两翼，港航运输市场形成新格局 

全新集装箱运输体系加快构建，江海联运业务正式开启，“五定班轮”运

行模式、芜湖港集装箱百万标箱、马鞍山江海联运填补省内空白，增长速度

行业领先。 

 

 

 

 

 

 

 

这一年，我们强化建章立制，企业内控管理搭建新体系 

企业建章立制不断强化，财务管控持续加强，风险防控能力显著增强，

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安徽港航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这一年，我们深化从严治党，党建精神文明展现新形象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巡视整改深入推进，队伍建设

有效提升，党风廉政和作风建设常抓不懈，党建优势逐渐确立。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十三五”收官之年，是港航集

团继续夯实发展基础的关键之年，我们将持续不懈抓经营、稳投资、推改革、

强管理、促融合，为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提供更加坚强的港航支撑。 

 

 

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丁庆领 

2020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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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航集团 

1. 企业简介 

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8 月，位于“大湖名城”合肥，

是安徽省属国有大型一类企业，注册资本 150 亿元。港航集团是安徽省整合

港口、航道、航运、临港产业及相关资源的主要平台，承担着安徽省打造内

陆开放新高地、参与上海组合港和长三角港口群合作分工的主体责任。 

截止 2019 年底，港航集团资产总额达

180.79 亿元，增长 20.7%，职工总数 5396

人，主要业务包括港航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港

口、船闸和与其相关产业的投资运营。所属

码头主要分布在安徽沿江五港及合肥港、蚌

埠港等枢纽港口，拥有安徽省全部水运外贸

口岸的港口设施，是全国首家推动港航协同

发展的大型企业，安徽省最大港航基础设施

投资建设主体、最大港口物流企业、最大船

闸运营企业和对外开放的门户企业。             

目前，港航集团共拥有全资及控股成员企业 81 家，其中二级企业 2 家、

三级企业 47 家。面向未来，港航集团将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临江近

海和江淮沟通优势，积极发展江海联运和现代航运服务业，致力于发展成为

省内龙头港航企业和国内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企业。  

 

2.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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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荣誉 

评奖机构 奖项名称 

省委省政府 2019年度全省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优秀单位 

省国资委 2019年度省属企业青年文明号 

省国资委团工委 2019年度省属企业五四红旗团委 

省财政厅 2019年国有企业快报工作先进单位 

安徽省公路学会 安徽省交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安徽省建设工程 “黄山杯”奖 

华东地区建筑业行业协会 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华东杯”奖 

芜湖市委市政府 “芜湖市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 

铜陵市委市政府 铜陵市文明单位” 

 

4. 2019 年度关键绩效 

➢ 主要经营指标 

发展指标  绩效 

资产总额（亿元）  180.79 

净资产（亿元）  155.88 

营业收入（亿元）  22.14 

利润总额（万元）   1051.67 

投资总额（亿元）  20.7 

港口吞吐量（万吨）   10513.1 

集装箱吞吐量（万 TEU）   160.72 

 

➢ 集装箱一体化运营突破情况 

集装箱航线 完成情况  

芜湖至上海直达航线 已开通  

合肥至芜湖“港航巴士” 已开通  

郑蒲至芜湖小支线 已开通  

重庆、九江至芜湖中转航线 已开通  

蚌埠至太仓外贸航线 已开通  

蚌埠至上海内贸直达航线 已开通  

 

➢ 港航创新服务能力 

推动项目 完成情况 

沙颍河水上“ETC”系统 使用率超 80% 

芜湖港口岸单证无纸化平台 正式上线 

长江空箱调拨中心 同步启动 

安徽省港航科技信息化及智能调度中心与芜湖航运

要素大市场的建设 
稳步推进 

 

➢ 环境指标 

推动项目 完成情况 

全面推动绿色港航发展 全覆盖 

推进港口污染防治工作 全覆盖 

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应用 部分 

完善港口岸电设施 全覆盖 

 

➢ 社会指标 

推动项目  完成情况 

实际缴纳税额（万元）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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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责任大事记 

1. 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引领安徽港航高质量发展 

 持续增加全省港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港航集团以“提供港航支撑  共建水运强省”为宗旨，作为安徽省最大的港航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以全省航道、船闸、港口等内河水运基础设施的投资、建

设与运营管理为己任，同时，承担着统筹推进长三角跨区域港航基础设施建设、增

强一体化支撑保障的主体责任。2019 年完成投资总额 20.7 亿元。 

 

 

  

  

项目施工现场 

 深度参与长三角港口一体化发展 

合作联动，港航先行。港航集团着力加强资源融合深度，打造对外开放平台，

深化区域战略合作，积极推进省内港口与长三角一体化融合的深度，已由最初的非

核心领域携手投资转变到主营港口业务的深度合作、战略投资的股权合作，趋同于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联动频率和深度，助力推动长三角港航更高质量发展。 

案例  五项措施稳投资  

⚫ 一、建立项目调度机制，工作成效有力。  

⚫ 二、强化项目绩效考核，奖惩激励有度。  

⚫ 三、紧抓设计招标，管理规范有为。  

在项目设计上首次提出了“港航工程+”的理念，加强概念性设计，提升航道

工程服务水上船民、沿岸农民、城镇居民的供给能力，并在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

试点落实。推荐了“1+5+13”招标文件范本，该标准化措施有效规避了“最低价

中标”、围标串标、利益输送等突出问题。 

⚫ 四、加强投资规划，管理标准有章。  

⚫ 五、突出作风建设引领，责任落实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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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高质量的港口物流运输服务，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遍布全省各地的港口设施 

港航集团以“通江达海  航运五洲”为使命，致力打造全省最大的港口物流企

业，在全省 13 个地市（宿州、亳州、黄山除外）运营的生产用泊位 155 个，散杂

货设计通过能力为 1.13 亿吨/年，集装箱设计通过能力 142.98 万 TEU/年。2019 年，

完成散杂货吞吐量约为 9097.6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 160.72 万 TEU，分别占全省的

16.4%和 89.6%。集团已经基本涵盖全省集装箱、煤炭、矿石、商品汽车等重点物

资的港口运输业务。另外，安徽省共有 10 家 4A 级港口物流企业，集团控股 4 家，

参股 1 家。 

 

 

内河集装箱百万 TEU——芜湖港 

 

案例  加快江海联运中心建设助推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发展  

⚫ 10 月 23 日，安徽省港航集团与舟山市人民政府、浙江海港集团三方共

同签订《推进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加强江海联运合作框架协议》。  

 

⚫ 12 月 22 日，“创新 8 号”海轮满载 13300 吨铁矿石，从宁波舟山港驶

出，于 12 月 24 日中午顺利抵达马鞍山中心港区。该船在马鞍山中心港区

进行中转分拨后，换装两条 7000 吨级内河船舶，运往重庆长寿港区，标

志着安徽港口江海联运中转业务正式开启。 
 

⚫ 下一步，省港航集团将与浙江海港集团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进水

水过驳、铁水联运业务发展，打造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储备加工基地和安徽

集散中转基地，培育大宗商品区域交易市场，建设芜湖、马鞍山江海联运

中心，高效服务省内及长江上游重庆、湖南、江西等地企业，助推安徽发

挥承东启西区位优势，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战略支点。  
 

 
 

 

“创新 8 号”海轮满载 13300 吨铁矿石在马鞍山港换装内河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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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江海联运枢纽港——马鞍山港 

 

夜幕下的合肥港 

 

船闸美景 

 遍布全省各地的船闸设施 

港航集团是全省最大的船闸投资、运营企业，积极支持腹地经济社会发展，优

先保障抢险救灾、重点集运物资和集装箱船舶运输，严格落实过闸费减免优惠政策。

2019 年，安徽省共有运行船闸 36 座，港航集团运营船闸 23 座，占全省 64%，全

年完成船闸过闸量 2.8 亿吨，优先提放过闸

船舶 10875 艘，提放船舶过闸量 2256 万吨，

全年累计减免过闸费 1992 万元。 

 为应急物资运输提供保障通道 

2019 年 4 月，港航集团与武警安徽总队

签订应急运输投送协议，在处置突发事件时，

积极提供船舶调度，快速组织装备、物资的

港口装卸，提高和保障了武警部队的应急运

输投送能力，贯彻落实了习主席军民融合战

略思想，积极配合做好运输投送军民融合工

作。                                          应急物资优先过闸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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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全省对外开放门户，推动安徽外向经济发展 

安徽省现有 7 个水运口岸，其中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 5 港为国家

一类开放口岸，合肥港、蚌埠港为二类水运口岸，所依托的港口设施几乎全部隶属

于港航集团。2019 年，港航集团建立全省“一核两翼”集装箱运输总体布局，采取

“五定班轮”模式运营，并开通了蚌埠至太仓外贸航线、蚌埠至上海内贸直达航线、

郑蒲至芜湖小支线、重庆、九江至芜湖中转航线等集装箱航线。全年完成港口吞吐

量 1 亿吨，同比增长 2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60.7 万标箱，同比增长 23%，芜湖

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00 万标箱，填补了我省无百万标箱集装箱港的空白。 

 

案例  “一核两翼”集装箱运输体系  

⚫ 3 月 28 日，开通上海至芜湖“两港一航”直达航线,按照“五定班轮”(即

定港口、定航线、定班期、定运时、定船舶,是当前长江集装箱班轮航线运行

效率最高的一种开行方式 )模式操作 ,填补了安徽省港口集装箱运输空白 ,芜

湖至上海洋山中转干线船时间由 7-10 天压缩至 5 天以内,为安徽省进出口企

业融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一条“高效、快捷”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 4 月 16 日，合肥-芜湖“港航巴士”正式首航。以“班次密度高、航行速

度快、运输成本低、服务保障优”水上服务品牌，全面提升我省港口物流服

务水平。 

 

⚫ 5 月 28 日，安庆-池州-铜陵-芜湖皖江小支线“港航巴士”正式首航，使

沿线港口对接上海港外贸干线船舶全程时间将由原先最长 14 天压缩至 7 天以

内，极大地提高了我省集装箱运输效率。  

 

 

 

“一核两翼”集装箱运输示意图 

 

芜湖港集装箱突破百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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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芜湖“港航巴士”首航 

 

蚌埠港二类口岸开通仪式 

 

“扫一扫”轻松进出港 

4. 港航信息化发展为各方带来便捷与实惠 

 芜湖港口岸单证无纸化平台，“扫一扫”即能轻

松进出港 

为打造芜湖港现代化智慧港口，先期实施“单证无

纸化”应用，提高了口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推进安徽

省港航资源整合和长三角一体化，优化省内口岸营商环

境，提升港口服务水平。 

 ETC 过闸服务系统，让船民“无须上岸、无须

待闸” 

2019 年 7 月，沙颍河水上“ETC”系统全线开通，

沿线船闸在运行管理、船舶建档信息等方面实现数据          皖航通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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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真正进入了“过闸无须上岸，登记不再跑腿”的互联网时代，2 个月使用率

超过 80%。沙颍河水上 ETC 系统是继合裕线水上 ETC 后又一条全线使用的过闸系

统，是港航集团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打造“温馨服务、畅美船闸”特色品牌的

一项重要举措。使用该系统时，船民只需在“皖航通”APP 上提前申报，船闸工作

人员核实信息后，即可完成缴费、调度等过闸流程，实现船民不上岸即可完成过闸

手续，有效提高了船舶过闸效率，切实提升了船闸服务质量和现代化水平。 

5. 高站位开展扶贫攻坚工作 

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部署，保障重点区域水

路运输通道畅通，陆续开工建设了淮河干流、涡河、浍河、新汴河航道等整治工程，

2019 年在贫困地区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 5.5 亿元，项目完工后将将为皖北、皖

西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水运支撑。港航集团成立时间短，没有明确的对

口帮扶单位，仍积极主动参与脱贫攻坚战，把助力扶贫攻坚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打赢扶贫攻坚战。认领捐建望江县高士镇黄河村防洪闸工

程，扶贫认捐 4 万元，资金均已到位。 

三、加强环境保护 

港航集团始终坚守安全环保红线意识、底线思维，积极推进绿色港航发展。所

属企业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建设和完善地面冲洗水、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船舶

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和垃圾等污染物接收设施，所属危险货物码头企业全部建成事

故污水收集设施。设置防风抑尘网，配备雾泡和喷淋设施、洒水车，推进港口岸电

设施全覆盖。 

 

 

 

案例  上级领导考察港航集团港口防污染设施建设情况  

⚫ 4 月 25 日，省人大副主任刘明波一行莅临蚌埠港调研《水污染防治法》执

行情况。实地查看了蚌埠港船舶油污水接收池建设和使用情况，了解过往船

舶船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港口环保治理采取的相关措施。调研组一行对蚌埠

港在水污染防治方面采取的措施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 11 月 12 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省政府副省长何树山赴慈湖港调

研港口环保工作。对慈湖港务公司环保设施投入和建设给予肯定。近年来，

慈湖港务公司牢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环保工作，

逐步加大对环保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先后建设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点、雨

污水收集装置、船舶接电箱等环保设施设备，和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达成港

口岸电工程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建设高标准的岸电设备。  
 

 

四、建设平安港航 

企业的背后是员工，员工的背后是家庭。港航集团时刻牢记企业安全生产责任

重于泰山，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积极组织安全教育培训，持续强

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不断提升“平安工地”

“平安船闸”“平安港口”建设水平。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等级事故，未发生

特种设备责任事故，职业病发病率为零，事故隐患整改率 100%，对 5300 多户职工

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安徽省港航集团                                                                                                                                                                       2019 年社会责任报告 

10 

 
港口船舶油污水、生活污水存储设施 

  
港口船舶沉淀水、固体垃圾存储设施 

 
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 

 

五、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港航集团秉持爱心向善的初心，弘扬乐善好施的中华传统美德，担当扶危济困

企业公民责任，在社区共建、志愿服务、抢险救灾等方面积极作为，贡献港航力量，

体现国企担当。经常组织员工做为社区志愿者，看望空巢、独居、孤寡老人和残疾

人，关心其生活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其排忧解难。 

 

港航集团开展“邻里守望，与爱同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 3 月 26 日，港航集团与茶亭社区共同组织开展了“邻里守望，与爱同行”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走进社区看望空巢、独居、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为他们

带去了真诚的问候及慰问品，并与老人们亲切交谈，了解老人们的生活所需、起居

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在港航集团营造“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氛围。  

 
 

  

 

六、携手员工成长 

1. 培养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集团成立伊始，即着手

打造安徽港航人自己的企业文化，通过广泛征集、评选、提炼，形成了企业宗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B5%E9%AD%82/737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5%8F%91%E5%B1%95/109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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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使命、核心价值观等港航集团文化要素，通过软实力的打造促进安徽港航“六

合”发展*。 

*备注：“六合”发展指，“整合”向“融合”、“力合”向“心合”、“形合”向“神合”发展。 

 

  

“同升国旗共唱国歌”活动         “我与国旗同框”活动   

  

“我的港航我的家”主题演讲   安徽省第四届职工运动会游泳比赛 

2. 完善职业发展体系 

加强直属企业党委班子配备，不断提高集团公司党委和管理的所属企业党委班

子成员双向交叉任职比例。加大人员选配力度，提拔、交流干部 35 人，集团总部

实施公开招聘、内部选调，有效充实干部队伍力量。 

积极践行“以人为本 和谐发展”企业核心价值观，关注每位员工个人发展，

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学习等，培训课程或宣讲会等形式对建设管理、法务、信息化、

税收等进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升员工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 

 

 

 

入职选拔考试现场 

 

 

2019 年 7 月 31 日港航集团举办新进企业财务软件上线培训 

3. 关爱员工 

港航集团组织了多次对生活困难员工进行慰问活动，关心困难、离退休职工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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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建设青年学习室“青年之家”，开展“百年五四 传承有

我”主题青年读书分享会，“随手拍”摄影展，“迎新春”职工书法、美术、手工作

品展，文艺汇演等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激励广大职工深入生活、扎根港

航、奉献社会。 

 

 

港航职工书法展 

 

港航职工美工展 

 

七、加强党的建设 

2019 年，在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港航集团党委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不断夯实党建基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落实

宣传思想工作，着力打造港航特色文化，推动划转企业由“整合”向“融合”、“力

合”向“心合”、“形合”向“神合”的转变，全力助推港航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统领，全面推进党建工作要求进章程，确立党在企

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强化政治建设，修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

突出抓好政治学习，不断提高各级党委班子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严格执行民主

集中制，落实党委会前置程序，修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完善党委会、办公会

等议事决策程序，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充分发挥。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同步做好划转企业党组织隶属关系接转，持

续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有效提升党组织组织力。 

 

党建工作视频会议 

 



 

安徽省港航集团                                                                                                                                                                       2019 年社会责任报告 

13 

2. 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全面一体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四项重点措施，深入开展“1+8”

集中治理专项行动，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广

大党员干部初心使命更加坚定自觉。 

3. 巡视整改深入推进 

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扎实有效，以“不贰过”的精神深挖根

源、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集中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巡视整改长

效机制逐步完善。制定巡察工作实施办法，经省委巡视办批准同意，对直属企业党

委开展巡察。 

4. 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常抓不懈 

单独设立纪检监察室，充实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力量，深化运用执纪监督“四种

形态”，制定重要职权风险防控流程图，编印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建立干部廉政档

案，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扎实开展“严规矩、强监督、转作风”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作风建设大讨论活动，制定作风建设“五个严

禁”规定，为集团公司发展提效增力。 

5. 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举办同升国旗共唱国歌等 6 个主题活动，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干部

职工精气神充分提振。广泛征集企业文化要素，深化“温馨服务、畅美船闸”服务

品牌建设，推进“卓越、创新、奉献”文化品牌建设，着力构建以党建为统领、具

有港航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划转企业由“整合”向“融合”、“力合”向“心合”、

“形合”向“神合”转变迈出坚实步伐。凝聚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力，系统内涌

现出颍上船闸、马鞍山港口公司桥吊司机毛本莲等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门户网站

等宣传阵地建设不断完善，重大主题宣传成效明显，港航集团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持续提升。 

 

 

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汇演 

 

八、描绘港航新未来 

港航集团坚定不移推动区域港航协同发展，不断扩大港航国际“朋友圈”，发

出安徽港航声音，讲好安徽港航故事。 

2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简称长航局）在重庆组织召开 2019

年长江港航工作座谈会，省港航集团应邀参加会议。会议提出，长江航运全行业要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江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瞄准“高质量发展”总目标，

始终把握“五个关系”总要求，始终坚持“一盘棋发展”总方针，始终突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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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始终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始终

坚定“一张蓝图干到底”的信念，团结一致，戮力同心，合力推进长江航运高质量

发展。 

3 月 28 日，大型港口企业座谈会在天津召开，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出席会

议并讲话，丁庆领董事长参加会议。 

 

 

港航集团参加全国大型港口企业座谈会 

 

 

港航集团参加中国航海日论坛和第五届海丝港口国际论坛 

 

7 月 11 日-12 日，省港航集团应邀出席在浙江宁波召开的中国航海日论坛和第

五届海丝港口国际合作论坛。30 多家行业国际组织和港航企业负责人出席了高层圆

桌会议。大会就“关注港口可持续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分享成功经验和最佳

实践，积极致力绿色港口建设，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应有努

力和积极贡献”开展热烈讨论，并通过了《海丝港口绿色发展愿景》。 

《愿景》希冀与会各方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普及绿色能源应用，增强港航可持

续发展能力，加强港口绿色发展协作。呼吁港航界人士将“港口、人、自然”和谐

相处的绿色发展理念渗透到各项港航行为之中，自觉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努力创

造更多的绿色价值，让海洋和空气更清洁，让港口和城市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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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表 

 

尊敬的利益相关方： 

您好！ 

非常感谢您阅读《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为发挥

报告的沟通交流作用，并积极推进集团的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我们真诚期待您的

意见和建议。（注：请您在合适的“□”内打“√”） 

1. 您对港航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评价是： 

□非常好    □好    □一般    □较差    □差 

2. 您认为港航集团在利益相关方沟通上做得如何？ 

□非常好    □好    □一般    □较差    □差 

3. 您认为港航集团在经济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非常好    □好    □一般    □较差    □差 

4. 您认为港航集团在环境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非常好    □好    □一般    □较差    □差 

5. 您认为港航集团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非常好    □好    □一般    □较差    □差 

6. 您对本报告的总体评价是： 

□非常好    □好    □一般    □较差    □差 

7. 您对港航集团履行社会责任及本报告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