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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一带一路”的远航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在“一带一路”建设大潮中，电建海投正是这样的弄潮儿。四年前，“一带一路”问世，这个

“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的倡议从无到有，由点及面，造就了一个个典范。“一带一路”共

商、共建、共享的建设理念也成就了电建海投的发展。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和首批落地能源项目，项目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走出去、求共赢的故事受到《人民日报》头版关注。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是中资企业首次在海外获得全流域水电开发权的项目，被老挝副总理

称为“一带一路”上一串耀眼的明珠，也将成为中老两国友谊的丰碑。

尼泊尔上马相迪A水电站是中资企业在尼泊尔投资的第一个水电站，建设过程完美展现了“中国

电建”时速，投产后已累计安全发电超过1亿千瓦时，为尼泊尔增添5.72%的优质电能。

看着世界地图走出去，沿着“一带一路”拓市场。电建海投肩负着电建集团海外投资业务的重

任，以投资为先导，聚合集成优势，实现产业链向价值链的升级，已经在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巴

基斯坦、印尼、刚果（金）、新加坡、迪拜、香港等1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0多

个公司，拥有10多个运营、在建、前期项目，在建及运营项目电力总装机达到300万千瓦。公司主要

经济指标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具有海投特色的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凝聚海投精气神的“海

文化”不断壮大。

弹指一挥间，电建海投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五年积淀，如今正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公司上

下将努力实现今年的“11124目标”，即“一签约、一投产、一项发债、两项融资关闭、四个电站截

流”。“海纳百川，投创未来”的风帆已高悬，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的征程正在乘着“一带

一路”的东风，继续远航。

千里苍穹兮时不待，鹰击长空，扶摇直上。

万里波涛兮纳百川，电建海投，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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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2016 年度海外能源项目创新奖”

公司财务资金团队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号”

公司项目获评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

甘再项目公司荣获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优秀合作单位”奖

卡西姆燃煤电站专用卸煤码头运维合同签署

公司召开 2017 年度电力生产工作会议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一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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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Excellent Uni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in 
China’s Power Industry’

The company’s financial and funding team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National Youth Civilized Unit’

Yu Zhengsheng attended semina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Pakistan, and listened to 
the report on Qasim Project in construction

Nam Ngum 5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Hydropower Project received 2016 Luban Prize

The company’s projects received 2016-2017 National Award for Excellent Investment Projects

Sheng Yuming met with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Najib, and carried out researches and investigations on Malaysian market

Yan Zhiyong met with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Sharif

The company received ‘2016 Innovation Award for Overseas Energy Projects’

Kamchay Project Company received ‘Excellent Partner’ Award from EDC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Laos spoke highly of Nam Ou River Hydropower Project’s 
contributions to loc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Yan Zhiyong paid a visit to SinoHydro (Hong Kong) Holding Co., Ltd., and provided guidance 
on the company’s works

Investigation Group designated by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werChina paid a visit to Port Qasim 
Power Plant, and provided guidance on works

The company held 2017 Power Production Work Conference

The company held 2017 Working Conference, i.e. workers conference held every two terms

Facilit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ion of upgrad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through 
synergy and collaboration

The company’s first Party Congress proposed party construction ideas of ‘the five top priorities’ 
and seven key tasks

The company proposed ‘123’ objectives, and made arrangement for news release and 
propaganda works in 2017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Nepal highly praised Upper Marsyangdi A Hydropower Project as ‘the fastest construction’

The cumulativ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of Upper Marsyangdi A Hydropower Project exceeded 100 million kwh

Execution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ntract for private coal unloading terminal of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being strategy-oriented, acceleration of the efforts to become 
stronger and excellent, and vigorously facilitation of the upgrading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Meng Jianmin, Deputy Director of SASAC paid a visit to Nam Ou River Project in Laos Reform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nterprise facilitated by green finance

Joint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of PowerChina’s Qasim Project gave impetus to project 
construction through creation of values

Joint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of Nam Ou River Project held flood control labor contest to 
‘ensure 5 31 objective’

Solid improvement of power plant’s production and operating management standard through 
lean management

The company finished reelection of labor union and Youth League Committee, and made 
deployments on key tasks of the next stage

‘Themes for different months and party members’ efforts to become pioneers’, Joint Party Working 
Committee of Nam Ou River Project started its work for the year

一线FRON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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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次党代会提出“一二三四五”党建工作思路和七项重点任务

中国电建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以价值创造推动项目建设

公司完成工会和团委换届工作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举办“确保 5 31 目标” 防洪度汛劳动竞赛活动

公司提出“123”目标部署 2017 年新闻宣传工作

党建PARTY CONSTRUCTION

责任
南欧江项目公司移民工作首获老挝省级政府表彰

甘再项目公司为当地修护道路获赞誉

精准扶贫 持续关爱——公司青年志愿者再行动

南俄 5 项目公司保护森林资源获当地政府嘉奖 

南欧江发电公司对当地聋哑学校开展捐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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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 Ou River Project Company’s migration works was prais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Laos for the first tim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ntinuous care – actions of the company’s young 
volunteers 

Nam Ou River Power Generation Company made donations to local school for the deaf

Kamchay Project Company was highly praised for maintenance of local roads

Nam Ngum 5 Project Company was highly praised by local government for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RESPONSIBILITY

“月月有主题，党员争先锋”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开启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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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中国电建控股投建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

                          走出去，求共赢（“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

《人民日报》：尼泊尔上演“中国电建”时速

《光明日报》：书写中巴友谊的动力传奇

巴基斯坦《国家报》报道卡西姆项目采用高标准环保技术

庆祝公司成立五周年首届“最美海投”摄影作品展

五湖四海同看春晚    异国他乡共唠家常

新春佳节趣事多 

年味浓时情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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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Daily: POWERCHINA invested and built the Qasim power station in Pakistan
Go global and seek win-win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The first photography exhibition of the "most beautiful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 for celebrating the company's fifth anniversary

The 2017 Spring Festival Party of ‘The Golden Chicken that Symbolizing Good 
Fortune’ was held at Qasim Project

People’s Daily: The Show of ‘PowerChina’ Speed in Nepal

Spring Festival Gala played and phone calls made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same time

Fun activities during Spring Festival

Great tenderness in intense festival atmosphere

FRONTIER

GRASSROOTS

INSIDE BACK COVER

Guangming Daily: The Legend of A Power Plant that Carries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Pakistani newspaper of The Nation reported the high standar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used in Qasim Project

资讯MESSAGES

盛玉明拜会爱尔兰驻华大使

南欧江流域梯级开发二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全面生效

明古鲁发电项目初步设计联络会召开

公司通过国家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认证

集团首个“基建工地集装箱信息平台”成功落地

公司开展廉洁从业教育

华刚矿业隆重表彰“星级员工”促进属地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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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 Yuming met with Irish Ambassador to China

The company passed the certification for national first-class enterprise for standardized safety 
power production 

The company held integrity education

Concession agreement for phase Ⅱ project of cascade development of Nam Ou River Basin entered into full force

The group company successfully launched its ‘construction site container type 
information platform’

SCM’s facilitation of localized management through rewarding ‘star employees’

Preliminary design liaison meeting of Bengkulu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was held 
successfully

Du Chunguo met with President of WER and executed Agreement for Strateg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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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pioneer’

Responsibilities of an “employee worked for a long time at PowerChina”

Pursuit of young dreams on ‘The Belt and Road through endeavors 

Realization of even greater achievement by conquering great difficulties

Pioneer in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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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gkulu Company’s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great works

“金鸡纳福    吉祥如意”卡西姆项目 2017 年春节联欢晚会隆重上演

杜春国会见 WER 公司总裁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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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    投创未来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风险管控永远是第一位的

天道酬勤管理就是

聚合能力和放大能力

中国电建海投公司
2016 年度十大新闻

中老两国总理见证老挝南欧江流域二期
项目贷款协议签署

老挝南欧江流域二期项目开工建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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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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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尼泊尔投资建设的首个电站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蒙古布罗巨特煤电一体化项目《投资协议》
《购电协议》签署

公司第一次党代会、第二次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胜利召开，选举产生公司第一届党委
及纪委、第三届工会委员会

老挝南俄 5 水利水电工程荣获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

老挝南欧江流域项目一期全部机组
投产发电

印度尼西亚明古鲁 2x100MW 火电项目
开工建设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成立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
工作优秀单位”

打造中国电建四大重要海外平台：

       海外投资平台

       海外融资平台

       海外资产运营管理平台

       全产业链升级引领平台

建设六种核心能力：

       投资开发能力

       海外融资能力

       建设管理能力

       运营管理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风险管控能力

落实五大坚持：

坚持战略引领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底线思维

坚持复盘理念

坚持管理创新

海投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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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出席在巴中资企业座谈会
听取卡西姆项目情况汇报

俞正声在听取发言后，高度评

价了中国电建等中资企业在“一带一

路”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做

法和经验，对于中国电建提出的巴基

斯坦电力、电网合理规划的问题和建

议深表赞同，指出在建好电站的同

时，要解决好电网和电价等方面的难

题。俞正声强调，各中资企业要以高

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各项工作，遵

守巴基斯坦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

习惯，弘扬中巴友谊，实现互利共

赢，助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

晏志勇在座谈会的发言中，对中

国电建在巴参与能源电力、基础设施

投资和建设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

行了介绍，提到中国电建自1987年进

入巴基斯坦市场以来，积极响应“一

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

要求，不断扩大在巴的投资、建设及

技术服务，目前正在执行28个项目，

涵盖火电、水电、水务、公路、轨道

交通等多个领域,雇佣当地员工15000

多人，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

重要力量。

2017 年 4 月 6 日，正在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全国政协主席

俞正声，出席了在中国驻巴大使馆召开的在巴中资企业负责人座谈会，集

团暨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出席会议并首个发言，电建海投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陪同参会。

团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必须通过集团

化、属地化和全球化三步走战略，逐步

快速、有序推进。

会上，晏志勇听取了卡西姆港

燃煤电站项目的专题汇报。晏志勇对

项目建设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牢固

树立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和安全意

识，参建各单位要具有“生命共同

会上，晏志勇展示了中国电建

投资建设的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在

建形象图片，以及为电厂运营招聘的

100名巴基斯坦大学生在中国培训的

照片。他指出，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秉

承高标准的环保和安全理念，有效提

升了“中国制造”与“中国产品”的

海外声誉。 

在发言中，晏志勇就中国电建在

“一带一路”及“中巴经济走廊”电

力、电网规划、电力消纳风险、非传统

安全问题上的经验、问题和建议，与俞

正声和其他参会代表进行了积极互动，

上报了《中国电建在巴基斯坦业务概况

和工作思路汇报》书面材料。

中资企业座谈会后，晏志勇立即

主持召开中国电建驻巴成员企业负责人

座谈会，传达俞正声在中资企业座谈会

上的相关指示精神，并对所有奋战在巴

基斯坦的一线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他

强调，中国电建的国际业务，承载着集

体”的意识和责任；二是继续做好各

项工作，全面做好发电投产前期准备

工作；三是要不断总结卡西姆项目体

制、机制、模式的经验，为集团公司

今后发展模式创新提供借鉴。晏志勇

还就做好海外党建工作、新闻宣传工

作、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要求。

新华社网站  中国电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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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7日上午，集团暨

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

在伊斯兰堡拜会巴基斯坦总理谢里

夫，双方就继续深化能源和基础设

施领域合作广泛深入的交换了意

见。巴国防部长兼水利电力部长阿

西夫、总理首席秘书法瓦德等官员

出席会谈。电建海投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盛玉明，副总经理蔡斌

及电建股份欧亚区域总部等单位领

导陪同参加。

谢里夫总理对晏志勇到访表

示热烈欢迎，对中国电建这位在巴

耕作多年的“老朋友”在“中巴经

济走廊”项目建设和当地社会经济

发展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和杰出贡

献深表感谢。他重申“中巴经济走

廊”是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直观体现，巴基斯坦政府将和

中国政府一道，不遗余力支持“中

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项目

建设，他对各个项目的成功实施充

满信心。巴基斯坦欢迎中国电建这

样有实力、负责任、敢担当的企业

在输电线路、水利水电和其他基础

设施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合作。 

晏志勇在会谈中表示，在谢里

夫总理的亲自关注和巴基斯坦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电建参与实施

的多个“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进展

顺利。其中，受到中巴两国政府高

度重视的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充分运用电建集团设计、建设、运

营和投融资全产业链一体化的能

力，快速推进，提前实现了多个重

要节点目标，预计今年年底首台机

组发电。在积极主动参与“中巴经

济走廊”项目建设的同时，中国电

建将不断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当地

就业，重视技术传授和管理培养，

争取为提升项目所在地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晏志勇拜会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何时有
谢里夫总理与晏志勇亲切握手

谢里夫总理与晏志勇会谈

盛玉明拜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并考察调研马来西亚市场

2017年4月16日至20日，电建海

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带队赴马来西

亚就国别投资环境、政府及公共关

系、电力项目投资机会等进行考察

调研，推动了公司开拓马来西亚电

力投资业务的进程。公司总经理助

理兼投资三部总经理徐庆元及相关

人员参加考察。

考察期间，盛玉明拜会了马来

西亚联邦政府总理纳吉布，会见了

政府部长级特别大使、马六甲州首

席部长依德利斯，并同政府部门和

相关企业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盛玉明介绍了中国电建和电

建海投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及业务

布局，重点介绍了电建海投公司作

为中国电建重要的海外投资平台，

依托中国电建设计、建造、运营等

产业一体化整合能力和海投公司的

投融资等优势，大力开展海外投资

业务的情况，并表达了在中国政府

“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下，在马

来西亚政府加快推动能源及基础设

施建设的现实背景下，电建海投公

司参与马来西亚电力项目开发投资

建设的愿望。

纳吉布从马来西亚电力缺口

以及未来的电力规划方面阐述了外

来投资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他表示非常欢迎电建海投公司

这样的专业电力投资企业参与马来

西亚电力项目的投资开发工作。

依德利斯结合中国和马六甲

地方的友好交往历史，表达了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认同，

并充分肯定了“一带一路”建设

对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

及深远影响。

最后，会谈双方均表示，愿意

抓住马来西亚电力投资市场难得的

窗口期，推进电力能源项目的务实

合作。 高志鹏

盛玉明拜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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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 2017 年工作会
暨二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2017年2月16日，公司2017年工

作会暨二届一次职代会在京召开，

会议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和电建集团（股份）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2016年工作，分析面临的

形势，部署2017年重要任务。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

作了题为《坚持战略引领 加快做强

做优 大力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

级版建设》的工作报告；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传达了电建

集团（股份）工作会议精神并作了

总结讲话。

2016年，公司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以海外投资战略为引

领，外拓市场、内强管理，上下一

心、争创佳绩，市场开发不断实现

新突破，在建项目不断取得新进

展，运营管理不断实现新提升，生

产经营保持持续稳健增长，实现了

“一签约一投产两开工”目标，区

域布局、业务拓展、内部管控、党

群工作等呈现出良好态势，公司发

展迈上新台阶。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攀升，投

产及在建项目总装机分别为90.41

万千瓦、225.20万千瓦，公司在电

建集团（股份）公司的贡献率逐年

提升；在最新公布的2015年集团子

企业综合实力评价中公司位居第14

位；公司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进

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发展潜力进

一步提升，实现了“十三五”良好

开局。

会议分析了海外投资业务发展

面临的难得机遇和众多挑战，结合

当前形势任务，提出2017年工作的

总体思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精神，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电建集团（股份）

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

好、好中求优工作总基调，围绕战

略目标，推进深化改革，落实依法

治企，加强党的建设，主动适应新

常态，紧抓发展新机遇，坚持战略

引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价值创

造，强化主动营销，强化项目管

控，强化内部管理，全面完成年度

各项任务目标，提升质量效益，着

力做强做优，加快建设中国电建海

外投资升级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盛玉明在工作报告中总结回顾

了公司2016年改革发展情况，研判

分析了公司发展面临的形势，进一

步明晰解读了公司发展战略，提出

了2017年主要目标，对2017年重要

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他指出，公

司中长期战略规划描绘了公司未来

10年的愿景蓝图，近期又进行了战

略更新。公司上下要围绕“全球绿

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

地经济社会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

元文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的战略

定位，细化落实“打造4大海外平

台、布局全球8+10+12国别市场、建

设6种核心能力、实现1221发展目

标”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战略引

领发展、管理提供保障、文化凝聚

人心的“铁三角”模式优势，坚持

以电力能源投资为核心业务，以现

有项目为依托，以现有国别市场为

基础，强化要素管控，优化资源配

置，创新商业模式，大力拓展新市

场，不断获取新项目，努力实现业

务规模和投产收益的稳健增长，做

到海外投资布局合理、规模适当、

业务规范、项目受控，大力推进战

略落地。

盛玉明在报告中指出，在加

强企业管理、推进战略落地中要贯

彻“五大坚持”：坚持战略引领，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坚

持复盘理念，坚持管理创新。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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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公司上下各级要不断提高风险

管控意识，提高内部管控水平和风

险管控能力，按照全流程、全覆盖

和责任制的要求，推进全面风险管

控。五要不折不扣抓落实。要着力

打造以战略规划、市场引领、配置

资源、风险管控、评价绩效、服务

保障为主要职能，高效务实、精诚

协作、风清气正、执行力强的总部

管理体系。

与会人员积极履行代表职责，

围绕工作报告，紧密结合公司实

际，进行了认真热烈地讨论，畅所

欲言、建言献策，提出了一些很好

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会议期间，公司、公司党委表

彰了2016年先进单位、先进部门、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基层

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工作者、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质量

管理先进单位、优秀安全总监、优

秀总会计师、年度海投之星。

公司还组织开展了领导班子

及中层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民主测

评工作；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工

会主席签订了2016-2020年集体合

同；公司和公司党委分别与总部部

门和子企业代表签订了党建工作责

任书、党风廉政与反腐败工作责任

书、经营业绩责任书、安全生产责

任书和质量工作责任书。

明强调，2017年，要围绕“一签

约、一投产、一项发债、两融资关

闭、四截流”的目标，重点做好五

个方面工作。一是战略驱动，主动

营销，大力开拓市场实现新突破；

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拓展完善业务

布局；借助各种有利契机，跟踪推

进节点目标。二是精益管控，确保

目标，加强项目管理再创新业绩；

严格目标化过程控制；实施精益化

项目管理；加强规范化运营工作。

三是优化管理，创造价值，做好专

项工作促进新提升；加强职能管理

推进价值创造。实施“五化”建设

促进管理提升，推进职能制度化、

业务流程化、工作标准化、管理信

息化、创新价值化。四是集成优

势，整合资源，聚合放大能力实现

新发展；集成产业链一体化优势集

群式走出去；实施“复盘”管理和

资源整合促进提质增效。五是加强

党建，发挥优势，促进和谐发展开

创新局面；全面落实公司一次党代

会提出的“一二三四五”思路和七

项重点任务；着力加强思想学习教

育；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着力

加强“两个责任”落实；着力加强

管理团队建设；着力加强依法治企

工作；着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着

力加强党的群团工作。

李胜会    李旌

杜春国在总结讲话时强调，一

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把公司改革

发展的规划图、设计图和施工图最

终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落实；贯彻

好本次会议精神，关键是把思想、

行动统一到公司对形势的分析判断

和对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有力推

动2017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杜春国强调，要真抓实干、

把握重点、攻坚克难，确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不动摇。一要全力以赴

抓市场。要逐步推进单纯的机会营

销向战略营销转变；要建立季度市

场营销会议分析制度；要主动研究

市场外围和项目本身潜在的政治风

险和商业风险。二要千方百计抓履

约。要基于项目全寿命周期的理

论，切实发挥好业主、设计、监

理、施工“四位一体”作用和产业

链一体化优势，进一步强化项目从

中标、策划、履约到竣工的全过程

管理，保证建设期项目安全、质

量、进度、成本、环保等要素管理

受控。三要坚持不懈抓运营。公司

将逐步进入由“投资开发建设”到

“投资开发建设运营”为主营业务

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须下定决

心、精心谋划、系统性思考，建立

健全运营管理体系，保证资产运营

的质量和效率。四要持之以恒抓风

 盛玉明

一、2016年公司改革发展回顾

（一）强化管理创效益，生产

经营业绩显著增长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同比分别增

长47.50%、9.16%、40.10%；公司

贡献率逐年提升，在最新公布的

2015年集团子企业综合实力评价

中公司位居第14位；公司的发展基

础、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盈利能

力、发展潜力进一步提升，实现了

“十三五”良好开局。 

2016年，公司荣获“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奖”“中国企业文化建

设标杆单位”“全国电力行业思想

政治工作优秀单位”“全国国有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全

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优秀成果一

等奖”“中国电建先进基层党组

织”“中国电建先进工会”“中国

电建安全生产先进企业”“中国电

建标兵记者站”等10多项荣誉。

（二）多措并举拓市场，业务

开发取得重要突破

2016年，公司紧跟“一带一

路”，坚持“水火并进”，深耕细

作、主动营销，先后在印尼、孟加

拉、蒙古等新市场、新领域取得新进

展。年内，公司还组织与集团电工事

坚持战略引领    加快做强做优
大力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建设
——在公司 2017 年工作会议暨二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业部及所属管理企业进行了业务研讨

和投资培训，取得显著成效。

（三）紧抓关键保目标，在建

项目推进有序受控

公司不断完善项目管理体系，

加强招标发包、设计评审、合同谈

判和经济分析等各环节工作；组织

专家赴项目现场咨询解决有关问

题，围绕关键线路，统筹资源配

置，优化过程管控。在建项目进

度、质量、安全、成本和环保有序

受控，实现了一系列重要节点目

标。 

（四）健全体系促提升，运营

项目收益稳健增长

公司健全运营管理体系，明确

职责，规范管理，推进运营管控制

度化、流程化、标准化；组织对标

学习交流，积极落实建管结合、无

缝衔接要求，加强运营筹备工作，

提升运营管控水平。

（五）加强管控提质效，公司

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组织架构与管理体系运转高

效。按照战略部署和管控要求，公

司进一步梳理业务与职能部门工作

职责，明确项目公司与平台公司功

能定位，优化股权架构和组织体

2016 年，公司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海外

投资战略为引领，外拓市场、

内强管理，上下一心、争创

佳绩，实现了“一签约一投

产两开工”目标，区域布局、

业务拓展、内部管控、党群

工作等呈现出良好态势，公

司发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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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了架构清晰、权责明确、

专业管控、运转高效的海外投资管

理体系和运营机制，为推进公司战

略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

财务管理与资金工作成效突

出。创新推动融资工作，尝试市场

化招标选择融资银行；香港公司平

台作用充分发挥；内部挖潜、盘活

存量和税收筹划有效开展；财务信

息披露和分析，财务报表编报、资

金管理工作等有序开展。

机电物资和质量安全管控有

效。充分发挥两级采购平台作用，

顺利通过海关“一般认证企业”资

质审核；加强质量管理，严格海外

项目验收控制；着力强化安全生产

“党政同责”“四个责任”和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杜绝了一般及以上

等级的安全生产事故。

科技工作和信息管理持续推

进。全面修订科技管理制度，建立

专家咨询智库，加强与设计科研单

位、高等院校产学研合作，建立优

势互补的科技创新模式；积极承担

集团“互联网+基建工地集装箱信

息平台”研发试点工作。

平台建设和管理创新作用明

显。昆明公司较好发挥了稳定人

才、综合服务与管理支持职能；香

港公司在股权架构、融资方面优势

明显；老挝公司整合资源、统一外

联；新加坡公司积极开展物流和专

项工作。公司持续推进管理创新工

作。

风险管控与审计监察保障有

力。坚持合规经营，重视法律审核工

作；进一步加强全周期风险防范。加

强审计监察力度，完善内控机制，严

格制度执行，强化责任落实，为企业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考核评价与队伍建设成效显

著。精心组织实施包括总部部门、

项目公司、全体员工三个层次的多

维度、多要素全面绩效考核体系，

并持续改进完善，激励导向作用发

挥明显。选聘中层干部、引进各

类人才，组织各类内培外训131项

1901人次，优化人才结构，提升队

伍素质。

（六）培育文化树形象，公司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积极培育“海文化”。公司通

过战略引领、顶层设计、细化措施

等，全面落实文化建设管理细则、

评价内容和实施意见。以文化引领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海投特色

的“海文化”、海投语录日益深入

员工心田，得到了广大员工的充分

认同和积极响应，企业凝聚力进一

步增强。

对外宣传成果显著。加强门户

网站、内部刊物、微信平台、主题

活动等载体建设，构建海外话语体

系；公司网站发稿1153篇，集团网

站及报纸分别采用480篇、67篇，

采用稿量双双排名集团子企业第4

名；公司微信公众号首次进入央企

二级企业新媒体百强；国内外主流

媒体20余次聚焦公司业务。

（七）加强党建促发展，政治

核心作用充分发挥

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成立

了卡西姆联合党工委并积极发挥作

用，受到上级组织充分肯定；对老

挝公司、总部机关党组织进行了调

整，印发《公司党群制度手册2016

版》；各项目海外党建工作推进扎

实有效。

认真扎实抓好“两学一做”。

组织各类学习150余次，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

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扎实

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并在集团

座谈会上进行经验交流。

不断强化反腐倡廉建设。细化

落实惩防体系规划、“两个责任”

清单和任务分解表，组织开展海外

项目廉洁从业专项教育，认真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巡视整改

“回头看”，构建长效机制。

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围绕

公司战略和中心工作，各级党组织

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岗

位，争先创优，建功立业。2016

年，公司有4个集体、8名个人受到

上级组织表彰。 

切实做好职工群众工作。公司

工会围绕服务大局、服务职工，健

全基层组织，创新方式方法，认真

实施人文关怀、慰问帮扶、劳动竞

赛等工作。公司团委紧密结合团员

青年特色，开展了海投之星、公益

助学、英语配音等活动，取得积极

成效。

二、2017年重点任务

（一）战略驱动，主动营销，

大力开拓市场实现新突破

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拓展完善

业务布局。要认真研究并紧盯“一

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等带来的

市场机遇，努力实现重点国别、

重点项目新突破；坚持“水火并

重”，形成完善的业务布局和良好

发展态势。

借助各种有利契机，跟踪推进

节点目标。持续加强与外部的互信

沟通，加强合作，多渠道捕捉市场

机会，快速筛选项目信息，积极获

取新项目。建立盯市场、盯项目、

盯节点的机制，定期召开市场营销

会，借助各种有利契机，紧抓关键

环节，确保节点目标。

（二）精益管控，确保目标，

加强项目管理再创新业绩

严格目标化过程控制。公司总

部要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指导、服务

与监管，使公司在建项目管理的体

制、机制、流程、标准更加适应工

作需要；要充分发挥专家咨询作

用，确保项目进度、质量、安全、

成本、环保协同可控。

实施精益化项目管理。项目公

司要细化分解目标，科学配置人财物

资源，制订执行、监督与保障措施，

实施项目全过程精益化管理；要统筹

发挥好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四

位一体”作用和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确保全面实现年度目标。

加强规范化运营工作。突出运

维工作的重要性，健全体系、完善

制度，充分发挥电力营销委员会作

用，进一步加强电费回收、委托运

营管控和永久设备管理，探索建立

一套具有海外电站管理特色的运营

指标体系。

（三）优化管理，创造价值，

做好专项工作促进新提升

加强职能管理推进价值创造。

2017年，进一步加强税务筹划、融资

创新和各类补贴申请；构建质量安全

长效机制，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工程

创优；加强机电物资招标采购，认真

做好外贸和出口退税；实施风险预警

和“体检”机制，强化法律事务和风

险全过程管控；精心组织实施效能监

察、专项检查、审计监督等，建立督

办机制，强化内控建设和履职履责；

多方式、多举措引进人才，加强内培

外训，打造专业人才梯队；进一步优

化落实全面绩效考核体系，充分发挥

激励导向作用；规范平台公司授权管

理和程序控制，充分发掘和发挥其功

能作用。

实施“五化”建设促进管理提

升。积极推进职能制度化、业务流

程化、工作标准化、管理信息化、

创新价值化工作。 

（四）集成优势，整合资源，

聚合放大能力实现新发展

集成产业链一体化优势集群式

走出去。不断总结优化并推广南欧

江、卡西姆项目产业链一体化运作

模式经验。以经济合同关系和行政

管理纽带为紧密联结；积极争取国

家鼓励政策和集团更为广泛的支

持，聚合放大中国资金、标准、技

术、设备、文化“走出去”带来的

协同效益。

实施“复盘”管理和资源整合

促进提质增效。倡导“复盘”管

理，对某一领域、某一业务、某一

流程进行“复盘”，以“复盘”促

进科学精准决策和管理持续提升。

积极整合资源，总结梳理优势成

果，对涉及投资项目进展、企业各

项管理的各个要素进行整合，为公

司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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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党建，发挥优势，

促进和谐发展开创新局面

2017年，公司党委将认真贯

彻电建集团（股份）党委部署，

全面落实公司一次党代会提出的

“一二三四五”思路和七项重点任

务，加强党的建设，坚持融入中

心，突出价值创造，推进企业发

展，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促

进公司和谐发展开创新局面。

着力加强思想学习教育。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历次全会精

神和今年将召开的十九大精神，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贯彻上级组织的战略部

署和有关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全国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

健全项目党组织，推进卡西姆、南

欧江二期联合党工委有效运作；按

照“六有”目标要求，完善工作体

系和载体建设；各级党组织书记要

发挥好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作用，

切实抓好基层党建工作。

着力加强“两个责任”落实。

认真抓好惩防体系和党建、党风廉

政两个责任制的具体落实；全面贯

彻落实“两个责任”实施细则、清

单任务；加强廉洁从业警示教育，

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

实；加强巡视意见整改，努力构建

长效机制。

着力加强管理团队建设。坚持

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坚持“20字”

好干部标准，健全完善选人用人机

制，严格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考核，

进一步加强领导力建设。优化人才结

构，提升员工整体素质；不断完善并

深入实施全面绩效考核体系。

着力加强依法治企工作。认真

贯彻落实公司依法治企、打造“阳

光海投”实施意见；树立“风险管

控永远是第一位的”理念，坚持依

法合规经营，严格风险管控；有效

推进信息公开，不断加强决策、执

行、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体系建

设。

着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认真

落实公司文化建设实施意见和管理

细则，编印新版文化手册；充分利

用各种媒介，围绕公司成立五周

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公司“海文

化”的内涵和外延。

着力加强党的群团工作。结合

公司实际和海外项目特点，坚持融

入中心、服务大局、服务职工，认

真组织开展好各类活动，推进厂务

公开，进一步提升企业民主管理水

平；团结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立足本

职岗位建功立业。

南欧江五级电站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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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月 11日，老挝国家副

总理宋赛带领老挝政府代表团到中国

电建投资建设运营的南欧江六级水电

站视察。代表团视察了电站大坝和厂

房，并在现场座谈会上听取了南欧江

六级、七级电站工作情况汇报。

宋赛听取了六级电站整体建设运

营、移民环保、生计恢复、社会责任

及属地化管理等相关情况汇报，详细

了解了七级电站在建情况，并重点关

注了南欧江流域电站电能送出及电费

结算问题。随后，宋赛对电站建设各

方面做出的成绩表示满意，对中国电

建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给予了高度

的赞扬。 

宋赛指出，南欧江发源于中国，

流经老挝北部地区，在琅勃拉邦汇入

湄公河，中老两国一衣带水，南欧江

“一库七级”规划是老挝北部地区的

重要电源支撑，七个梯级电站开发，

梯级联调有效控制，并充分利用水资

源，南欧江项目对抑制洪涝灾害起到

了关键作用，大大降低了流域范围内

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南欧江

的开发给当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道路、桥梁从无到有，中国电建

海投南欧江项目公司在当地的发展模

式、发展方向以及属地化管理模式应

当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表示，老

挝政府会持续关注项目最新情况，当

地相关部门会一直做好对项目的服务

支持工作，希望南欧江六级电站持续

稳定运行，七级电站主体建设有序推

进，希望南欧江项目能为带动当地发

展做出更大的努力。

宋赛强调，南欧江项目的开发建

设是“一带一路”沿线一串耀眼的明

珠，这也将成为中老两国友谊发展中

的一座丰碑。

南欧江位于老挝北部高原，发源

于中国云南省江城县与老挝丰沙里省

接壤的边境山脉一带，是湄公河左岸

老挝副总理宋赛高度赞扬
南欧江水电项目造福当地经济民生

老挝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面积

25634平方公里，河道全长475千米，

天然落差约430米，水能指标优良，

是老挝政府极力推进开发的水能资源

基地之一。南欧江水电项目分一、二

期开发，总装机容量127.2万千瓦，

年均发电量约 50亿度，项目综合效

益显著。项目一期开发建设二、五、

六级水电站，共9台机组，总装机容

量 540 兆瓦，2012 年 10 月主体开工

建设，2016年 4月全部投产发电；项

目二期开发建设一、三、四、七级电站，

2016年 4月主体开工建设，将于2020

年全面投产发电。截止 2017 年 4月

11日，南欧江一期累计发电量 13.7

亿度，为老挝北部电网输送源源不断

的优质电能，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

朱永  李友安    张振华

在厂房中控室，副总理看到工业电

视实时监视项目现场每个关键部位，

电站工作人员忙碌工作，他竖起大

拇指说“非常了不起，我非常满意”。

当看到厂房安全生产运行天数统计

牌，得知当天是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安全生产运行 100 天时，副总理表

示祝贺，并送上了美好祝福。

视察结束时，副总理感谢中国

电建海投公司赴尼投资建设水电站

助力尼泊尔水电事业发展，赞扬上

马相迪 A 水电项目是尼泊尔历史上

施工速度最快的一个电站，并创造

了多项第一，成为了尼泊尔的标杆

项目，让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看到了

中国公司的实力和效率。同时，他

希望海投公司继续参与尼泊尔经济

建设，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

谊不断深化。

尼泊尔副总理马哈拉盛赞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史上施工最快” 

尼泊尔当地时间 2016 年 12 月

9 日，尼泊尔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马

哈拉、尼泊尔拉姆郡地区行政长官

莫汉一行 12 人考察了上马相迪 A 水

电站，项目公司领导班子陪同。

马哈拉一行首先抵达项目公司

永久营地，听取工作汇报。会上，

项目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致辞欢迎副

总理一行，并感谢尼泊尔政府和人

民一直以来给予项目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随后，项目公司向副总理全

面介绍了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建设过

程，重点汇报了项目公司应对“4.25”

大地震的工作，在印度关闭尼泊尔

口岸不可抗力事件中的措施，为确

保并网发电启动 132KV 输电路线应

急工程，在尼泊尔首次采用沉沙池

系统，以及项目公司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加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等工

作。随后副总理一行深入闸坝、厂

房一线，详细了解施工生产情况。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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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战略规划

进行了专题汇报。晏志勇在认真听取

汇报后，对香港公司在投资、融资创

新以及税务等方面取得的良好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对电建海投公司正在

进行的投资业务以及未来进入资本市

场的规划表示了充分关注；同时进一

步强调电建海投公司要在切合集团战

略基础上，继续打造专业化平台公司。

晏志勇一行还实地考察了电建

海投香港公司新近购入的办公用房，

对办公用房的选址、环境及定位给予

了高度评价。

与著名设计商、设备供应商、物流

商、咨询机构合作，强化工程设计

与服务能力，与各国政府机构、当

地业主、投资商等均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中国电建品牌影响力持续

增强，以母品牌为引领、主品牌为

支撑、子品牌为补充，构成统一管

理、母子互动、相互支撑、协调发

展、共同壮大的中国电建品牌体系，

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提升。中

国电建深耕细作老挝市场，投资开

发并建成运营多个项目，今后还将

继续充分挖掘老挝市场的潜力。

听取汇报后，孟建民表示很高

兴来到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公司南欧

江梯级电站现场参观、考察、调研，

看了南欧江一级电站项目的现场情

况和项目宣传片，很受鼓舞。中国

电建集团在海外事业取得的成绩应

当给予充分肯定，他代表国资委对

常年工作在国外的全体员工表示慰

问。孟建民称赞中国电建是一支具

有优良传统、能打硬仗、善打硬仗

的中央企业，是铁军精神培育和造

就了这样一支作风过硬的队伍，是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骨干企业。

对今后的工作开展，孟建民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一是在国际业务取得

优异成绩的同时，要继续紧跟国家

“走出去”战略步伐，不断提高；

二是作为央企，中国电建要牢牢把

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做

大做强国际业务；三是要强化履约

能力，把项目按规划要求执行好，

为中央企业打造良好口碑，树立企

业标杆。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下午，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孟建民到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项目

调研视察，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

春国陪同。

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负责人向

孟建民一行介绍了南欧江流域梯级

电站分期开发情况、一级电站枢纽

布置及目前施工情况。当听到老挝

南欧江项目是中资企业在海外首个

全流域投资开发、电建集团首个全

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实施项目的情况

介绍时，孟建民高度赞赏中国电建

集团是世界一流水电铁军。

现场视察后，孟建民一行在一

级电站项目部会议室听取了中国电

建国际业务及投资业务专题汇报，

并观看南欧江形象宣传片《情满南

欧江》。中国电建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走出去”战略，制定并全面实

施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已成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和

电力建设行业“走出去”的领军企

业。业务拓展遍布全球，从底端迈

向高端，锻炼形成了高素质的国际

化经营管理团队和项目履约执行团

队。中国电建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工

程企业合作在全球市场拓展业务，

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到老挝南欧江项目视察

熊强

晏志勇到中国水电（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考察指导工作

2016 年 11 月

23日，中国电建集

团暨股份公司董事

长晏志勇在出席香

港国际金融论坛暨

第六届中国证券金

紫荆奖颁奖典礼期

间，莅临电建海投

香港公司考察指导

工作。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丁拯国、董

事会秘书丁永泉、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黄

华波陪同考察。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

副总经理李铮就香港公司经营情况、  陈笔奇

电建股份董事会考察组到卡西姆项目视察指导

2016 年 10 月 30 日下午，电建

股份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石成梁、韩

方明、吴太石、茆庆国，外部董事裴真，

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丁永泉到巴基斯

坦卡西姆港电站考察调研，电建海投

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副总经理、卡西

姆港发电公司总经理蔡斌及各参建单

位项目负责人等

相关人员陪同。

盛玉明表示，

卡西姆港电站是

中国电建自主投

资、设计、建设、

运营的电站项目，

电建海投公司有

信心把项目做好。

电站现场各项管理井然有序、文明施

工情况良好，充分展现了中国电建“编

队出海”产业链一体化的集成优势。

盛玉明强调，卡西姆港电站项目各参

建单位仍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奋勇

拼搏的精神，向着项目建设最终目标

冲刺前进。

董事会考察组听取汇报后，对

卡西姆港电站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绩

表示肯定，对项目管理过程中表现出

的标准化、程序化和文明施工管控水

平表示赞赏，希望卡西姆港电站项目

继续按照达标投产的目标做好各项工

作。同时董事会考察组对卡西姆项目

联合党工委充分发挥党组织优势，有

力促进各参建单位团结协作和工程建

设进展表示高度认可。对于卡西姆港

电站项目下一步工作，董事会考察组

指出，在做好建设期各项任务的同时，

超前策划，认真研究投产发电后可能

面临的潜在风险和应对对策，为今后

顺利运行维护打下坚实基础。

武夏宁 康从钦    康从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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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认真贯彻“两位一体”组织管

控模式，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

合力，实现和谐共赢。

杜春国强调，水电港航公司要

按照盛玉明董事长的要求，高度认识

卡西姆电站运营的重要性，大力支持

运维项目部的工作，把人、财、物配

备到位，与电站运维商甘肃能源公司

通力合作，以大局为重，做好衔接工

作，重视安保和HSE工作，做好当地

人员管理。

水电港航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随守信表示，港航公司一定按照电建

海投公司的要求，以大局为重，提高

服务意识，按照卡西姆发电公司的管

理要求，把卡西姆电站专用卸煤码头

建设好、运行维护好，实现双方合作

共赢。

2017年4月28日,电建海投公司与

水电港航公司在北京举行巴基斯坦卡

西姆港燃煤电站专用卸煤码头运行维

护合同签署仪式。电建海投公司董事

长盛玉明出席签约仪式并作重要讲

话，会议由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

国主持，电建海投公司和水电港航公

司有关领导参加了合同签署仪式。

盛玉明指出，巴基斯坦卡西姆燃

煤电站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

电力能源落地项目，意义重大，责任

卡西姆燃煤电站专用卸煤码头运维合同签署

重大。码头建设和运营是整个

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站

燃料供应的生命线。水电港航

公司要高度重视卡西姆电站码

头项目的运行维护工作，及早

谋划、提前落实，保质保量地

完成码头项目的生产准备及运

行维护工作。要选好项目管理团队，

卡西姆电站卸煤码头的运行维护是港

航公司从码头建设向码头运行维护转

变、提升和延长产业链的第一个项

目，港航公司和协作单位要把高素质

的管理、技术人才配备到卡西姆港码

头项目去，保证设备的安全、稳定运

行。同时，卡西姆发电公司要高度关

注码头运维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指

导、监督运维单位严格按照发电公司

的要求做好生产准备及运行维护各项  牛宽

会上，运营管理部汇报

了公司2012年成立以来的电力

生产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公司当

前的电力生产形势和今后电力

生产的管理思路。各发电企业

汇报了各项目近期电力生产工

作，并做了经验分享。在生产、经营、

安全管理三个电力生产专题研讨会议

中，参会代表就公司电力生产工作的开

展情况、面临问题以及需要解决的事项

进行了研讨。同时，公司开发的“发电

信息移动平台”正式启动并上线运行。

盛玉明充分肯定本次电力生产会

议召开的重要意义，从标准化生产、

公司召开 2017 年度电力生产工作会议

2017年3月19日至21日，电建海

投公司2017年度电力生产工作会议在

柬埔寨甘再项目现场举行。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盛玉明出席会议并做重

要讲话，公司副总经理俞祥荣、张奋

来，公司高级顾问付元初和公司所属

各发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

加会议。

对标学习、发电量和电费回收等方面

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并重点指出

要在各发电公司建立“两位一体”管

控组织模式，加强对委托运维单位的

电力生产管理。盛玉明对各发电公司

的汇报、交流和经验分析一一进行点

评和分析，并对公司各职能部门和各

发电公司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要求。

各发电公司和职能部门的参会

代表对公司发展充满了信心，表示将

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为提升

公司电力生产精益化工作管理水平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彭小松 邓明进    冉青松

截至2017年3月30日凌晨2时39

分，尼泊尔上马相迪A水电站累计发

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累计连续安全

运行211天。

自2016年11月15日上马相迪A水

电站首台机组进入商业运行以来，项

目公司组织运维团队精心开展电力生

产运营维护管理工作，系统规划电站

电力生产、精细化管理，建立度电必

争理念，持续完善安全生产保障体

系，注重过程管控，定期开展生产安

全大检查和召开月度安全生产工作例

会，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环

节。及时成立电力生产营销工作组，

认真研判电网市场及风险，加强对尼

泊尔电力市场政策信息搜集、分析、

研究工作，细化电力生产计划，密切

关注尼泊尔电力局电量指标分配，积

极调度沟通，努力争取电量指标最大

化。为全面提升发电生产的设备保

障，保持设备健康水平，确保机组在

有水情况下能够正常生产，项目公司

加大设备隐患排查、消缺治理力度，

日前顺利完成电站两台机组的C级检

修工作，为后续奠定坚实基础。

上马相迪A水电站是中资企业在

尼泊尔投资的第一个电站项目，由中

国电建海投公司采用BOOT模式投资开

发，总投资额约1.659亿美元，特许

期35年（含建设期）。电站总装机容

量2×2.5万千瓦，电站投产发电后每

年将为尼泊尔提供约3.17亿度的合同

电量。

尼泊尔国土总面积147181平方公

里，90%以上为山区，总人口接近3000

万，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燃油、燃

气、电力等能源严重匮乏。首都加德

满要划分区域每天轮流停电，2015年

尼泊尔地震后更是大部分区域断电。

尼泊尔全国总装机容量为824兆瓦，

其中水电发电总容量占尼泊尔发电量

的93.56%，电力缺口达800兆瓦。上马

相迪A水电站占尼泊尔总装机容量的

5.72%，它的投产将对缓解尼泊尔电

力紧张的现状发挥重要作用。

该项目也是中国电建海投公司以

“一带一路”为引导，在海外推进全

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实施的重要投资项

目。为实现早日投产发电，电站主体

工程于2013年1月正式开工以来，项

目公司先后克服了“4.25”大地震、

海关口岸禁运等不可抗力事件影响，

精心组织，科学推进，实现了工程

项目质量、安全、进度的可控在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公司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关注民生、造福当地百

姓。工程人员本土化率达70%以上，

为当地修建了爱心桥，捐建了寺庙，

累计完成社会责任项目65项。2015 

年尼泊尔发生“4.25”地震发生后，

项目公司及时组织捐款捐物，帮助当

地受灾群众和地方员工度过难关、重

建家园，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高度评价

和赞誉。
肖定宇    刘永强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累计发电量突破一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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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将“敬业、协作、创优、奉献”

的精神理念践行在具体工作当中，充

分展现了海投青年的青春风采。公司

团委将继续以“青年文明号”先进、

先行、先锋作用为引领，并以财务资

金团队“全国青年文明号”为典型，

团结广大青年员工，为建设中国电建

海外投资业务升级版贡献青春力量。

青年文明号活动始于1994年，是

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的优秀青年集体创

建活动，“全国青年文明号”是青年

文明号创建活动的最高等级，在全国

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

追求水电开发项目的高附加值环节。

投资产业链一体化模式在南欧

江项目中释放出可观效益：一是建设

开发过程可控，经营绩效全面提升。

南欧江一期项目自2012年开工建设以

来，工程投资、工期进度、安全质

量、运营效益等均处于受控状态，南

欧江二期目前正在这一模式管控下稳

步推进。二是在投资产业链一体化模

式的通盘合力下，南欧江项目的属地

化经营、生态环保、项目移民、社会

责任履行等进展良好，社会效益显

著。三是拓宽了国际市场开发渠道。

投资产业链一体化模式下，各参建方

单一优势转化为整体优势，提升了价

值创造力、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行业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日前，中电联中国电力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会发文，表彰思想政治工

作优秀单位、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和

课题研究优秀成果；公司荣获“全国

电力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这是公司在党群工作领域获得的又一

殊荣。

作为中国电建集团专门从事海

外投资业务的法人主体和运作平台，

电建海投公司在集团调结构、促转

型、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和国际业务

优先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引擎、载

体、平台作用。公司现在老挝、柬

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尼等10

多个国家拥有10多个投产、在建和前

期项目，在建及运营电力总装机300

万千瓦，2016年公司实现“一签约一

投产两开工”目标，完成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与年初预算相比

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对集团贡献

率逐年提升，全面超额完成各项任务

目标。 

2016年，在集团（股份）党委正

确领导下，电建海投公司党委认真贯

彻中央精神和上级部署，充分发挥领

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坚持融入中

心，突出价值创造，为海外投资战略

落地提供了坚强的思想、组织和人才

保证。  

2017年，公司党委将重点落实

好“一二三四五”的工作思路。即坚

持“一个核心”，坚持持续加强党的

建设、推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这一核

心；落实“两个责任”，认真落实党

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提

升“三个能力”，努力提升班子决策

能力、员工执行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

能力；发挥“四个作用”，充分发挥

党委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

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加强“五个建设”，大力加

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

李胜会    张一凡

南俄 5 水利水电工程喜获 2016 年鲁班奖

2016年11月29日，中国建筑业协

会公布了2016年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境外工程）入选工程名单，由电建

海投公司投资开发建设的老挝南俄5

水利水电工程成功入选。这是继柬埔

寨甘再BOT工程荣获鲁班奖之后，公

司再次荣获中国建筑行业最高奖项。

南俄5水利水电工程位于老挝北

部山区南俄河上游支流南汀河上，由

首部枢纽、引水工程和厂区枢纽三部

分组成。工程按照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设计建造，工程质量处于同类工程领

先水平。工程坚持绿色施工、设计优

化和技术创新，先后获得中国水电和

中国电建集团优质工程奖、全国以及

云南省优秀工程设计奖、勘察奖、科

技进步奖、成果创新等奖项。该项目

还产生了省部级工法2项，国家专利3

项，以及科技论文30余篇。在工程建

设及运营过程中，该项目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获得老挝政府部门颁发

的多项社会贡献奖，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本次申报工作由电建海投公司

与承建单位水电十局、水电十五局，

参建单位水电基础局联合申报，电建

海投公司作为联合申报的总负责单

位，负责报奖工作的统一组织协调和

对外联系。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是中国建

筑行业的最高荣誉，被誉为“中国建

筑界的奥斯卡”。鲁班奖每年评选一

次，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成为公认的质量品牌标志，更是企业

信誉的象征。

邵岩华

公司荣获“2016 年度海外能源项目创新奖”

公司财务资金团队
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号”

2016年12月22日，在中国改革报

社主办的“2016能源年会暨第二届能

源发展与创新论坛”上，电建海投公

司的海外投资产业链一体化管理模

式荣获“2016年度海外能源项目创新

奖”。

论坛组委会给予公司产业链一体

化模式高度评价，颁奖词为：“2016

年，中国电建以破除万难的决心，投

入到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项

近日，共青团中央等22个单位

联合印发《关于命名2015-2016年度

全国青年文明号的决定》（中青联

发〔2017〕5号），正式公布了2015-

2016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名单。电建

海投公司财务资金部榜上有名，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中打造“中国品

牌”的优秀代表。

在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

司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财务资金团

队坚持“服务、支持、创新、内控”

的理念，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逐渐成

长为一支优秀的青年军。2015到2016

年度，财务资金团队业务精湛、锐

意创新，在海外业务税收筹划、投

目。南欧江项目涉及面之广、施工跨

度之大、技术难度之高、移民工程之

艰难、外部环境之复杂前所未有。但

中国电建以创新的全产业链一体化战

略，发挥投资主体在项目融资、资本

运作、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

充分展现了我国水电行业的领军企业

风采，是当之无愧国际水电建设第一

品牌！”

投资产业链一体化模式核心是投

资、设计、施工、运营“四位一体”

的整合，旨在打通从投资、融资、建

设管理到资产运营整条产业链，实现

对项目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掌

控。在整个模式中，电建海投作为投

资主体统筹协调项目开发全流程，并

着力实现从产业链到价值链的跃升，

资架构设计、投资概算控制及海外

融资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能

力，为公司投融资业务的开展提供

全方位支持。

财务资金团队重视团队文化建

设与个人能力培养，通过开设青年财

经书屋、举行财务资金论文评比等活

动，营造了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同

时，财务资金团队积极投身公益，持

续对口支援崇礼清三营小学，并相继

开展捐赠衣物与支教等活动，将公益

做深做实，树立了青年团队志愿活动

的典范，为海投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品

牌形象。

财务资金团队“全国青年文明

谭毅  杨玲    谭毅

王家琨  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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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项目
获评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

甘再项目公司荣获
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优秀合作单位”奖

日前，中国投资协会正式公布

2016-2017年度国家优质投资项目获

奖名单，公司柬埔寨甘再水电站和老

挝南俄5水电站名列其中，这也是两

个项目继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后

获得了又一殊荣。

电建海投公司基于甘再和南俄5

近日，甘再

项目公司被柬埔

寨 国 家 电 力 公

司（EDC）评为

“2 0 1 6年度优

秀 电 力 合 作 单

位”。该奖项每

年 进 行 一 次 评

选，主要考察电

力企业发电、检

修计划性、响应调度、对EDC培训情

况等指标。

2016年，甘再项目安全生产366

天，年累计发电量4.44亿度，对EDC及

EDC组织的大学生培训超过1000人次，

已成为柬埔寨能矿部、国家电力公司

水电站投融资、设计、监理、施工、

运维等一体化开发模式的成功实践，

充分整合电建集团的电站投资开发全

产业链能力，电站投运以来，设备运

行稳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重要的教育示范基地。甘再项目公司

也以此为契机，积极配合各方，大力

宣传电建海投公司企业实力及文化。

甘再水电站是距离柬埔寨用电

负荷中心金边最近的调峰电站，对柬

埔寨电力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柬埔寨电力安全，甘再水

电站一方面加强检修计划性及备品备

件管理，确保电力安全生产，接到调

度指令即可发电，另一方面积极配合

EDC完成在断开越南电网情况下的电

网黑启动、电力系统稳定器（PSS）

投入整定试验等。上述工作获得了

EDC的高度赞扬。

冉青松

周愫愫

同心同向    共促发展
加快推进海外投资升级版建设

  盛玉明

一、战略驱动，文化引领，持续

贯彻海投管理思想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

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思维”。治理企业也是一样的道

理，优秀的企业也必须有自己的理

论。在发展海外投资业务的5年实践

中，我们不断实践、总结提炼了具有

海投特色的管理思想，形成了海投独

有、管用实用的理论支撑。

（一）落实“五大坚持”

1 . 坚 持 战 略 引 领 。海投公司

《2015-2025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已经更新发布，确立了牢固坚持“全

球绿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

属地经济社会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

元文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的发展定

位，牢固坚持“打造电建集团重要4

大海外平台，布局全球8+10+12国别

市场，建设6种核心能力，实现1221

发展目标”的总体战略，牢固坚持

“战略契合、能力可及、风险可控、

效益可期”的“四项原则”，牢固坚

持战略引领发展、管理提供保障、文

化凝聚人心的“铁三角”管理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提高企

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电建海投公司实际，以上要求需要通过贯

彻海投管理思想、打造专业团队等方面实现，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加快

做优做强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

不断推进海外投资业务做实、做优、

做强。

2.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

的声音”。无论从海投的历史还是

现实来看，无论从党的建设还是生

产经营来讲，坚持问题导向都是重要

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随着电建海

投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各类问题可能

会更多、更复杂，如果发现不了、解

决不掉，就会成为阻碍发展的“拦路

虎”“绊脚石”。为此，我们要以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先导，健全制

度、优化流程、规范程序，提升能力

素质，增强管理效果，特别是要着力

解决那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形成系

统的解决方法，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

3.坚持底线思维。随着市场的不

断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不断诞生，新

的情况不断涌现，在市场谈判、商业

博弈中要有科学清晰的价值判断和评

价标准，始终将风险防控摆在首要位

置，拿不准的时候就要有底线思维，

必须坚持底线不动摇。如果谈判过程

中碰触到了底线，宁可放弃，也不能

因为突破底线而使公司遭受损失。而

坚持底线往往会使对方让步，最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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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双赢和多赢。

4.坚持复盘理念。邓小平同志曾

经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

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

宝贵财富。”要对标先进，科学分

析，复盘总结海外投资业务实践、管

理模式，通过对已运作项目、专项工

作、突发事件应对等某一领域、某一

业务、某一流程的复盘，把教训检视

出来，把优势列举出来，固化成典型

经验、规范做法、案例范本，以复盘

促进科学精准决策和管理持续提升。

5.坚持管理创新。公司的发展程

度是前所未有的，遇到的挑战也是前

所未有的，而且随着项目的增多、

市场的扩大、发展的深入，遇到的

挑战会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复杂，

因此，我们要始终把创新贯穿到企业

发展全过程，积极推进职能制度化、

业务流程化、工作标准化、管理信息

化、创新价值化“五化”建设，把创

新成果转换为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竞争

力，促进管理升级。

（二）贯彻“海投语录”

1.海纳百川，投创未来。“海纳

百川，投创未来”是我们的企业精

神。“海纳百川”全面表达了海投公

司员工以全球视野、包容心态、科

学思维，吸收世界先进管理经验与技

术，集聚国内外各类优秀人才，构建

高效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开发

优质资源，实现海外投资的科学发

展。“投创未来”全面展现了电建海

投公司员工立足现在、着眼未来，以

敢于拼搏、敢为人先的精神，积极投

身海外投资各项事业，追求卓越，创

造价值，努力开创个人发展和企业发

展的共同美好未来。

2.天道酬勤。“功崇惟志，业广

为勤”。海投的所有成就都是通过公

司上下齐心协力，辛勤付出换来的，

海投的美好明天也必须要靠勤奋和实

干去实现。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

级版的目标，任重道远，需要汇集每

一位海投人的智慧、能力和意志去抢

抓机遇，艰苦奋斗，夙夜在公，日夜

趱行，最终实现企业和员工共同追求

的目标。

3.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古人

云：“术业有专攻”，这是经过历史

检验的名言；我们提倡“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这是从教训中提炼出来

的经验，是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检验

的管理理念。

4.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大能

力。管理大师德鲁克有句名言：“组

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

事，使优秀的人更加优秀”。组织的

发展不能依赖天才，因为天才属于凤

毛菱角。一个优秀的组织，能够建立

一种有效的机制，聚合和放大平凡人

的能力，使平凡的人能聚合在组织的

平台上一起做出不平凡的事。

5.风险管控永远是第一位的。把

风险管控置于首位，是遵循商业投资

规律的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为我

们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但海外投资

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市场、

法律、文化等风险也丝毫不容忽视。我

们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把风险

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对待。坚持实施全面

风险管理制度，有效防范战略风险、财

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

险“五类风险”；坚持合规经营，将法

律审核贯穿投资评审、合同审批、股权

合作和协议谈判等各项工作，确保风险

可控受控，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打造最

牢靠的“铁壁铜墙”。

二、坚持标准，实干兴企，强化

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撑

“路线方针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

因素”。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落

实需要人才支撑，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干

部队伍，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

的宏伟目标就不能顺利实现。

对于党员干部和人才队伍的培

养，我们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

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20字标准，

建设一支讲政治、讲规矩、讲忠诚、

懂专业、善管理、敢担当、作风正的

优秀干部队伍。

对党忠诚，就是要把理想信念

高举头顶。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

导，结合海外业务特点和具体国别情

况，做到“四个同步”，实现“四个

对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

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海外

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中，在经济合同关

系基础上，开展好海外党建相关工

作，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建设，讲

政治、讲规矩、讲忠诚，始终做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勇于创新，就是要把创新发展

铭记于心。要主动营销，抢抓机遇，

在市场开拓、业务布局中实现新突

破；要创新项目精益管控，确保关键

节点、关键目标和项目规范运营；要

创新管理，创造价值，做好专项工作

促进新提升，实施“五化”建设促进

管理提升；要集成优势，整合资源，

聚合放大能力实现新发展；要创新党

建工作，发挥优势，促进和谐发展开

创新局面。

治企有方，就是要把能力提升

抓在手上。要在投资开发、海外融

资、建设管理、运营管理、资源整

合和风险管控6种核心能力上多下功

夫，要在“四位一体”管理机制创新

运用上多作思考，要在内外部资源整

合中多作尝试，要在进度、质量、安

全、成本、环保等管控要素落实上多

出措施，要在项目联合党工委作用发

挥上多动脑筋。

兴企有为，就是要把责任担当

扛在肩上。要实现公司发展目标，领

导干部需要不断锤炼担当尽责、攻坚

克难的精神，埋头苦干、踏实做事，

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努力创

造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工作实绩；要强

化履职管理和绩效考核，让各项工作

切实落地见效。

清正廉洁，就是要把名利得失

抛在身后。要注重加强法治教育，在

市场开拓、项目建设运营中要始终坚

持依法治企、依法办事；要注重加强

廉洁教育，使大家始终受警醒、明底

线、知敬畏，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堤坝；要不断强化反腐倡廉建设，

细化落实惩防体系规划、“两个责

任”清单和任务分解表，以党建、党

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为抓手，

确保干部队伍清正廉洁，经得起审

计，受得住检验。

“20字标准”具体到海投公司，

还要着重提升3个“力”，即领导力、

执行力、创新力；其中，领导力是关

键，执行力是保证，创新力是基础。

一是提升领导力；“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领导干部充分发

挥带头和表率作用，要在坚持战略驱

动，主动营销，大力开拓市场方面实

现新突破；在精益管控，确保目标，

加强项目管理方面再创新业绩；在优

化管理，创造价值，做好专项工作方

面促进新提升；在集成优势，整合资

源，聚合放大能力方面实现新发展；

在加强党建，发挥优势，促进和谐发

展开创新局面。

二是提升执行力；要细化量化

指标分解，层层传递压力，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形成公司发展任务

“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

标”的共担局面，并深入实施项目经

营业绩责任制、总部平衡计分卡、全

体员工考核等在内的全面绩效考核体

系，进一步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目

标，以考核促管理，以激励促提升，

激发海投正能量，开创海投新发展。

三是提升创新力；要立足现

实，推动变革，把创新摆在推动发展

的重要位置上，在商业模式、管理制

度、管控体系、资产运营等多方面实

现新突破，以创新促进管理升级，以

创新实现价值创造，积极适应不断变

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挑战，抢抓机

遇，化解风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

坚信在集团海外总体战略引领下，集

成多年海外投资业务发展经验和集团

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以现有投产、

在建和前期项目为坚实基础，稳扎稳

打，主动作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

级版建设一定会开启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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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投运电站大多处于发展

相对落后国家的偏远地区，备品备件

供应渠道、电站运维资源、电网稳定

可靠性等方面，与国内相比都有很大

差距，这必然对电站安全健康运行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公司

作为集团公司电力海外投资平台和全

产业链升级引领平台，需要在电站生

产运营阶段引领集团公司电站运营单

位“走出去”。在此情况下，电站运

维的高质量要求与运维单位可选择的

范围形成了一定的冲突，这就是公司

电站生产运营所面对的实际情况。

通过对公司已投运电站运营情

况的研究分析，以及学习借鉴先进的

管理实践，建议围绕推进精益化管

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电站

生产运营管理水平。 

一、着力实施“两位一体”的电力

生产管控组织模式，打造生命共同体

为满足公司海外电站生产运营

实际需要，实现“安全、稳定、长

期、连续”电站生产管理目标，公司

必须以合理的价格、合理的资质业绩

条件在集团公司成员企业中选择合适

突出精益化管理

切实提升电站生产运营管理水平
 杜春国

的运维分包商，并着力实施“两位

（发电公司与运维分包商）一体”的

电力生产管控组织模式，即，运维分

包商的运维工作实施流程，要科学合

理嵌入到发电公司的管理流程中，要

实现整个管理流程的通畅、高效，要

形成一体化的电力生产管控体系。要

实现该管控模式，公司总部就必然吸

取公司内外部先进经验和各方合理的

建议，做好顶层设计，按照权责明

确、奖惩分明的原则，重新梳理、完

善对运维分包商的评价、考核、奖惩

机制,研究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各发

电公司根据总部统一部署，结合各公

司生产运营实际，建立切实可行的实

施方案，真正打造与运维分包商的生

命共同体。

二、着力抓好生产准备工作，为实

现电站安全稳定运行创造条件

生产准备工作对电站顺利投产

及投产后的安全稳定运行非常重要。

公司要根据水电、火电、新能源等不

同的电站特点，结合公司电站都在

海外的客观实际，研究制订具有公司

特色的生产准备通则规范，作为各发

电公司开展生产准备工作的指导原

则。鉴于公司海外电站的特殊情况，

在电站建设伊始，就必须启动生产准

备工作策划和实施工作，就要尽快确

定公司电站生产运营管理团队和运维

分包商，组织做好管理标准、专业规

程、系统图纸等编制工作，并对运维

人员开展系统性的培训。各专业运维

人员通过跟随建设单位现场安装、调

试、消缺，熟悉和掌握大坝（仅对水

电）、主机、辅机及其附属设备系统

的结构、原理以及检修维护工艺、流

程和质量标准，以有助于提升运维水

平。同时，运维人员通过跟踪和监督

施工进度及质量，就可以从提高电站

生产安全运行可靠性和运维便利性的

角度，对工程建设方面提出意见和建

议，并有针对性地提前做好生产物资

准备工作。另外，对于发电公司的管

理团队，在会同运维分包商做好生产

运维准备的同时，还要提前全面系统

学习、准确理解购电协议、特许经营

协议（如有）等重要协议，为做好电

站试运行、COD及电费回收等工作做

好准备。

三、着力创建规范化、标准化、信

息化的管理体系，不断提升电站综

合管理水平

在电站生产运营管理工作中，

应树立开源节流的工作理念，采取措

施全面做好规范化、精细化管理，重

目前，随着电建海投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电力投产项目的增加，

生产运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和市场开发、建设管理三足鼎立，

共同形成对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业务支撑。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1 号机组发电机转子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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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强对运营指标、技术改造、备品

备件及材料消耗、经营成本、运行事

件记录等方面的分析，及时研究解决

存在的难题，必要时可借助公司外部

专业力量。同时，要关注厂用电率和

度电运维费指标，积极实施降本增效

措施，合理控制运营成本，使发电公

司利润最大化。要加强计划管理，各

发电公司要认真制定年度生产计划、

检修计划、销售计划和资金计划，公

司总部加强对计划严肃性和符合性的

审查把关。要高度重视电力生产标准

化工作，除了完善和优化电力标准化

体系，更重要的是确保标准化工作落

地。要不断提升电站生产运营信息化

管理水平，重点做好南俄5电站生产

管理信息系统和“公司发电信息移动

平台”的使用和维护，总结经验，不

断进行完善和优化，适时在公司各电

站推广应用。探索实行机电设备安全

可用鉴定制度，由发电公司为安全可

用设备颁发鉴定证书，以此促进设备

安全可靠性，确保设备的完好率和可

利用率，提高机组发电保障。

四、着力抓好发电售电和电费回收

工作，切实保障电站经济效益

发电售电和电费回收工作是公

司海外电站的生命线，是公司能否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

公司的电站大多位于发展相对落后

的国家，电力消纳能力不足或电费支

付能力不足的情况在一些国家存在，

有的还比较严重。公司已经认识到电

力营销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专门

成立了电力营销委员会和重要国别电

力营销指导小组，明确了相关职责和

工作机制。公司定期召开电力营销工

作会议，从公司层面认真分析研究并

指导各发电公司积极应对电力营销存

在的问题。各发电公司要做到守土有

责，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电力营销

工作小组，根据所在国别的电力市场

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主动积

极地开展电力营销工作。各发电公司

总经理和领导班子要带头认真研究、

熟悉PPA、IA、CA等重要协议，要做

到通读协议，精读重点，将核心条款

熟记于心、理解透彻，要使其真正成

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各发电

公司要注重对所在国、所在地电力市

场的研究，既要研究现状，更要研究

发展趋势，掌握应对电力市场变化的

主动权。要加快销售应收回款，确保

运营收益，对可能出现的电费支付风

险要提前研究安排。譬如，卡西姆火

电要提前研究应对市场消纳、系统送

出、电费回收、货币互兑、煤炭供应

等相关可能存在的风险点，采取有力

措施，确保运营安全；南欧江项目要

提前研究电力送出、联合调度相关准

备工作，要重视市场消纳和电费回

收，确保投资收益；与当地电力公司

发电及弃水协调方面，要学习、推广

甘再项目公司“多发电、少弃水、弃

水即上报”的经验；在电力消纳方

面，还要注意开展跨界思维，通过在

当地协调引进工矿企业，主动创造电

力需求。

五、着力推进人力资源属地化战略，

促进员工队伍长期稳定发展

通用电气、西门子、ABB等国际

大公司的实践表明，推进人力资源属

地化战略是其跨国经营成功的重要经

验。公司所属电站都在海外，各发电

公司管理团队和运维分包团队的人员

主要来自国内。因长期远离祖国、亲

人，许多员工思想不太稳定，影响了

其工作状态和业绩。同时，从投入产

出比的角度，公司海外员工与当地员

工相比，已不占优势。因此，公司必

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属地化战

略，要制定属地化工作长期规划和年

度计划。要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

作用，将属地化工作纳入对各发电公

司年度考核指标。发电公司也应对运

维分包单位的员工属地化工作建立相

应的考核激励机制。要将中方员工与

当地员工一视同仁，要重视当地员工

的薪酬、劳保、福利待遇，要帮助他

们制定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实现与

企业共成长。

六、着力做好环境保护、当地经济

发展、公益活动，实现与当地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

环境保护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

要方面。公司要高度重视环保工作，

特别是保证各类排放达标，坚持绿色

运营，实现电站生产经营与生态环

境保护、资源能源利用、社区环境保

护、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的和谐发

展。要始终坚持依法经营、依法纳

税，要最大可能增加与当地公司的合

作，增大当地成分的采购比例，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要重视和支持电站所

在地的社会公益事业，要制定行之有

效的计划和措施，采取力所能及的行

动回馈社会。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

宗教信仰，学习了解当地文化，主动

融入当地社会，为企业自身的发展创

造更多机遇，实现与当地社区的和谐

共赢。

绿色金融

推动中国国际工程企业改革
 李铮    王浩

一、绿色金融理念对改革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

1、契合企业市场需求，将推动

改革顺利前行

从改革环境上看，本轮国际工

程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抓住“一带一

路”机遇，在国家金融资源的支持

下，暨得到项目维护又得到资金保

障，度过绿色改革转型期。但改革的

动因和根本是满足当地市场绿色需

求，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如果金融机

构所提供的金融资源并不要求绿色理

念，而只是资金成本与规模上的优势

去帮助企业获取项目，很可能因暂时

掩盖项目的真正需求而埋藏长期风

险。一旦风险积压和爆发，很可能会

由实体风险引发金融风险，而企业的

绿色改革也难以有效实现。

对此，绿色金融理念契合“一

带一路”所在国的发展需求，通过金

融标准与规范正确引导和帮助中资工

程企业缩小与目标市场国绿色需求之

间的偏差，将有利于消除和降低项目

潜在的绿色风险，有助于真正地帮助

企业在东道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与

改革的目标形成统一，势必将推动改

革顺利前行。

电建海投公司绿色改革已成为

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电建

海投公司摸索市场化需求的成果，绿

色金融理念的融合与执行经验已成为

电建海投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无

形资产。

2、将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水平，

服务国家倡议

绿色金融理念将促进中国金融

机构不断提升绿色金融水平与标准，

实现中国金融企业与国际间银行、金

融机构机制接轨，更好地联系多边金

融机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

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3、将推动国内相关产业同步改

革与环境改善

从改革的产业延伸上看，绿色

金融理念在推动中国国际工程企业绿

色改革的同时，也带动着国内相关产

业链的绿色改革。

4、协同资源差异化调配机制，

推进改革落地

从改革企业内部来看，绿色金融

理念在金融体系的实施将推动金融资源

实现差异化调配，使改革有了抓手，有

利于鼓励支持创新，淘汰落后。

2016年8月，七部委联合下发的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

金融市场是资本要素流动的重要媒介，金融理念对资本流向有着直接

的作用。国际工程企业在“一带一路”机遇下，赢得资本信赖的关键在于

抓住金融资本的思维理念。企业应当分析形势、把握机遇、主动融入绿色

金融理念，在供给侧改革中实现转型升级，并结合企业需求对“一带一路”

绿色金融政策提出扶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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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于引导中国国际工程行业正

确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对于类似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下属海外投资公司（即电建海投公

司）这样已经进行和深入开展供给侧

绿色改革的中资企业而言，绿色金融

体系具有保护和促进作用，特别是通

过国际间绿色金融组织的政策互认互

动，帮助企业拓展市场获得更多的资

源支持和更高效率的政府支持。

二是可引导市场加速淘汰缺乏

绿色金融理念的企业，改善恶性的竞

争环境，提升中资企业供给侧质量。

三是通过体系的逐步更新完善

带动行业标准的不断提升，推动行业

持续创新发展。

二、推进绿色改革的背景分析

1、红海竞争迫使企业探索转型

中国国际工程企业经多年发展

已形成境外业务规模大，但市场集中

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区域，且业务模

式以低附加值、低毛利的竞标项目为

主的现状。

传统市场的红海竞争迫使求生

存的中资企业市场拓展方向为传统市

场高端项目以及发达市场多类型项

目。其中，传统市场的高端项目因其

可容纳性高而成为中资企业拓展的重

点，拓展具体方式包括增加传统地区

的高端投融资运作类项目开发，包括

借助国家两优贷款项目以及PPP、BOT

等投资建设项目，由低价工程成本竞

争向集合投融资能力与财务成本的综

合性竞争升级，以期进一步扩大传统

地区的市场份额。

2、绿色成为转型改革的关键词

基础设施类投资项目，通常规

模较大，建设周期长，资本回报也往

往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运营期收益来

体现。因此，项目的工程质量以及运

营期内稳定的运营环境对项目经济效

益目标的影响极大，在此情况下，项

目的社会环境接纳程度成为了项目设

计的重要内容，包括项目整个生命周

期内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居民生活

影响等。设计时如果对当地社会环境

需求的预估不足轻则拖延项目前期开

发进程，增加项目前期投资成本，重

则将给项目带来后期巨大损失，甚至

灭顶之灾。这就要求中资企业结合项

目绿色需求去深化供给侧改革，达到

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

2012年，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为适

应市场高端业务拓展需要，专门成了

海外投资公司，研究和实施境外电力

投资这一类高端项目。电建海投公司

成立伊始，就高度关注传统市场高端

项目开发的绿色需求，并在与国际金

融机构洽商绿色信贷的过程中强化对

所在国项目绿色需求的风险分析与认

识，在多个电力开发项目的投资前期

对电站社会的生态环境影响、居民生

活影响进行深入调研，聘请专业环保

咨询机构对社会环境影响进行细致评

估，组织当地社区及居民对评估结果

进行听证恳谈，最终通过坚持不留隐

患、和谐发展的绿色理念，顺利推动

多个电站开发建设并部分项目成功进

入运营期，预期收益逐步体现。在此

过程中，电建海投公司的绿色金融理

念经历了“银行要绿色”到“投资方

要绿色”的转变。

3、绿色改革需要市场与资金为

保障

中国国际工程企业正在进行绿

色供给侧改革的初期，无法避免地继

续面临着传统模式下的市场萎缩、利

润缩水的局势，同时也面临着在新

模式、新市场中因缺乏必要的绿色经

验、绿色品牌以及绿色成本支出的预

算与控制能力，而无法获取项目或项

目成本超支的市场风险。企业担忧不

改革会失去机会，而改革了也未必能

够克服揽活不足、资本耗竭。对此，

转型期的市场培育与资金保障是企业

在这转型期内的关键需求，关系着国

际工程企业改革的顺利与否。

4、“一带一路”为绿色改革提

供机遇

在国际工程企业改革的关键时

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

解决上述转型期市场培育和资金保障

问题带来了巨大机遇。在中国政府

的倡议下，丝路基金、亚投行、中资

目标相一致，即通过绿色改革为中国

工程产业升级寻得正确方向，引领和

带动国内相关产业技术升级与变革，

包括减少自然能耗、环境污染，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及再生能力等，促进中

国产业尽快适应世界要素供给变化。

2、国际工程企业绿色改革的路

径探讨

作为供给侧改革，中国国际工

程企业重要方式是调配生产要素、改

革生产方式，而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

素，生产对象更是生产的前提，通

过前文对本次国际工程企业实施绿色

改革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到，“一带一

路”建设为改革中国际工程企业提供

了最佳的市场机遇和资金支持。因

此，探讨绿色改革的路径，首要抓住

的正是“一带一路”建设下的市场机

遇，确定生产对象；其次，资本是生

产的重要要素，抓住市场机遇后需要

争取资金资源的支持，确保绿色生产

得以实现；最后以此为基础，进行系

列的技术改革、要素重组调整等，确

立新的适应市场的生产状态和实现有

效供给，完成绿色改革。

四、推进国际工程企业改革的建议

当前中国正值绿色金融体系构

建初期，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国国际工程企业实现改革的关键时

期，绿色金融理念直接引导着资本资

源的规模流向，笔者从企业角度出发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考虑和

出台一些绿色金融扶持政策，帮助企

业深化改革、转型升级。

1、设立“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库

建议国家政府部门牵头设立“一

带一路”绿色项目库，绿色项目应从

国家、企业和东道国共同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出发进行评价筛选，对于入库

项目建议给予政府审批和国内外政府

间、部门间协调以及特殊资源的优先

或倾斜性分配支持。

2、设立绿色发展基金

传统国际工程企业转型提供和

增加绿色服务质量，难免会增加成

本，绿色投入的产出也难以在短期内

兑现，与市场需求相去甚远的供给价

格也很难赢得市场接受，对此，可考

虑由国家政府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对

于“一带一路”绿色项目给予项目资

本金软贷款支持、股权投资支持、补

贴、贴息等，帮助企业平稳过度。

3、密切联系国际绿色信贷组织

建议国家金融部门牵头联系国

际绿色信贷组织，对中资企业所实施

的绿色项目予以绿色认证，支持中资

企业参与国际绿色标准认证，提升企

业绿色行为的国际竞争力。

4、加强对绿色资金的监督管理

建议加强对绿色资金的监督管

理，确保绿色资金的正确投向，及时

评价绿色资金的使用效益，帮助绿色

金融管理的制度改进。

银行境外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陆续成

立，中信保保险规模及深度也越加契

合企业需求，为中资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实施高端项目给予了雄

厚的资本支持，同时坚定了沿线所在

国对中资企业实施高端项目的信心，

为中资企业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转型

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政策保障。

电建海投公司作为中国电建集团

专门负责海外投资的机构，应集团国

际业务改革创新而设立，在集团的改

革支持下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在沿线成功签约多个境外电力投资项

目，2016年资产规模突破270亿元，利

润总额达到4.1亿元，各项指标在集

团占比和排名稳步增长和提升，平稳

度过了改革发展初期的摸索，实现当

前具备自主筛选及规划项目、招标方

式取得竞争性融资价格、实现有限追

索权的项目融资、全产业链进行电力

建设和运营维护管理的国际电力投资

专业公司水平，阶段性地实践了电建

集团国际业务的供给侧改革。

三、绿色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探讨

1、国际工程企业绿色改革的目

标分析

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当前转型升

级中的绿色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

的一个微观部分，探讨其目标，可分

作两个层次。一是争取建立与环境、

社区和谐共生的绿色工程服务体系，

提高供给侧质量，满足市场需求的微

观目标。二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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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次党代会提出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庄严的

国歌声中，中国共产党中国电建集团

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第一次代表大会胜

利召开。来自公司党委所属 12个党

支部各个领域的 80名代表，带着公

司近 200名党员的殷切希望，肩负着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升级

版的历史使命，齐聚一堂，凝心聚智，

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发展良策，全力

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第一次党代会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国

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经验，分析形势，部署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任务；选举产生公司新一届党

委、纪委；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进一

步发挥党组织政治优势，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坚定信心，拼搏进取，为

加快打造海外投资升级版而努力奋斗。

公司第一次党代会以差额选举、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

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届

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

了中共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

司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

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

资有限公司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副书

记和中共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

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

来自公司党委所属 12 个党

支部各个领域的 80 名代表，带着

公司近 200 名党员的殷切希望，

肩负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

外投资升级版的历史使命，齐聚

一堂，凝心聚智，共商发展大计，

共谋发展良策，全力推动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

“一二三四五”党建工作思路和七项重点任务

杜春国、李铮、何书海、张奋

来、张国来、张雅兴、赵新华、钟海

祥、俞祥荣、曹跃生、盛玉明、蔡斌

等 12名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当

选为公司第一届党委委员；盛玉明同

志当选为第一届委员会书记。杜春国、

赵新华 2名同志当选为第一届委员会

副书记。王中、李胜会、岐温华、赵

新华、潘韵萍等 5名同志（以姓氏笔

画为序）当选为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赵新华同志当选为公司纪律检

查委员会书记，潘韵萍同志当选为公

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盛玉明同志代表公司党委在会

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建设 发挥政

治优势 为加快打造海外投资升级版

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他回顾了

公司成立四年来在战略引领、项目开

发、建设运营、企业管理和党的建设

等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经验。特别

指出，四年来，公司党委和各级党组

织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公司快速健康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

保证。一是政治理论学习扎实有效；

二是党建工作机制不断创新；三是人

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四是反腐倡廉

工作全面加强；五是海投特色文化深

入人心；六是对外宣传品牌效应明

显；七是做实人文关怀凝心聚力。

在分析当前面临形势任务的基

础上，公司党委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

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基

本思路。公司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国资委党委和

电建集团（股份）党委的部署要求，

全面落实 “一二三四五”。即坚持“一

个核心”：坚持持续加强党的建设、

推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这一核心；落

实“两个责任”：认真落实党委的主

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提升“三

个能力”：努力提升班子决策能力、

员工执行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发挥“四个作用”：充分发挥党委的

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干部的

示范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加强“五个建设”：大力加强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

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并提出重点做

好七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政治理论

学习，夯实企业发展思想基础；二是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打造专业化人才

团队；三是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提高

党建科学化水平；四是加强基层党建

工作，建设坚强战斗堡垒；五是加强

反腐倡廉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六是加强特色文化建设，不断提升企

业软实力；七是加强群团各项工作，

积极构建和谐企业。

赵新华同志代表公司纪委在会

上作了题为《融入中心履职尽责 为

公司转型升级提供坚强有力保障》的

工作报告。他总结回顾了公司成立以

来在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方面取得

的工作成效经验；在综合研判当前形势

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司今后党风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思路，并明确了六个

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认真贯彻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严明党的纪律，在从严

治企上下功夫；二是在坚持中深化、在

深化中坚持，持之以恒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三是坚持抓早抓小抓常，把教

育预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四是

准确把握“四种形态”“三个区分”，

做好信访和纪律审查工作；五是健全责

任体系，推动工作落地；六是加强自身

建设，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

察队伍。

杜春国同志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要广泛宣传贯

彻好本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坚定

信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把大

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紧紧

围绕公司战略目标，融入中心，服务

大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

贯彻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

作，使党建与生产经营紧密结合，同

频共振、同向同行，实现党建价值创

造，推动公司改革发展，推动大会确

定任务目标的全面实现，努力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升级版，为

中国电建建成世界一流企业作出更大

的贡献！

代表团讨论

李胜会    张一凡  李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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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品牌形象    坚持扎根当地

在中外文化融合中创造价值

扎实推行“本土化战略”。坚

持“绿色发展、科学开发”理念，在

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劳动用工、文

化融合等方面，积极推进本土化经

营，工程建设现阶段雇用巴籍员工

1600余人，占全部施工人数的52%。

坚持“求同存异”差异化管理，尊重

巴方员工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开

斋节”“古尔邦节”等巴基斯坦重大

节假日给予当地员工带薪休假待遇。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巴方困难员

工、公益组织等捐赠物资，注重施工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体现

中国电建注重生态保护实行可持续发

展理念。

加强外宣工作塑良好品牌形象。

积极整合当地和国内媒体资源，全方

位宣传中国电建品牌形象。借助中巴

建交65周年、中巴经济走廊峰会等契

机，在巴基斯坦《新闻报》《黎明报》

深化主题活动提升政治素质。

积极开展“戴党徽亮身份、做表率践

承诺”“岗位标兵、技术能手”评

选、“创党员示范岗”等主题实践活

动，让党员主动亮出身份，接受群众

监督。坚持中国电建和中国驻巴基斯

坦大使馆、卡拉奇总领馆党组织的双

重领导，邀请总领馆经商室党支部到

访现场，请使馆参赞讲党课，学习总

书记重要系列讲话，重温入党誓词，

让党旗在海外员工的心中飘扬。

统一资源配置    加强组织协调

在推动生产经营中创造价值

发挥堡垒作用推动发展。联合

党工委积极协调资源，在人力、物

资、机械设备等方面合理调配，提高

了工程建设效率。组织开展了“大

干100天”劳动竞赛活动，各参建单

位共成立24支“党员先锋队”和32支

“青年突击队”，保证重大里程碑节

点提前或按期完成。

技术创新推动提质增效。积极

中国电建卡西姆项目

联合党工委以价值创造推动项目建设
 李胜会    耿兴强

2016年5月，经电建股份党委同

意，公司党委牵头组建了涵盖投资、

设计、监理、施工、运营等9家集团

系统单位的联合党工委，有力促进了

集团业务链向价值链的转变。组建成

立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有利于更

好地发挥统筹协调和纽带作用，紧密

联系集团系统参建单位，有效发挥业

主、设计、监理、施工“四位一体”

作用和全产业链一体化集成优势，抓

好项目安全、质量、进度、成本、环

保“五大要素”管控；有利于发挥党

组织在境外大型项目建设中的政治核

心作用和监督保障作用；有利于统筹

组织各类主题实践活动，统筹对外联

系和宣传，树立中国电建品牌形象，

传播中国电建文化理念；有利于实践

探索国有企业海外党建工作开展和党

组织作用发挥的新途径、新思路、新

举措。

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自成立

以来，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积

极推进模式创新，突出党建价值创

造，在合同关系和行政管理的基础

上，把集团系统参建单位凝聚在一

起，有效发挥了政治核心作用和监督

保障作用，全面促进了卡西姆港燃煤

电站项目的顺利实施。

统一组织活动    推进模式创新

在强化党性锻炼中创造价值

健全组织机构实现全覆盖。卡

西姆项目于2016年4月29日正式组建

“中共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联合工

作委员会”。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

委设有6个党支部，在册党员共计113

名；建立2个基层工会；成立2个党群

专项工作领导机构。通过建立健全组

织机构，实现党群及思想政治工作在

卡西姆项目的全覆盖，为党建工作效

能的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

扎实“两学一做”锤炼党性。

联合党工委成立了“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认真制定具体计划，

切实开展集中学习、专题讨论、书记

委员讲党课等学习教育活动；成立1

个党工委和6个党支部QQ学习群，同

时利用集团网站、报刊、电建微言、

海投微语等网络平台，交流学习体

会，组织参加电建集团相关知识竞赛

活动，巩固学习内容，检验学习效

果。

严格组织程序实现科学决策。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制度

和“党管干部”原则，加强党风建设

和反腐倡廉工作，通过召开廉洁从

业专题工作会议，实行年度述职述廉

报告制度，提高党员干部防腐拒变能

力。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认

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切实提高依法决

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水平，把“三会

一课”等组织活动与工程建设紧密结

合，使党组织建设、党员先锋作用发

挥积极效果。

开展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活动，成

立QC小组35个，收集合理化建议100

多条，累计为工程建设节省200多万

元；通过对当地海关税法学习，优化

货物清关管理流程，选择更为有利的

HS编码体系，合理合法降低税率，为

项目提质增效找到了新的增长点。组

织开展了安全隐患“找茬”活动、安

全管理人员戴“红袖章”等活动，确

保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落地生根。

强化培训打造优秀团队。制订

并实施内部人才培训计划，以员工需

求为导向，全面打造“学习型”组

织。坚持“把海外业务骨干发展成党

员，把党员培养成海外业务骨干”，

2015年党工委吸收2名入党积极分子

成为预备党员，2016年又成功发展1

名入党积极分子。通过开展专业知识

培训、英语情景对话比赛等活动，提

高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英语水平，

打造满足新形势下海外投资业务需求

的复合型人才和专业团队。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卡

西姆联合党工委党建模式创新经

验《中国电建卡西姆项目联合党

工委以价值创造推动项目建设》

在国资委《国资工作交流》（总

第 269 期）刊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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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刊上整篇幅宣传中国电建，中央电

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内主流新闻媒体也

进行了宣传报道；充分利用新媒体构建

多样化宣传渠道，制作了《“巴铁哥

们”的电建情缘》等一系列微信电影，

引起了良好反响。

开展“主题活动”促跨文化融

合。利用重要节庆日契机，组织开展

各类主题活动，促进中外多元文化融

合。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职工运动会、

篮球比赛、足球比赛等活动，促进中

巴员工交流与沟通；在巴基斯坦重要

节日期间，联合党工委都牵头拜访当

地政府部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中

资机构、合作伙伴和项目参建单位等

中外员工共同参加的主题活动，促进

跨文化融合，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统一载体标准    加强人文关怀

在凝聚智慧力量中创造价值

做实人文关怀温暖员工。加强

职业健康保护，给中巴双方现场一线

职工均配备齐全的安全劳保用品，修

改工作作息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

段。积极开展防暑降温和“送清凉”

活动，及时为现场巴方军警安全保卫

人员和施工一线员工，发放防暑降温

物品。尊重巴方员工宗教信仰，为穆

斯林员工专门设祈祷室并配备毛毯等

用品，斋月期间，在施工现场增加休

息和祈祷处，保证巴方员工斋月期间

生产、祈祷两不误。

“月月有主题”丰富员工生活。

以职工之家为平台，契合员工需求，

每月都组织一项员工喜闻乐见的主题

活动，组织所有参建单位、外籍员工

共同参加，先后组织了“新春篮球比

赛”、职工运动会、安全知识竞赛、

“相约卡西姆”摄影比赛等10余项活

动，通过活动促进了交流、拉近了距

离，增强了员工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

神。同时在员工宿舍安装电视，营地

设置健身房、活动中心、篮球场、卡

拉OK室等文体娱乐设施，丰富员工业

余文化生活，凝聚员工干劲，助力和

谐企业和特色文化建设。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是中国政府和巴方政府共同组织规

划，由中国电建和卡塔尔王室共同投

资开发按市场机制实施的混合所有制

能源开发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

的首批落地项目和首个电力能源类合

作项目，也是中国电建集团目前最大

的海外投资项目，总投资约20.85亿

美元，年发电量可达90亿千瓦时。

该项目以投资主体中国电建集

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为龙头，集成中

国电建旗下勘察设计、建设施工、运

营维护等优势资源，推动集团全产业

链一体化，以编队出海“集群式”走

出去，带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

国设备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经参建各

方共同努力，卡西姆项目各项节点推

进顺利，预计2017年底实现首台机组

发电目标，将为中巴经济合作再添新

成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出

新贡献。

公司完成工会和团委换届工作
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2016年11月18日，电建海投公司

召开第二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大会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

四年来公司工会工作，安排部署今后

一个时期工会主要任务，选举产生新

一届工会委员会，女工委员会，工会

经费委员会，团结动员广大干部职工

为加快打造海外投资升级版而努力奋

斗。

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盛玉明在

会上强调，一是要

牢固坚持党的群众

路线，党委要领

导和支持工会、共

青团等组织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二是

要大力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发挥职代

会作用，实施厂务公开、信息公开，

保障员工民主权利，提高企业科学决

策水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三

是要坚持人本理念，在尊重人、理解

人、关心人的基础上深入实施员工人

文关怀；继续开展“三送”、海外志

愿服务、“关爱小行动”“月月有主

题”等活动，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

心力。四是广泛开展各类创新创效活

动；通过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劳模创

新工作室、劳动竞赛、“海投之星”

公司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李胜会  邱清    张一凡  李旌

评选等，形成“比、学、赶、帮、

超”氛围，动员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建

功立业。五是坚持党建带工建、带团

建,落实加快青年员工成长成才的各项

举措，组织好岗位技术能手和“号、

队、手”等活动，引导青年员工在

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

创造价值。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

指出，公司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党的群

团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海外投资

业务特点和工作实际，切实履行好工

会组织、引导、服务的职能，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团结和凝聚广大职工，

同心合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和谐发

展。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赵新华代表公司第一届工会委

员会作了题为《适应新形势 服务新发

展 凝心聚力推动海外投资升级版建

设》的工作报告。

2017年3月9日，共青团中国电建

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团员大会胜利召

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新一届团委委

员。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团青工

作分管领导李铮出席会议，并做客团青

接待日与广大团员座谈交流。公司全体

在京团员和团干部参加会议。

大会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回

顾了公司团委成立四年多以来取得的成

绩，总结过往经验，分析当下形势，并

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大会以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

举产生了公司新一届团委委员。

会上，李铮发表讲话，高度肯定

了公司团委成立以来在团结青年，坚

定青年信念；围绕中心，服务生产经

营；推优荐才，帮助青年成长成才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她号召广大团员青

年要继续投身企业发展，发挥青年人

的聪明才智，勇于担当，奋发向上，

充分利用公司团委的资源和平台学习

成长，建功立业。她强调，公司今后

的团青工作要继续坚持两个思路。一

是持续创新，通过不断推陈出新，

积极适应公司发展和青年成长的新形

势、新要求，切实有效地开展团青工

作。二是结合公司特色，充分考虑公

司海外投资业务需求和广大青年员工

自身特点，开展体现海投特色、青年

特色的团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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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及CSG纵向围堰要填筑到设计高程，

中隔墙要浇筑到安全度汛高程。确保

“5.31目标”按期实现不仅是确保一期

基坑工程顺利施工的保障，更是为2017

年年底的大江截流奠定基础。在南欧江

项目联合党工委领导下，南欧江一级电

站联合党支部超前谋划，审时度势，准

确把握生产经营脉搏,充分发挥联合党

支部的核心引领作用，团结带动业主、

设计、监理、施工各方掀起施工建设高

潮，为“5.31目标”顺利实现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了各参建单位关于南欧江项目联合党

工委下步工作的建议。会议决定成

立南欧江一级、三级、四级、七级电

站四个联合党支部和联合党工委办公

室，下发包括《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

委工作规则》在内的十多项管理办法，

制定《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 2017

年工作要点》，印发《南欧江项目联

“月月有主题，党员争先锋”

2017 年 3 月 9 日，南欧江项目

联合党工委召开工作启动会。南欧江

项目联合党工委委员、南欧江发电公

司、设计、监理、施工各参建单位有

关负责人共计 3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通报了南欧江项目联合党

工委制度建设、机构设置、人事安排、

印章启用等议案意见征集情况，听取

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开启年度工作

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举办

2017年3月19日，南欧江项目联合

党工委组织所属一级电站联合党支部正

式启动“确保5.31目标”防洪度汛劳动

竞赛活动。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书

记、发电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黄彦

德、水电三局工会主席王广利、二滩国

际总监范林文以及参建各方代表共计

100余人参加启动动员大会。

本次劳动竞赛活动共分为宣传动

员、具体实施、总结表彰三个阶段展

开，旨在确保“5.31”防洪度汛目标顺

利实现。这是南欧江一级电站2017年第

一个工程节点目标，届时要实现一期基

坑具备安全度汛条件，上下游横向围

“确保 5 31 目标”防洪度汛劳动竞赛活动

张华南 郑连涛   桑文林 杨宇超

合党工委 2017 年“月月有主题，党

员争先锋”活动安排》。

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书记黄

彦德强调要充分认识南欧江项目联合

党工委成立的意义。组建南欧江项目

联合党工委，是电建集团党委的统一

部署，是电建集团党委进一步加强

海外党建工作，确保国有企业境外资

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使命光荣。他要求全体党员准确把握

项目联合党工委的工作规则和职能定

位，在思想引领、生产经营、廉洁教育、

对外宣传、非传统安全六个方面，有

效发挥联合党工委作用，推动发展，

创造价值。 高超     王加杰

2017年3月31日，电建海投公司

2017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出席会议并

作重要讲话，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主持会议。公司总

部各部门负责人、专兼职通讯员、新闻

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共50余人

参会。

会议提出了2017年公司新闻宣

传工作“123”目标：围绕“一个中

心”，突出“两个重点”，力争“三个

突破”。即紧紧围绕公司海外投资业务

这个中心；突出重点项目宣传和典型人

物宣传两个重点；力争在“一带一路”

体裁外宣工作上实现新突破，力争在集

团和行业媒体上有份量的重点报道实现

新突破，力争在公司内刊、微信、网站

自身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盛玉明强调，2017年要围绕四个

重点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一是围绕庆祝

建党96周年和公司成立5周年，通过编

印画册、采写通讯等做好专题报道；二

是结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围绕卡

西姆项目投产发电，做好专项宣传；

三是围绕南欧江二期4个电站渡汛、截

流，加强重要节点宣传；四是围绕央企

楷模、公司劳模等先进典型做好深度报

道，树典型、亮先进，传播正能量、争

创新业绩。他要求公司各单位、广大新

闻宣传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

思想，凝心聚力，扎实推进新闻宣传工

作，为全面完成公司2017年各项任务目

标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和创造良好的发

展氛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盛玉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做

好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许多

重要指示，国资委党委、集团公司党委

对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部署和要

求。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舆论宣传工作的

支持，公司各级组织、各级领导要高度

重视舆论宣传工作，要加强对形势的研

判，强化舆论引导，融入主战线、守好

主阵地、弘扬主旋律，扎实做好2017年

新闻宣传工作。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工作格局；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全力以赴，有

关部门鼎力支持，干部职工共同参与”

的新闻宣传工作格局，各子公司要进

一步加大新闻宣传的投入力度，要制

定详细措施，细化宣传工作责任分工，

努力形成推动宣传工作的长效机制。二

是要用好宣传媒介，扩大宣传影响；进

一步加强对公司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

台、内部刊物这三大平台的创新和管

理，扩大公司影响力；要增强与媒体交

公司提出“123”目标部署 2017 年新闻宣传工作

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主流媒体

的良好互动；有条件的项目公司，要主

动与国内主流媒体驻外机构和当地主流

媒体联系对接，主动发声，抢占先机，

提高成效；要抓住机遇，把握公司项目

分处“一带一路”沿线国别的特点，进

行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报道，为公司业

务拓展创造良好氛围。三是要创新新闻

策划，突出重点亮点；要围绕公司中心

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

视觉新、立意高、开拓深的新闻策划，

今年要围绕卡西姆港燃煤应急电站项目

投产发电、印尼明古鲁火电项目开工建

设、南欧江二期工程建设等主题，积极

主动地在国内外媒体上发声，联通中

外，扩大影响，树立品牌，努力增强市

场主体话语权。四是要强化舆情监控，

妥处突发事件；认真做好新闻舆情监控

工作，各单位特别是海外项目公司要加

强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增强对社会舆论

的敏感性和预见性，要关注Twitter、

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相关信

息，积极做好舆情研判和疏导化解工

作。

赵新华对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

要求，他强调，各单位、广大新闻宣传

工作者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全面开创新闻宣

传工作的新局面。一是要加强学习，提

高认识；二是要突出重点，创新工作；

三是要制定措施，强化落实；要进一步

把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公司党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推动企业发展上

来，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树立

公司在海外的良好形象。

李胜会    张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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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江流域公司在未来的运营阶段，能

够更好地做好移民生计发展工作。

南欧江一期项目建设征地和水库

淹没范围共涉及老挝北部2省、6县、

64个行政村，涉及移民1100多户，近

10000多人，共规划建设9个永久移民

安置点，同时配套修建了全长约64公

里的22千伏村外供电线路、5个永久

性转运码头和约204公里的新建道路，

以及供水、寺庙、祭祀等专项设施数

十项，移民工作的作业面之广、跨度

之大、条件之艰苦在国内外前所未有。

如今，南欧江一期项目修建的移民工

程陆续投入使用，不仅改善了移民落

后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让大山深处

从未通公路的村庄联通了公路，沿途

村民也开始经营起了商店、饭馆，移

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显著提升。

南欧江项目移民工作首获老挝省级政府表彰

2017年2月8日，老挝南欧江五、

六级电站所在的老挝丰沙里省省长签

发省长政令，公开表彰南欧江流域公

司优质移民工程、优秀管理单位以及

在移民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个人。这是

南欧江移民工作首次获得老挝省级政

府的公开表彰。

丰沙里省政府内政厅厅长、政府

移民工作管理部门、南欧江流域公司

相关人员出席表彰仪式。内政厅厅长

宣读了表彰政令，为业绩

突出的单位、个人颁发了

荣誉证书，对获奖单位及

个人表示祝贺，特别对流

域公司在移民工作中的大

力投入和不懈努力给予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表

示，南欧江流域公司在南

欧江五、六级电站移民工

作中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面对

老挝北部山区的艰苦环境和贫困面貌，

南欧江流域公司不但妥善解决了移民

搬迁安置问题，同时也在基础设施改

善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让移民搬迁

后的脱贫致富以及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有了更好保障。移民工作是一项持

续性的高难度工作，需要公司和政府

一同努力，希望南欧江流域公司能够

在结合老挝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引入

中国经验，帮助移民发展，也相信南

表彰仪式现场

黄晶  罗孙文    陈霞

甘再项目公司为当地修护道路获赞誉

2017年 3月 30日，电建海投甘

再项目公司实施的道路修护工程在柬

埔寨王国贡布省响水县省马帮乡莫边

村举行开工剪彩仪式。贡布省省长等

政府官员30余人、民众300余人及甘

再项目公司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仪式上，甘再项目公司总经

理王铁峰代表公司首先致词，向贡布

省政府、当地民众长期以来对电站的

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甘再项目公
董世辉

司将继续在当地履行好社会责任。随

后，贡布省省长在致词中对甘再项目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缓解下游城市御

洪、旱季用水、环保工作等表示高度

肯定和赞赏。甘再项目公司根据环保

实施协议中社会责任内容积极开展道

路修护，实现了与所在地政府及百姓

共建和谐关系，塑造中国企业良好社

会形象，为甘再项目公司生产运营奠

定良好基础的共赢效果。

甘再项目公司代表
出席道路修护开工仪式

公司志愿团队来到清三营小学

邱清  徐莉    徐莉

精准扶贫 持续关爱
——公司青年志愿者再行动 

路程 270 公里，车程 4 小时。

这是电建海投公司与张家口市崇礼区

清三营乡寄宿制小学的距离。公司对

这段路程并不陌生。连续三年来，电

建海投公司持续对该小学开展帮扶活

动，成功打造了央企精准扶贫、持续

关爱的志愿活动品牌。

11 月 4 日，公司志愿团队再次

来到了清三营小学，为学校带来爱心

款项和物资。此次的款项来自于“电

建海投公司清三营小学教育基金”。

该教育基金在公司领导的提议号召

下、由公司团委和财务资金部中央企

业“青年文明号”团队筹备设立而成。

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总经理杜春国等

领导带头捐款，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响

应，短短时间内便为教育基金募得人

民币一万元。考虑到清三营小学地处

海拔较高的山区地带，冬季严寒干燥，

气候恶劣，公司员工还整理冬衣等过

冬物品，为学生和老师送去温暖。

志愿团队此行由公司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李铮带队。学校老师和学生

在简陋的校舍整齐列队，热烈欢迎志

愿团队的到来。学校师生和公司志愿

者已经是老朋友了，自 2014 年起，

这已经是公司第五次来到清三营小学

开展志愿帮扶活动。在简短的捐赠仪

式上，清三营小学校长为电建海投公

司多年来的持续帮扶表示了衷心的感

谢，并告诫全体学生要用健康的成长

和努力的学习来回报远在北京的叔叔

阿姨们。李铮在随后的讲话中说，对

清三营小学的帮扶，是电建海投公司

的一项长期志愿活动，希望我们的小

小力量能够为学校带来改善，让孩子

们能够更好地成长，将来更好地回馈

社会。捐赠仪式上，学校为电建海投

公司送上锦旗，感谢公司多年来的持

续关爱。随后，志愿团队来到教室和

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

况，以及学校的帮扶需求。当了解到

学校缺少台式电脑、复印机等现代化

硬件设施的情况，志愿团队许诺，下

一阶段的帮扶将针对学校实际情况开

展筹划，争取为学校筹得所需物资，

以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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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归尼泊尔

2016年9月21日，应老挝能矿部、

文化部、旅游部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

部的号召，电建海投老挝南俄5发电

有限公司开展了“保护森林资源、建

设绿色家园”活动，被老挝政府授予“社

会环境特别贡献奖”。

青山不老树为本，绿水长流林是

源。南俄5库区位于老挝北部山区，

森林资源丰富，却是老挝最贫穷的地

区之一，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落

2016年 12月 29日，电建海投老

挝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前往琅勃拉邦

聋哑学校开展“情系贫困学子，爱心

永不褪色”捐赠活动，为师生们送上

了爱心和新年问候。

发电公司捐赠代表与校方举行座

谈，详细了解了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和

李媚

南俄 5 项目公司

南欧江发电公司

保护森林资源获当地政府嘉奖

对当地聋哑学校开展捐赠活动

后，居民环保意识差，毁林开荒、乱

砍滥伐现象十分普遍，森林锐减、水

土流失严重，这对库区水土保持及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严重隐患。

为改善南俄5水电站库区生态环

境，促进电站周边经济文化和环境的

发展，履行社会环境义务，团结当地

政府人民，南俄5公司积极开展此次

森林保护活动，共支付一亿三千万基

普（当地货币），向当地居民宣传老

学校的教育情况。他们强调，此次捐

出的每一份物资都凝聚着项目公司对

孩子们的关爱，愿他们能够从中汲取

能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中乘风破浪，

扬帆起航。发电公司代表表示，看着

孩子们纯真的脸庞，心里有丝丝的心

酸，上帝给他们关了一扇窗，必定会

打开另一扇！就像海伦凯勒说：“我

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灵是自

由的。”

校方对发电公司的帮助表示由衷

感谢，老师、学生们收到了生活用品、

学习文具后非常开心，并祝愿公司越

来越好。捐赠代表表示，发电公司将

一如既往履行社会责任，定期到学校

回访，帮助学生们快乐学习、健康生活，

为当地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挝的森林、河流保护法，组织当地群

众开展植树造林保护河流等活动。老

挝南俄5发电公司积极参加当地的社

会及环境建设，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得到了老挝相关部门的高度肯定与赞

赏，为电站的可持续运营创造一个和

谐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电建在老挝赢

得了口碑，彰显中国企业形象。

陈忠  郭记正    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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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NEWS

盛玉明拜会
爱尔兰驻华大使

明古鲁发电项目
初步设计联络会召开

南欧江流域梯级开发二期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全面生效

2017 年 3 月 3日，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应邀拜会

爱尔兰驻华大使康宝乐，就爱尔兰电力项目开发事宜

进行会谈。盛玉明介绍了公司情况，表达了与爱尔兰

企业加强合作，共同参与爱尔兰电力项目开发的意愿。

康宝乐大使表示欢迎中国电建参与爱尔兰电力项目的

投资开发，并愿意为公司提供支持与服务。

2017 年 4月 12日，印尼明古鲁（2×100MW）燃煤

发电项目初步设计联络会在河南电力勘测设计院召开，

本次会议重点讨论明古鲁项目总平布置方案和桩基方案，

形成了专家审查会议纪要，为下一步初步设计审查会的

召开铺平道路，进一步推动了明古鲁发电项目设计工作。

老挝当地时间

2016 年 12 月 6 日

下午 4:30 分，老挝

政府正式签署南欧

江流域梯级开发二

期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CA）生效函，

标志着南欧江流域

开发二期项目特许

权正式生效，确立

了项目投资开发合

法地位，为项目实

施奠定坚实基础。

冯道雨

杜春国会见
WER 公司总裁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 3月 17日，公司总经理杜春国在京会见来

访的跨国新能源项目开发公司 World Energy Rangers 

Ltd 公司（“WER公司”）总裁 Herman 先生一行，双方

就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协同发展，共创投资机会展开会谈，

并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赵月 肖欣

杨正冯欢  张凌

高展鹏

资讯 NEWS

华刚矿业隆重表彰“星级员工”公司开展廉洁从业教育

公司通过
国家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认证

集团首个“基建工地集装箱
信息平台”成功落地

2017年 4月 11日，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

春国带队、公司30余人一行到天津长泰监狱警示教育

基地接受廉洁警示教育培训。教育活动后，各参与人

员均表示今后要严以律己，并提醒身边同事时刻保持

清醒，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远离红线，抵制

贪腐行为，廉洁从业。

2016年 12月 29日，公司及所属的老挝南俄 5发

电有限公司、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双双通过发电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认证，实现了电建海投公司和两

个运营电站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的目标。南俄

5公司、甘再项目公司是系统内首批安全生产标准化一

级达标的海外项目。

2017年 2月 13日，由中国中铁、中国电建等中

资企业联合控股的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刚果（金）

现场对96名“星级员工”进行隆重表彰，这是该公司

连续3年对业绩良好、表现突出刚方员工鼓励表彰，

也是该公司坚持通过人文关怀和导向激励深入推进员

工属地化管理的又一次成果展示。程晓旭  侯丹 韩忠艺 张新丽

苏增军

2017年 3月 3日，集团首个“基建工地集装箱信息

平台”成功落地应用于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

将有利于贯彻落实电建集团“数字化工地”理念，进一

步解决电建集团海外工地的国内外信息沟通、资源整合、

管理协同和管理标准化问题。

促进属地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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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中国电建控股投建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

走出去    求共赢（“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阿拉伯

海沿岸的滩涂上，两座高达 165米的

冷却塔引人注目。大型起重设备忙着

吊运建设材料，工程车辆往来穿梭。

在冷却塔防腐作业区，工人们正在一

丝不苟地从事清理和防腐工作。

这里，正在建设的就是中国电建

集团控股投资建设的卡西姆港2×660

兆瓦燃煤电站，2015年5月开工建设，

刘志强    徐伟

201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对电建海投公司卡西姆电站走出
去，求共赢（“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进行了报道。

1 号机组有望在今年年底投产发电。

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眼中，它被视

为“巴基斯坦一号工程”；对巴基斯

坦百姓而言，它意义非凡，年发电量

达 90 亿千瓦时，建成后将解决 400

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极大缓解电力

短缺；在中巴两国友谊史上，它同样

地位显赫——“中巴经济走廊”首批

优先实施清单和首个落地的能源类旗

舰项目。

“一个契机，一个平台，一个窗

口。”董事长晏志勇说，必须通过这

个项目提升和展示中国电建全产业一

体化优势，向世界展现中国电建在水

利电力工程投资、规划设计、建设承

包、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公司和卡塔

尔王室的 AMC公司，分别按照 51%和

49% 的比例出资，成立巴基斯坦卡西

姆港发电有限公司，负责整个项目的

运作实施。“我们用一个相对小的资

本金投资额，通过银行信贷等商业行

为，撬动了数倍于投资额的整个产业

链的大单。”中国电建海投公司董事

长盛玉明说，一个电站项目，还能带

动优势产能和中国的资金、技术、设

备、标准“走出去”。

在质量方面，中国电建在卡西

姆项目中始终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要求

自己。为减少周边海风、油烟污染等

对钢结构的影响，施工人员在钢结构

已有防锈漆的基础上又加涂了一层面

漆，在所有钢结构螺栓连接处，全部

喷砂除锈合格后再进行防腐处理，以

确保电厂设备设施达到设计的正常使

用寿命。

海外合作，共赢方能长久。卡西

姆项目实施“本土化”发展战略，大

范围选用本地人员，在建设期为当地

直接创造逾 3000 个就业岗位，运营

期间每年将提供约 500个就业和培训

机会。

能源部部长更是在竣工典礼上说，今

后你们中国电建可以直接找尼泊尔电

力公司拿项目干！

产业一体化优势，比德国企业效

率高出一倍

竣工典礼上，中国投资者和尼泊

尔政府共同的兴奋点是：这个水电站

只用了 3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尼泊

尔记者们在采访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海

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时，首

先抛出的问题就是：“同样的项目其

他国家的企业用了 9年，你们只用不

到 4年的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

水电资源丰富的尼泊尔长年处

于电力严重短缺的状况，目前全国装

机容量只有 80多万千瓦。虽然投资

空间很大，但由于尼泊尔是世界最贫

困的国家之一，基础设施水平极为落

后，所以，项目建设殊为不易。多年来，

外国公司和个人承担开发的尼泊尔水

电项目累计达 1000 万千瓦，但交付

日期一拖再拖。就在距离中国电建上

马相迪项目 20公里处的一家德国企

业开发建设的规模相当的水电站，耗

费了近 9年时间才发电。

在这样的投资舞台上，走出去的

中国电建尽显“中国建造”的优势：

不仅带去资金，更带去了国内多年建

设积累的设计、施工、管理以及配套

等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技术和经验。中

国电建把这一优势发挥得更加彻底：

在国内外水电建设市场驰骋几十年，

《人民日报》：
尼泊尔上演“中国电建”时速

朱剑红

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海外投资

公司投资的尼泊尔上马相迪 A水电

站，装机容量只有 2×2.5 万千瓦，

跟国内诸多电站相比，它不过是个“小

工程”。但这个“小工程”为严重缺

电的尼泊尔贡献了超过5%的发电量，

难怪尼泊尔能源部部长和国家电力局

局长双双出席 9月的发电投产仪式。

2016 年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对电建海投公司投资的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的兴建情况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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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施

工建造、能投资运营等一系列优势。

盛玉明在回答尼泊尔记者时说：“上

马相迪 A电站在尼泊尔是同类项目推

进速度最快的，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充

分发挥了集团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设计、施工、建设、监理都是中国电

建自己的公司，所以安全、质量、进

度都在控、可控。我们集团公司极强

大的一体化优势，整体放大了我们的

能力。如果不是因为地震、海关封闭

等原因，我们的工期还能减少 10个

月！”

让当地人成立协调委员会，罢工

阻工半天就解决

产业一体化优势是中国电建在

尼泊尔上马相迪 A电站创出中国速度

的决定性原因，而能不能把中国建造

的优势植入尼泊尔的土地、把一体化

的产业链变成价值链，仅靠这一点是

不够的。尼泊尔的生活节奏不快，企

业推进项目需要发挥紧盯、死磕的精

神。比如，项目施工需要申请爆破许

可，按照尼泊尔原来的程序，大概需

要一年时间能办下来，而中国电建只

用了 5个月。中国电建尼泊尔项目公

司总经理陈文告诉记者，他们就是用

笨办法：跟踪，跟踪，派人不断打电

话询问，也是摸着石头才过了河！

上马相迪A电站工程现场被3个

大村庄围着，尼泊尔老百姓维权意识

很强，有不满意的事情就阻工罢工。

开工之初的一年里，项目就因阻工而

耽搁 3个多月的工期，而且都是发生

在枯水期的施工黄金期。饱受罢工阻

工困扰，语言交流困难更加剧了分歧。

陈文告诉记者：“我们想了个办法，

把 3个村子的村民组织起来，由他们

自己推荐本村、本社团最有威望的人

组成一个协调委员会，我们提供一些

活动经费。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当地

所有的社会关系，协助我们征地、调

停罢工阻工、帮助我们分解社会责任

项目，等等。”

这个 50多人的协调委员会对项

目的作用很大。例如，这个水电站环

评报告里有一亿多卢比的社会责任需

要履行，但社会责任项目牵扯到 3个

村庄利益的分配协调，怎样分解到具

体地方的具体项目、怎样解决村民真

正急需解决的问题等，都是需要细致

操作的事。协调委员会对顺利实施社

会责任项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本没有引起矛盾。陈文说：“协调

委员会是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之一，

有了他们，罢工阻工半天就解决。到

施工的第二年第三年，罢工阻工就很

少发生了，我们现在跟村民的关系处

得很好。”

尼泊尔上马相迪A电站投产了，

盛玉明仍然常常对这个案例“复盘”，

不断梳理总结它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建设提供的成功经验。他告诉记者，

海外投资公司虽然只有 3年的历史，

但公司的理念好，海外项目都实现了

与当地政府、居民、企业的多赢，在

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很强。

《光明日报》：
书写中巴友谊的动力传奇

苑基荣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两国战略

合作的重头戏，动力不足是最大的

现实问题。在巴基斯坦国内，许多

大城市每天都要多次拉闸限电，该

国目前的电力缺口约为 4500 兆瓦至

5000 兆瓦，而建设中的卡西姆电站

总装机容量为 1320 兆瓦，年均发电

量约 90 亿千瓦时。一城之电，可解

当下燃眉之急。

对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这

样评价：“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

经贸合作领域独一无二的典范，是巴

基斯坦未来长远发展的希望所在，也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巴基斯坦

‘2025年远景规划’的完美之作。”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再到产业链一体化“集群式”走出去

的典范，中国电建在该项目建设过程

中打造出规划、设计、采购、施工、

安装、运营等环环相扣的一体化管控

模式。

从 2015 年 5月电站主体工程开

工以来，电建相关人员“跑步”进厂，

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到当年8月份，

克服了40~50摄氏度高温天气的影响，

3个月的时间就安装完成近6000根桩

基，设备基础施工比国内常规工期提

前2个多月，充分体现了中国速度。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进大门，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标准化样板展示区，

严格按规范搭设的安全围栏、佩戴劳

保用品的仿真人、美观坚实的大小管

径焊口、外光内实的混凝土柱体，无

不展示出卡西姆电站在安全、质量和

2017 年 5 月 3 日，《光明日报》头版对电建海投公司投资的巴基斯坦卡西
姆电站进行了报道。

在阿拉伯海岸边的卡拉奇市，一座现代化电厂正拔地而起，成为中

巴经济走廊的地标性建筑。它就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能源项目、中国海外

最大的火电项目——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在巴基斯坦建设的卡西姆电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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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电站还将通过“煤代油”降低

发电成本，满足负荷发展，在优化投

资环境、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就

业、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在积极主动参与中巴经济走

廊项目建设的同时，中国电建将不断

加强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当地就业，

重视技术传授、管理培养、安全环保，

继续为提升项目所在地的技术和能力

作出更大贡献。”中国电建集团公司

董事长晏志勇表示。

如今，卡西姆电站已经进入冲

刺阶段，预计今年年底首台机组可

顺利按期发电，中国电建也将为中

巴两国友谊和人民期望献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工艺上的高标准要求。电站人员告诉

记者，实际施工中，为了减少对钢结

构的影响，所有钢结构加涂面漆，钢

结构螺栓连接处全部要喷砂除锈合格

后再进行防腐处理，做到安全质量万

无一失。

在核心技术上，中国制造再立

奇功。据介绍，卡西姆电站的超临界

机组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与传统燃

油发电机组相比，发电效率更高，与

环境更加友好。电站还利用海水二次

循环冷却和海水淡化补水，采用石灰

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均超出了当

地和世界银行的环保标准。

卡西姆电站建成以后，所发电力

将直接接入 500千伏主网，送至巴基

斯坦中北部地区消纳，满足中北部地

区的电力需求，补充电源装机的缺额。

巴基斯坦《国家报》报道
卡西姆项目采用高标准环保技术

2016 年 11 月 13 日，巴基斯坦报纸《国家报》（The Nation）报道了卡西
姆港燃煤电站项目进展迅速且采用高标准环保技术。

70pc Port Qasim coal project civil work done

Lahore -  The construction work 
on the 1,320MW Port Qasim Coal-
Fired Power Project has made a major 
breakthrough, as 70 percent civil work 
has already been completed while 73 
percent work has been executed over 
the jetty within one and a half year.

P o r t  Q a s i m  C o a l - F i r e d  P o w e r 
Project ranks first among the Priority 
Implementation Projects in the energy 
sector being developed under the 
CPEC. This is one of the early harvest 
projects and is expected to achieve 
commercial operation status by June 
2018. The project, however, will start 
generating power by the end of year 
2017.

The project is being jointly developed 
by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 through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 ted  and Al  Mirqab Capi ta l 
S.P.C. Powerchina and Al Maqrib 
have holding of 51% and 49% shares 
respectively on Build-Own-Operate 
(BOO) basis in the 1320MW power 
project.

Mr. Cai Bin, CEO of the Company, 
said that with the start of the month 
of October, the shell of number-
one cool ing tower  reached top, 
the generator and turbine started 
consignment, and the start-up boiler 
started erection work.

He said that all the works are being 
completed ahead of the schedule and 
with good quality, aiming to deliver 
reliable and affordable electric power 
to the people of Pakistan as early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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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ject comprises two units with 
total gross capacity of 1320 megawatts 
(with integrated self-use Jetty) and 
an average annual energy output of 
around 9000GWh, able to support 3-4 
million families’ power consumption 
for a year.

Fueled by imported coal, the project 
adopts the world’s leading supercritical 
thermal technology - being introduced 
in Pakista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operations 
including seawater desalination, 
secondary circulating seawater cooling 
and flue gas desulfurisation, satisfy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f the 
World Bank. The generated power 
will be evacuated through 500KV 
AC transmission line connecting the 
project with the national grid.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is 
36 months.The total investment of the 
project is approximately $2.085 billion. 
The loan is arranged by the sponsors 
through project financing from the 
Import-Export Bank of China (China 
EXIM Bank), without increasing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Government of 
Pakist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t 
started on May 7, 2015. Over 50 per 
cent of the engineering works were 
achieved by October, 2016.

Mr.  He Shiyou,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ompany, told that the 
Complex satisfies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f the World Bank.

"We have adopted the world’s leading 

and mature technology – supercritical 
thermal technology for this plant 
which provides high-efficiency, low 
coal consumption and low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he said.

He added that though this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 the project cost but 
PowerChina wanted to ensure least 
impact on the public life.

Shiyou said that the Company had 
also put in place other environmental 
friendly operations to make sure 
that the human and sea life are not 
impacted by the plant's emissions.

Another colleague, Mr Fazal Rahim,  
who is the coordinator of public affairs, 
said that the company had sought 
No Objection Certificates (NoCs) 
from Sind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EPA).  "SEPA granted 
approval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power plant and jetty 
respectively on 17 June 2014 and 30 
January 2015, after lengthy evaluation 
procedures including rounds of public 
hearings attended by local residents, 
communitie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factories, NGOs, fisheries' association,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media," he 
added.

Mr. Fazal said all the observations 
raised by the audience were deliberated 
upon by the project sponsor and 
considered in the project design 
or expressly clarified to relevant 
stakeholders.

Chinese investor are encourag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evelop 
power project in Pakistan, with a target 
to address the dire energy shortage of 
brotherly country.

' 'Currently, thousands of Chinese 
workers are working at project site 
enthusiastically,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their families. We are 
here to work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akistani  people.  We are 
confident that our sacrifices would 
be fully recognized here." says Mr. 
Wu Xianing, one of the constructors 
working at the sit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applied for upfront tariff which is 
approved by NEPRA after lots of 
professional experts’ study and public 
hearings. Mr He Shiyou says the Power 
Project is not aiming at earning the 
highest profit by using coal to sacrifice 
the environment.

"On the contrary, it applies supercritical 
technology seeking the imported coal 
from Indonesia or Australia with higher 
calorific value, to reduce the coal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he added.

Mr Zafaryab Khan, the spokesman at 
Ministry of Water & Power, says that 
the procedures and machinery installed 
at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was even 
better than what being practiced in 
the modern world. He said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Port Qasim 
Power Plant would be "very low", 

having no negative impact on human 
or marine life. He also rubbished the 
criticism over coal fired power plants 
and said that even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Malaysia, Japan and even US 
were using coal power plants. "In the 
US, 43 percent energy needs are being 
met through coal plants. Moreover, 
Port Qasim Power Plant is adopting 
the same procedures as adopted in 
developed nations. They would be 
using imported high quality coal while 
supercritical thermal technology is 
being used by the company which 
ensures very low emissions," he added.

He said that SEPA had issued NoCs 
to the company after making sure that 
there is no environmental cost due to 
the project. He said that even the ADB-
funded power project at Jamshoro had 
adopted the same technology.

"You know, the ADB and World Bank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impact on 
environment due to these coal-based 
power projects. Same is the case with 
PowerChina which has adopted all 
necessary safeguards and best practices 
to ens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 added.

2 号冷却塔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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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原风景》和《女儿情》诠释

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舞

蹈《踩踩踩》《唱起来、跳起来》展

示了海外电建青年奋力拼搏、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中巴兄弟乌尔都语合

唱《中巴友谊之歌》表达了“比山

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铁硬”的中

巴友谊。快乐的时光总觉得短暂，近

3个小时的晚会在《歌唱祖国》高亢

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回首2016，豪情满怀，用汗水和

付出收获累累硕果；展望2017，重任

在肩，用奋斗和拼搏书写新的华章。

新的一年，卡西姆项目全体干部员工

必将咬定青山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

干，铭记这份欢声笑语，珍藏这份美

好回忆，迈着更加坚定有力的步伐，

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携手同行，锐

意进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金鸡纳福，吉祥如意”

卡西姆项目 2017 年春节联欢晚会隆重上演

瑞猴辞旧岁，金鸡迎新年。2017

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7时，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2017

年春节联欢晚会隆重上演。本次晚会

由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主办，电建

海投卡西姆港发电公司和山东电建三

公司卡西姆项目部联合承办，卡西姆

项目各参建单位共800多名员工欢聚

一堂，载歌载舞，共度了一个欢乐的

夜晚，喜迎丁酉新春的到来。

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书记、

卡西姆港发电公司总经理蔡斌向春节

期间坚守奋战在一线的全体干部职工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愿，并

向职工家属致以新年的祝福和诚挚的

问候！希望卡西姆项目全体员工继续

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旺盛的激情，坚定

信心，勠力同心，为把卡西姆港燃煤

电站建设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示范

项目而不懈努力。

卡西姆项目春节联欢晚会自筹

备以来，得到了集团各参建单位的大

力支持，别看大家平日里奔波忙碌，

不显山露水，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

人人都是行家里手。各参建单位员

工们发挥聪明才智，自编、自导、自

演了一批优秀节目，真实反应了卡西

姆项目历经艰难、艰苦奋斗的工作生

活情景，在举国欢腾共祝鸡年春节之

际，坚守岗位的卡西姆项目电建人，

自己的歌声和舞姿铭记这个快乐的时

光和美好的时刻。

联欢晚会在一首《我爱你中

国》嘹亮的歌声中拉开帷幕，铿锵有

力的歌声唱出了海外电建人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双簧《收徒》、相声《抢

红包》、小品《百变52》等语言类节

目用幽默的语言展示了卡西姆人的喜

怒哀乐，让人捧腹大笑；三句半《说

安全》、话剧《辉煌卡西姆》结合

工程实际回顾了过去一年卡西姆项目

收获的累累硕果；歌曲《你会来工地

看我吗》《飘扬过海来看你》道出了

海外电建人的心声；乐器埙、箫独奏

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康从钦

五湖四海同看春晚，异国他乡共唠家常

2017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三十，

除夕之夜。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在

南欧江二期项目发电公司琅勃拉邦办

公区和一、三、四、七梯级电站共“一

区四站”同步拉开“五湖四海同看春晚，

异国他乡共唠家常”活动序幕。

活动前，各家食堂为一线员工精

心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南欧江二期项

目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以及老挝地方有关单位共同

欢聚一堂，大家操着云南话、湖南话、

湖北话、四川话、山东话、山西话、

福建话等各地方言，同时还掺杂着老

挝话，一起唠着家常，诉说彼此家乡

不同的过年风俗。席间，大家相互拜年，

说不完舒心的话，唠不完贴心的嗑，

送不完真心的祝福，千言万语一句话，

都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

干好工程的自信。活动还录制了拜年

视频，向亲朋好友，向领导同事发去

春节的问候，表达了2017年，二期项

目所有员工将撸起袖子加油干，再接

再厉，再创辉煌的决心！

2017年，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

将积极放大区域党组织优势，发挥党

组织前沿阵地和桥头堡类作用，以实

际行动将“暖心、贴心、真心、舒心”

的关怀落到实处，将业主、设计、监理、

施工各参建单位拧成一股绳，聚合放

大电建集团海外投资项目“四位一体”

管理优势，打造南欧江二期精品工程，

树中老友谊丰碑。

2016，我们一路风雨兼程；2017，

我们将继续砥砺前行。

看春晚、唠家常

四级电站同看春晚

高超    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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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趣事多

南欧江一期各级电站活动丰富多彩贺新年

新春佳节趣事多，天天都有热闹

事儿，2017 年鸡年春节期间，大家

尽情享受趣事，节后大家就要撸起袖

子、卯起劲大干了。都来瞅瞅看，趣

事乐事一起分享。

南欧江二级电站，管理部组织电

站在场人员包饺子，备年夜饭。因为

二级电站现场人员多，所以大家分工

协作，和面、剁肉馅、擀面皮、备配

料，弄得一个厨房好不热闹。正式开

始包饺子时候，发现有很多青年员工

不会包，电站厨师长军哥就耐心地教

他们。包出来的饺子有些怪异，引得

大家一阵阵笑声和说道。一个小时过

后，案板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饺子，

大约有 1000 多个，看着一起完成的

成果，大家成就感满满的。调度的小

张说：“看来，明早我值班，也还有

饺子吃，好开心”。

热闹过初一，二级电站开展了

新春趣味运动会，看着活动安排表，

热闹的气氛一下就起来了，同事们个

个都在盘算着拿什么奖品了。哪吒

套圈、背靠背传气球、蒙眼踩气球以

及最佳拍档等一个个趣味游戏先后进

行，大家相互配合，为完成游戏出谋

划策，在欢声笑语中每个人脸上都洋

溢着新春的幸福。“大家注意了，明

祝福

桑文林  徐国栋    谭磊  石纪栋  张振华

天还有新春健康徒步活动，礼品多多，

欢迎员工和家属积极参与”，管理部

李主任通知大家。

南欧江五级电站，这个藏在丰沙

里深山的电站，年味一点儿也没减。

大年三十，管理部迫不及待地搞起了

活动，组织了乒乓球、羽毛球比赛，

并邀请了公司走基层慰问团队、运维、

物业、老方人员一起进行篮球友谊赛。

管理部范主任说：“我们这个电站，

就喜欢运动，强健体魄。电站离城里

远，年轻人多，大家一起多开展些运

动项目，不孤单。年夜饭后还有篝火

晚会，晚上也能多吃点烤串，大家多

喝几瓶 BeerLao（老挝啤酒）”。

南欧江六级电站，看着门前挂的

大红灯笼，贴的新春对联，LED 屏幕

上显示着“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

力谱新篇”，就知道这里的年味十足。

这几天，丰沙里能矿厅、开关站等当

地人员相继到电站祝贺中国新年，和

电站中方员工联谊交流，比平时热闹

很多。管理部组织开展了各种趣味性

游戏，乒乓球接力赛、扔飞镖、猜谜语、

拔河、幸运抽奖等活动，增强了活力、

向心力，营造了浓厚的新春气氛。

电站上的员工都来自四面八方，

大家聚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五

味杂陈地过，是一种缘分，有你、有

我、也有他（她），无论在哪里，这

就是家，这份闹热就如家一样幸福和

温暖。

二级电站包饺子贺新年

六级电站趣味游戏

二级电站趣味套圈活动

五级电站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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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浓时情更浓

除夕临近，远在老挝深山里的南

俄5营地的年味渐浓，大红的灯笼高

高挂，喜庆的春联和硕大的福字也贴

上了，办公区域、食堂、宿舍收拾一新，

挂上绚丽的彩旗和彩带，干净敞亮的

迎接春节的到来。

与往年不同的是电站营地里出现

了一些新面孔。他们目光亲切，满脸笑

容，都是来到电站现场陪大家一起过年

的职工家属。“有他（她）的地方便是

家”，夫妻相聚，父子相亲，他们用这

样的方式，在大山深处，在异国他乡，

一家人过上了难得的团圆年，此情此景

更显得如此的温馨和珍贵。

除夕团员饭是过年的重头戏，员

工们齐聚在食堂，厨师为大伙精心准

备了年夜饭，餐桌被堆得满满当当。

电站坐落在老挝北部琅勃拉邦省和川

矿省交界的延绵不绝的大山深处，为

筹备好年夜饭，工作人员提前半个月，

驱车4小时到附近的川矿省采购，或

从更远的万象运输，做到既美味可口，

又不铺张浪费。

除夕之夜，在春节晚会欢快的乐

曲声中，小小的食堂里热闹非凡，员

工们亲手包着饺子，厨师们宰杀了营地

里放养的猪羊，摘下自己种的木瓜和香

蕉，整治出一桌桌丰盛的年夜饭，大家

开心地围坐在一起，电站领导为大家带

来电建海投公司及海投老挝公司的新春

祝福，传达上级公司对电站员工远离祖

国、远离亲人的奉献精神的充分肯定。

大家一齐举箸，杯光交错，把对亲人的

思念一饮而尽，把对故乡家人的祝福融

进酒中。留守现场的员工唱着跳着迎接

新年的到来，当然，每个人还收获了吉

祥如意的大红包。

发电公司还对大年三十晚仍在值

班的同志送去新年问候，要求他们及

时给家人报平安贺新年，感谢他们放

弃了小家的欢聚，坚守工作岗位，同

时要求干部员工继续加强春节安全保

供电工作，坚持优质服务常态化、标

准化，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在春晚的伴奏声中，在员工们的

欢声笑语中，鸡年的钟声响起，大家

共同举杯祝愿家人朋友健康平安、吉

祥如意、鸡年纳福！

李媚

一、当时光沉淀为历史，总会涌
现一些闪耀着奋进之光的人，我

们称之为榜样。

在过去的 2016 年里，一批先进

集体和个人从公司各个业务领域、各

个管理模块、各个工作岗位脱颖而

出，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从国内到

海外，从项目建设主战场到市场开拓

最前沿，从党建文化大阵地到运营管

理第一线，他们犹如璀璨群星，镶满

前进之程。

由今上溯五年，自公司成立起，

在追寻“海投梦”的征程中，众多榜

样就如雨后春笋，年年新发，生长于

“走出去”的广阔天地，茂布于“一

带一路”的深厚沃土。在尼泊尔纯净

的雪山下，在老挝幽深的原始森林里，

在阿拉伯海咸湿的海风中，在柬埔寨

秀丽的卜哥山旁……他们用执着和坚

毅诠释责任与担当，用智慧和才华勇

克重重难关，用创新和敬业收获可喜

成绩，他们是“海文化”的坚定践行

者，是海投员工的优秀代表，是推动

前进的中坚力量。

马克思说，人是历史的剧作者。

五年来，经由包括各类先进典型在内

的所有海投人的共同努力，公司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起步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在“走出去、站得稳、能发展”的道

路上不断书写着属于自已的辉煌！在

无声的时间中，我们分明听见了一个

蓬勃奋进的海投拔节生长的声音，在

历史的轴向上，我们分明看见了一个

谭毅

充满朝气的海投健步前行的身影。

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桃红柳绿

时。比自然之春更值得期待的，是一

个加快发展的春天；比桃红柳绿更美

的，是绽放在海投各个岗位的先进典

型。在刚刚召开的公司 2017 年新闻

宣传工作会上，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盛玉明强调，要围绕央企楷模、公

司劳模等先进典型做好深度报道，树

典型、亮先进，传播正能量、争创新

业绩。在这个春天里，公司党委工作

部联合有关部门策划、撰写并陆续刊

登了公司去年五位劳模的先进事迹，

用真情的笔触，纵深的视角，真实再

现了他们的品质与担当，激情与力量，

交映思想，激荡智慧，分享经验，凝

聚力量，营造了树典型、学榜样、争

上游的浓厚氛围，形成了激励前行的

强大正能量。

二、“海纳百川，投创未来”是

我们的精神共识，也是召唤、培

养和造就榜样的根本力量。

树高千尺，必有根基；水流万里，

定有源泉。榜样的塑造离不开海投的

广阔天地和巨大舞台。海投的事业，

诞生于中国电建深度推进海外业务发

展之际，融合于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

业的发展潮流，契合于民族复兴的壮

丽征程，既有“走出去”的宏大背景，

也有中国电建“国际优先发展”的战

略布景，更有“一带一路”的壮丽前

景，在宏观环境、历史机遇、政策支

持、战略支撑、资源整合等方面具备

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因此，

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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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的平台，是人才成长的大通道，

是勤奋有为的大舞台，是干事创业的

大天地。

榜样的诞生离不开“海文化”的

滋养。五年建设发展实践中，内涵丰

富的“海文化”被孕育培养，提炼升

华，既独具海投特色，以大海之胸怀、

视野和包容指引我们管理企业、经营

项目、修炼人生，又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之自由、和谐、友善的内在要

求高度一致，发挥着凝魂聚气、强基

固本的作用。随着“海文化”日益深

入员工心田，其吸引力、感召力、影

响力不断增强，成为激发活力的助燃

剂，事业前进的推进剂、文化融合的

润滑剂，如一汪甘泉，滋养着海投员

工的成长、成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榜样的诞生离不开海投事

业发展的历练。5年来，海投事业快

步前进，行稳致远，硕果盈枝，但在

业务拓展、市场开发、项目建设等具

体工作中也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挑

战、困难甚至危机，这些挑战和困难

锤炼了作风，提升了本领，磨砺了意

志，既是海投员工成长的磨刀石，也

是甄选优秀人才的试金石。不论是成

绩斐然的先进集体，还是才华出众的

优秀个人，不论是功勋显赫的电建老

将，还是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哪个

不是在工作中经历了一番“寒彻骨”

的磨砺呢？

三、前进征程需要典型示范，宏

伟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典型本

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榜样是看得

见的正能量，是具象化的价值观，他

们来自于身边，建功在平常，可亲可

敬，可感可信，是宝贵的财富，亦是

学习的标杆。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当前，“一带一路”构想等正

深入推进，海投也已形成强有力的管

控体系和能力支撑，具备了跨越发展

的基础和能力。但事物的运动规律启

示我们，随着事业越发展、越前进，

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

面临的风险挑战就会越多，因此，前

进路上势必需要更多榜样走在前列、

做出表率，在管理创新中创佳绩，在

市场开拓中结硕果，在项目建设中建

功勋，在运营提升中展作为，进而带

动周边，形成辐射，营造人人建功立

业、个个比学赶超的争先氛围。

既要点赞榜样，更要见贤思齐，

有所超越。学习榜样，就是要学习他

们做“海投语录”的贯彻者，学习他们

做“海文化”的践行者，学习他们做“海

投梦”的创造者。从报道出来的几位劳

模事迹中可以看出，不论身在哪个领域，

不管取得何种成绩，他们无不把“海投

语录”内化于心、践之于行。“天道酬

勤”“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风险管

控永远是第一位的”……每当机遇来临

或是遭遇瓶颈，不管是躬耕熟悉的岗位

或是置身陌生的领域，这些能量满满的

话语总能帮助他们“关山度若飞”。各

类榜样不仅是工作业绩的佼佼者，同时

也是各自团队的精神主导和公司文化的

传播者，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诠释着“海文化”的魅力。工作中，

他们无不矢志于创造优秀业绩，耽情于

提升工作水平。他们的思想、品格犹如

一面旗帜，感召着同事，他们的行动、

业绩犹如一座灯塔，激励着团队。

四、与榜样同行，携手续写中国

电建海外投资新篇章。

学习榜样，要落实一个“看”字。

榜样都出自我们身边，很多工作都是与

我们一道完成。在与榜样共事的过程中，

要做“有心人”，注意观察他们做工作

的思路、方法和标准，多问几个“他是

怎么想到的？”“他是怎样做到的？”，

或者“换做是他，这件事他会怎么做？”。

如此，便能在观察思考中领悟到榜样背

后的“成功学”。

学习榜样，要落实一个“做”字。

光说不练假把式，唯有行动见真知。

要真正向榜样靠拢，还得把榜样的那

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创造性地运

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把学的心得、体

会化用于实践之中，进而形成自己干

好工作的“窍门儿”或“捷径”。如

此，便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便

能把对榜样的学习由“形似”提升到

“神似”。

学习榜样，要落实一个“恒”字。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

同理，学一天榜样不难，难的是学一

辈子。很多时候，对榜样的学习不是

失之于学的道理不清、方法不明，而

是失之于学得不真不恒不深入。“罗

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榜样也不是一

时一阵子练就的，除了扎实苦干，日

积月累，点滴进步，找不到更好的办

法。

春风浩荡，征帆正满。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电建海

外投资升级版建设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前进之程上，让我们与榜样携手

同行，齐步共进，续写新篇！

蔡斌（左一）接受国资委首届“央企楷模”表彰

践行“一带一路”的建设先锋
——记首届“央企楷模”、电建海投公司副总经理、卡西姆发电公司总经理蔡斌 

韩国芬    耿兴强    康从钦

“百舸争流千帆竞，敢立潮头

唱大风！历经严峻的考验，赢得世界

的尊重。你与山川为伴，与江河同

歌，你筑就了大坝巍峨，搭建了邦交

友谊，挺起了央企脊梁，成为‘一带

一路’建设的时代先锋！”

4月27日，在国资委首届“央企

楷模”颁奖典礼上，当嘉宾深情朗诵

蔡斌的颁奖词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而蔡斌的眼角却湿润了，20多

年征战海外的一幕幕仿佛又在眼前闪

过……

多年来，蔡斌默默坚守在海外

投资事业的第一线，从国内到国外，

从EPC总承包到BOT项目管理，他先后

参加或主持了11个电站项目建设，总

装机容量1000多万千瓦，有力推动了

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

国文化一体化“走出去”。

他秉承大国情怀，用坚持和信

念，描绘着发展的恢弘蓝图，用激情

和汗水，弹奏着“走出去”的最美乐

章。他负责的一座座电站，为项目

所在国经济发展注入了能源动力，书

写了中外友谊的美好篇章，赢得了前

老挝副总理宋萨瓦•凌沙瓦由衷的称

赞：“中国电建，是最值得信赖的企

业！”

投身电建，拼命三郎迎难而上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1985年大学

毕业，蔡斌毅然选择投入水电一线建

设，从此他的命运就与电建结缘。

从葛洲坝电站到四川二滩水电

2017 年 4 月 27 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举办首届“央企楷模”

发布会，电建海投公司副总经理、卡西姆发电公司总经理蔡斌，以及来自

中交集团、中国船舶、中国电信、航天科工等 8 位央企人获此殊荣。国资

委党委书记郝鹏，副主任黄丹华、刘强出席发布仪式，向央企楷模颁奖，

并与他们进行座谈交流。



纵深纵深 典范 DEPTHEXAMPLE68 69D

内刊 2017.05 第 3 期 

站，从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独挡一

面的技术骨干，职业生涯的最初十

年，蔡斌一直奋斗在最艰苦的施工一

线，困难和挑战磨炼了他的意志，锻

炼了他的能力。

从上波迪•科西水电站开始，开

启了他长达20年的海外工作生涯。蔡

斌先后负责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上的迪

什林水电站、马来西亚巴贡水电站、

老挝南俄5水电站、老挝南欧江流域

水电站、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等10余个国际大型水电、火电工程项

目的建设及管理，总装机容量1000多

万千瓦。

接触过蔡斌的人常说：哪里有

困难，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蔡斌的

身影。

2010年3月，老挝南俄５水电站

面临工期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他临

危受命，盯在施工一线，通宵达旦与

参建单位一起剖析问题症结。引水隧道

地质条件恶劣，坍塌渗水严重，是制约

工程进度的关键，他踏着齐踝深的泥

泞，深入到掌子面摸清情况，制定了

“短进尺、强支撑、强观测”的施工方

案，针对管理薄弱环节，强化现场管

控，提前一个月实现发电目标。

该项目顺利获得COD商业运行证

书，并荣获2013年中国电建集团优质

工程奖。

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就是凭着这样一股从

不服输的“强劲”，一个个困难在他

面前迎刃而解。2013年8月，老挝南

欧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最大洪峰达到6246立方米每秒。他昼

夜守在现场，亲自指挥各梯级电站抗

洪，当时最大的那次洪峰就在距他不

到一米的脚下通过，面对滔滔洪水，

他沉着冷静，运筹帷幄，最终战胜了

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30多年来，他走过了多少个项

目，自己几乎也记不清了。但每到

一个新项目，蔡斌总是不停地穿梭各

施工厂队之间，了解施工、物资、设

备情况，了解地质情况及人文环境，

尽快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查看现场的

过程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措施和办

法，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施工方案，

不舍昼夜，忘我工作。

2012年，他既要负责南俄5电站

项目建设，又要负责南欧江流域3个

梯级电站项目融资、征地移民、环境

保护、项目建设等任务，工作跨度

大、战线长，涉及问题多，需协调的

单位多，工作异常艰辛，工作负荷空

前繁重。特别是项目建设、移民征地

等需与老挝当地中央、省、县、村各

级政府进行沟通协调，加之各级电站

坝型结构不同，地质条件差异大，施

工条件复杂，这些像拦路虎一样摆在

他面前。

面对困难，他理清思路，排除

万难，采取“走动式管理”、不定时

蹲点督导的方式，连续数年驱车数百

公里在几个工地往返奔波，随时到各

梯级电站检查、督导，累了就在车上

眯会儿。走完南欧江流域一期项目的

3个电站，就要穿过老挝2省6县，陆

路往返900公里。

正是凭着他这股“拼劲”，南

欧江一期项目面临的道路不畅、地质

变形、洪水泛滥、洞口塌方等诸多困

难和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二、五、

六级电站均按期完成大江截流等节点

目标。

探索创新，倾心付出筑就丰碑

创新，是发展的源生动力。更

是做好项目管理，推动投资项目顺利

实施的促进和保障。对这一点有深刻

认识的蔡斌，把创新作为工作的着力

点和突破口。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2×660MW燃煤

电站项目，是中国电建最大的海外投

资项目，同时作为“一带一路”重点

工程和“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能

源项目，工期紧，任务重，责任大，

备受中巴两国政府关注，政治经济意

义重大。

2015年5月，蔡斌勇挑重担，前

往巴基斯坦，带领团队开始了与时间

的赛跑。在他的精心组织策划下，各

项工作迅速有序展开。当年8月，克

服了当地40-50摄氏度高温，施工用

水、用电受制约等种种不利因素，项

目团队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7000

多根桩基，为土建主体工程全面展开

奠定了基础。

在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以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为引

导，带动电建集团内设计、监理、施

工、装备、运行等优势力量“编队出

海”走出去，这是电建集团火电业务

全产业链一体化的首次探索实践。根

据水电与火电的特性和共性，蔡斌既

借鉴经验又摒弃桎梏，从全产业链的

整体协调推进，从设计、采购到施工

建造一齐发力，为加强项目设计和设

备采购管控，专门成立了EP中心，狠

抓源头管理，对整个EP环节进行全方

位监督管控。

自2015年5月正式开工以来，不

到24个月的时间，在蔡斌的带领和组

织协调下，卡西姆港电站项目相继克

服种种不利因素，先后完成融资关

闭、土地注册等一系列制约工程建

设的关键项目，全面提前完成了2015

年、2016年各工程控制节点目标。同

时作为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书记，

他充分利用发挥海外党组政治核心和

监督保障作用，组织统筹协调集团各

参建单位，统一对外联系、统一宣传

口径、统一非传统安全管控，有力保

证了电站各项重大里程碑节点的顺利

实现。

目前，196米高的烟囱，两座165

米高的冷却塔巍然耸立，成为卡西姆

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座现代化发电

厂在阿拉伯海的滩涂上拔地而起！

在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

他探索出“1+2+3”管理模式，即围

绕现场管控这一重点，采取流域公司

月度监管和监理、设计、施工单位日

常管控相结合；把握深入施工现场、

与参建四方交流、与项目部员工座谈

三个重要环节，强化现场管控和项目

精细化管理，实现了对二、五、六各

级电站建设情况的全面梳理和把控，

有效推动了各节点目标的顺利实现。

他常说；“创新是建立在高标

准、严要求”的基础上。为此，他被

贯上了“黑脸蔡”的绰号。记得在巴

贡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填筑时，

填筑大坝已碾压完成的石料中混有

较多泥土，他发现后要求挖除重填。

施工方领导求情，说对工程影响不

大，挖除重填肯定会影响工期。蔡斌

黑着脸说“我不解释了，就四个字，

挖除重填！”但凡“黑脸蔡”所在的

工地，没有人敢在工程质量方面讲价

钱、搞猫腻。因为，不知何时“黑脸

蔡”又会不声不响地“降临”现场。

在老挝工作近5年，在负责南欧

江流域一期项目三个梯级电站建设过

程中，为确保进度、质量、安全，特

别是老挝政府提出的首台机组提前四

个月发电目标的要求，他和项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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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模式，科学组织调配资源，

充分发挥了集团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进展和发电目标的

实现。

“我宣布，南欧江流域首台机

组正式启动发电!”2015年11月29日8

时50分，在老挝琅勃拉邦省南欧江二

级电站举行的庆典仪式上，伴随着老

挝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宣布，南欧

江梯级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这标志着老挝境内唯一一个全流域梯

级电站项目，顺利完成了首台机组发

电目标。这一时刻，让远在巴基斯坦

的蔡斌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矢志不渝，扎根海外无怨无悔

有一种情怀，叫做责任、使

命。紧要时刻显身手，令人荡气回

肠；而生活中的蔡斌，却是那样平

淡、平凡。常年的海外工作，使他学

会了举重若轻，学会了默默的承受生

命之重。

每天清晨，蔡斌都会早起坚持

锻炼身体和学习英语，这是他30年如

一日养成的良好习惯。“坚持，有责

任心，对事业有情怀。”这是伴随他

一生的座右铭，

30年如一日，他不仅要适应艰

苦环境，承担各种工作压力，更要承

受长期远离亲人的孤独与寂寞，一年

365天只有30多天能与家人团聚。聚

少离多，他无法照顾年迈的父母，不

能陪伴生病的妻子，无法教育指导成

长中的孩子，对家人的愧疚他只能埋

藏在心底。谈起这些，蔡斌的眼角总

会湿润：“我是水电人，前辈们也是

这样做的！”由于长期劳累，身心疲

惫，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使

他患上了高血压，药物成了陪他辗转

战场的亲密伙伴。

对艰苦环境，奔波的生活，蔡

斌毫无怨言。他说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要风雨兼程。在工作之余，他深入

思索海外投资人才团队建设。蔡斌

认为，从事国际工程业务，设备、物

资等硬件不难，工程技术、质量、安

全管控也不难，难的是培养一支经验

丰富、对国际项目管控知识、管控能

力互补的团队。他始终注重团队建

设，特别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和锻炼。

蔡斌最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项目上

的年轻人他都熟悉，一有空就和他们

谈心，通过结对进行培养，使年轻人

早日成才。他说“企业的明天是年轻

人的，我们这些人要做好他们的引路

人、垫脚石”。

谈到家庭，蔡斌的眼角总会湿

润，也有许多心里话想说。他和爱人

是小学同学，称得上“青梅竹马”，

同时又都来到水电系统工作，由于

他常年在外打拼，爱人放弃了自己心

爱的事业，全身心的经营家庭，照顾

老人和孩子。正是因为爱人的理解和

支持，他才能毫无后顾之忧的倾心于

自己的事业，无怨无悔的奔波在世界

的河山大川之间，用青春和热血书写

“电建梦想”。

一条条河流就是一张张名片，

一座座电站就是一座座丰碑。从“中

巴走廊”到“一带一路”，他始终挺

立潮头，为了热爱的电力事业，他

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用自己的

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中国电建人“走出

去”的奋斗历程，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自强不息，勇于超越”的电建精

神。他筑起的不仅仅是大坝巍峨，而

是电建人的精神体魄；留下的不仅仅

是电站座座，还有关于中国的美好传

说！

是湄公河左岸老挝境内最大的一条支

流。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项

目是“一带一路”“澜湄合作”实施

的重点项目，是中国电建首个海外全

产业链一体化投资建设项目，也是中

国企业首次在境外获得的全流域整体

规划开发的项目 ,项目的建成将有效

缓解老挝缺电现状，促进北部地区经

济发展。

2015 年 8 月，黄彦德刚加入电

建海投，随即被派往南欧江二期负责

项目筹建工作。他“单枪匹马”只身

来到老挝，在蜿蜒的南欧江畔，他思

绪万千，面对组织的重托，深感肩上

责任重大。他马不停蹄投入现场工作，

了解项目开发情况、与当地使领馆联

系、与当地政府对接，思路清晰，准

确定位，迅速进入角色。在很短时间

内，完成机构组建、各梯级电站进场

路桥工程、业主临时营地、与政府的

各类商务协议文件、主体工程招标、

枢纽区移民安置工程招标等一系列的

一位“老电建”的责任与担当
——记公司 2016 年度劳动模范、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南欧江项目联合党工委书记黄彦德 

高超    韩国芬

黄彦德是一名有着 30年施工经

验的老水电，1991 年就走出国门从

事工程施工建设，现任电建海投公司

副总工程师、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

联合党工委书记。从国内到国外，从

代建制到 BOT，在老挝南欧江二期项

目中，他实现了从承包商到投资商的

华丽转身。

多年来，他给自己定下不成文的

规矩，“凡是上级交办的任务，一定

不折不扣，认真办好；凡是影响项目

生产的难点，一定冲锋在前，主动担

当；凡是参建各方关心的问题，一定

认真调研，协调解决；凡是项目员工

关注的事情，一定放在心上，努力完

成”。正是他的这份执着与担当，带

领项目团队攻克一个个难关，顺利完

成工程项目建设。

直面困难 勇挑重担

南欧江流域位于老挝北部高原，

黄彦德向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关华兵大使介绍二期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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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未发生人员伤亡和机械设备损失。

“作为央企，身为党员，为国

家出力是我们的责任”。在李克强总

理访问老挝前夕，需要提前运送物

资，沿途都是深山，山路崎岖，又无

补给，运送人员风餐露宿，加之受老

挝北部山区非传统安全影响，给运送

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如何保障物资按

期送达？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首先

想到了南欧江发电公司，当黄彦德了

解情况后，立即安排沿途各梯级电站

最大程度提供食宿和车辆维修保养服

务，还把项目部给自己准备的房间腾

出来，让运送人员居住。

从事水电建设 30多年，他撇家

舍业，与家人聚少离多。去年春节，

他与往年一样选择了驻守海外项目，

与一线员工一起在工地过年。

“这些年自己东奔西跑，对家

庭亏欠太多，但我是电建人”。他家

里90多岁的老母亲，时常会半夜起来

做早饭。老母亲最高兴的事，就是儿

子带她去逛街，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小

事，他也一再“食言”。每次离家，

老母亲总是满眼期盼与不舍地问“啥

时候再回来”？他总是含糊其词地

说：“很快，就一个礼拜”。无奈，

善意的谎言终会被识破。每每谈到此

处，这近一米八的山东大汉为之叹

息。对家人他充满了愧疚,只能把对

家人的爱深深埋在心底。

他先后荣获济南市“五一”劳动

奖章、公司劳动模范，面对荣誉，他

说：感谢组织的信任，干好项目是我

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心里，一直

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南欧江二期

建设实践“四位一体”管理模式，固

化管理经验，培养业务骨干，提升全

产业链一体化的聚合能力，让电建海

投在“走出去”的征程中，走得更好、

走得更稳。

工作，同时也打造出一支坚强有力的

管理团队，上下齐心协力，于 2016

年4月28日，顺利实现项目开工建设。

整合资源 聚合能力

他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履约管

理，狠抓责任落实。他常说“管理就

是整合资源、聚合能力”。在项目管

理中，他团结参建单位，统筹协调各

方关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

发展合力，有效推动了业主、设计、

监理、施工“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的

有效落地，聚合和放大了全产业链一

体化优势。

南欧江二期项目包括一、三、四、

七共四个电站，点多面广，管理跨度

大，施工难度高。他紧紧围绕“安全、

质量、进度、成本、环保”五大要素，

抓住关键环节，“出实招、抓实效”，

以实招破解难题、提升管理、激发活力。

有着 30多年施工管理经验的他

清楚，要管好项目首先要建制度、明

职责，用制度抓好项目管控。但他深

知，投资项目的管理又不同于承包工

程，于是他认真梳理参建各方管理职

责，明晰管理定位，理顺管理流程，

建立权责清晰，职责明确、衔接紧密、

配合良好的工作机制。加大对各梯级

电站项目的授权，强化制度管控，实

施管理前移，重心下移，强化了项目

部的主导地位和统筹管理能力，充分

发挥了业主的主导作用。

抓好设计这个“龙头”。他结合

实际制定了设计优化协议、设计优化

激励管理办法，促进了设计优化工作

的提升，充分发挥设计方的引领作用。

抓住现场监督这个“难点”，设立了

监理年度综合与进度节点考核奖励，

充分调动监理方的能动性。紧紧围绕

工程关键节点，科学合理审批进度计

划，及时结算工程款项，通过设立并

按时兑现进度节点奖、质量、安全考

核奖等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各方的积

极性，激发各施工单位的活力。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他注

重安全培训的规范、方式及效果，把

“要我安全、我要安全、我会安全”

管理思路在项目真正落地。“比成

绩、晒亮点”，在公开例会上围绕关

键节点，让参建各方晾晒施工现场图

片，以这种直观方式让参建单位自我

加压、自我激励、赶学先进。一个个

实招激发了参建各方的活力，也推动

项目节点的按期顺利完成。

当地县移民委负责人称赞说：

“两个安置点施工质量、进度均受控，

政府及村民非常满意”。

扛起责任 敢于担当

作为一名具有 20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他始终铭记入党时的誓言，不

忘初心，尽职履责，积极作为。作为

南欧江二期联合党工委书记，工作上、

学习上都走在前头，“咱是党员，别

人都看着哩”。以慎独慎微的自觉，

锤炼党性、以身作则。他经常是第一

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进食堂，有时

一忙，忘记吃饭也是常事。“以德服

人，以情感人”，他的言行也在默默

影响和感动着每个员工。

2016 年 11 月，因连日降雨，南

欧江流域水位大涨，而南欧江一、三、

四级三个电站基坑开挖正在进行。危

急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

冒雨赶到三级电站现场，统筹指挥四

级、三级、一级三个电站防洪抗洪工

作，密切关注汛情发展变化，审时度

势，准确预判，果断下达了撤离命

令，并有效组织人员撤离。当天下午

14:00 洪水迅速淹没了基坑，三个电

全部员工共同的

付出！”

精益求精

打造务实高效的

党群团队

在党委工作

部办公室墙上最

醒目的地方，挂

着一块牌子，上面是端端正正的黑体

字：“今天的事今天办，限时的事计

时办；能办的事马上办，琐碎的事抽

空办；复杂的事梳理办，份外的事协

助办；困难的事想法办，重要的事优

先办；个人的事下班办，所有的事认

真办”。

多年来，他严格遵守这个规定，

这也逐渐成为部门的良好传统。李胜

会深知，自己的本领再大，再勤奋，

凭一已之力，也难以达到好的工作成

效。只有打造一个务实高效的团队，

才能把公司党委交付的工作开展好，

把公司的部署落实好。

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榜样。工作

中李胜会首先“严苛”要求自己，每

天都是第一个来到部门，每一项工作

都完成得尽善尽美，凡是他经手的材

料在领导那都是“免检产品”，这不

仅源于他扎实的文字功底，更源于他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他细心地把握部门每个人的特

长，在严格工作标准的基础上，科学

分工，为大家搭建了施展个人才华的

舞台。有的被称为“PPT专家”，有

勇攀高峰不畏艰
——记公司 2016 年度劳动模范、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会 

他工作标准高，事无大小必须

认真细致；他工作节奏快，始终坚持

凡事日清日毕；他工作思路广，组织

策划协调样样出新；他工作能力强，

理论深厚写作水平出众……

20多年来，从技术员到项目经

理，从施工一线到总部机关，从行政

管理到党务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岗位

历练，使他具备了过人的组织能力和

理论水平，更使他养成了精细缜密、

沉着干练、严格高效的工作作风。

他就是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

会。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他带领党

工部紧紧围绕中心，加强文化建设凝

心聚力，推动企业宣传连上台阶，为

电建海投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

舆论支持，党建、企业文化、工会和

宣传工作均被集团公司或上级单位先

后评为先进，实现了“大满贯”。

2017年公司工作会上，他被授予

电建海投“劳动模范”。面对鲜红的

荣誉证书，他说：“荣誉不是我个人

的，它属于我们整个集体，是党工部

的成为“微信能手”，有的擅长写宣

传材料，有的专攻报告总结。每当说

起部门员工的优点和进步，他如数家

珍，脸上总是欣喜的笑容。

每一位新来部门的同事，都会

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紧张的工

作节奏和融洽的工作氛围。最开始，

大家写出的材料，总是会被打回去

三五次。“写报告要上接‘天线’，

即中央和国资委的方针政策、下接

‘地气’，即基层的实际情况，这样

出来的才有厚度、有底气。”他毫不

吝惜地传授自己写作的真谛。从文章

的结构到用词、到版面格式，他总要

反复修改几遍，这让每一位部门员工

的写作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在他的带领下，整个部门像起

了良好的化学反应，保持了高效的工

作节奏，精品的工作标准，连续两年

在平衡记分卡考核中名列前茅，并被

评为公司先进部门。部门同事也纷纷

获得了“海投之星”、先进工作者、

优秀党务工作者、标兵记者等荣誉。

作为一名老党员、支部书记，他

坚守党性原则，修身立德，尽责履职，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树立务实清廉的

良好形象，他所带领的第一党支部连续

三年被评为公司先进党支部。

融入中心

激发党建工作最大效能

党建工作，是企业各项工作的

生命线。如何贯彻落实好公司党委决

策部署，激发党建工作的最大效能为

韩国芬    耿兴强         谭毅

李胜会正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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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策划拍摄了电建海投投资项目

三步曲：《情满南欧江》、《筑梦马

相迪》和《燃情卡西姆》纪录片，投

放后在行业内外，特别是在项目所在

国别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创刊了《电

建海投》杂志并获得“全国工程建设

行业优秀报刊金页奖”。《人民日

报》、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主

流媒体多次宣传报道电建海投发展业

绩和经验，为公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舆论环境。

几年来，他细心推动公司工会

“月月有主题”、志愿服务海外员

工、“三送”人文关怀即“逢节日送

关爱、过生日送祝福、遇困难送温

暖”、关爱小行动等活动，这些活动

深受广大公司员工的欢迎，并已成为

电建海投的工会品牌，多次在集团会

议上进行交流，并先后被授予“全国

模范职工之家”“中国企业文化建设

标杆单位”“全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

工作优秀单位”“全国电力建设领域

优秀通讯站”等荣誉。

凭借多年努力的优异业绩，他

相继获得了“甘肃省新长征突击手” 

“局十大杰出青年”“集团（股份）优

秀党务工作者”“集团（股份）先进工

会工作者”等几十项荣誉，主持撰写的

多项成果获得行业协会及上级表彰，荣

誉证书摞起来得有一米厚。

荣誉属于昨天，对明天来说，只

有更大的责任。李胜会说：“以党建汇

聚企业正能量，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

为公司的发展尽绵薄之力，为中国电建

‘走出去’助力添彩，是一名党务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公司发展助力，是李胜会开展工作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

公司项目分处多个国别、点多

面广，组织管控、模式创新、本土化

经营与多元文化融合任务重，公司员

工来自五湖四海，员工队伍呈现高学

历、年轻化、教育背景多样化、多语

言环境下工作等特点。

他准确把握党建工作重点，坚

持融入中心，服务发展，把海外投资

业务的重点和难点，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在解决难题中

发挥作用，在推动发展中创造价值。

为全面加强海外党建工作，公司

党委提出了设立卡西姆联合党工委的战

略构想。他根据公司安排，积极开展调

研，深入探索研究，为联合党工委的设

立，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2016年

4月29日，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正式

成立。在他的悉心指导和推动下，联合

党工委充分发挥了海外党组织在生产经

营中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放大全产业链

一体化的资源整合和聚合能力。卡西姆

联合党工委的海外党建经验被国资委

《国资工作交流》刊载。

为激发海外党建工作的活力，

他确立海外党组织“三三五”工作定

位，指导各海外党组织开展主题活

动，确保“保证方向、融入中心、管

好党员、建好文化、和谐发展”作用

的发挥。

2016年3月，中组部和国资委党建

工作调研组来公司专题调研，对公司

的海外党建工作经验给予高度评价。

创新载体

为改革发展凝心聚力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五年前，紧随国家“走出去”战

略的方向指引，秉承中国电建“全球

化”布局的先发优势，公司扬帆启航，

开疆拓土，戮力征战，海外业务飞速发

展，企业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

如何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有

力的软实力支撑，是公司党委交给党

工部的重要课题。“培育文化，丰富

载体，扩大影响，树立品牌”，是李

胜会给出的答案和举措。

在公司打造“海文化”的框架

下，他围绕建设效益型、品质型、

活力型“三型海投”，精心培育以

“海文化”为核心的多元素特色文

化，结合海外投资业务特点，提炼出

“海元素、暖元素、新元素、益元

素”，并进行深度诠释，逐步形成建

设“1+N”即一个核心加N个文化元素

的特色文化体系，得到了广大员工的

高度认同。

经过多年的实践，“海文化”

成为企业之魂，引领企业更好的“走

出去”，促进中国标准、中国技术、

中国设备、中国文化融入国际经济生

态圈，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互融共促。

他主持撰写的党建课题《以“三型海

投”建设为目标的海外特色品牌文

化》获得“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优

秀成果一等奖”。

为了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

事，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李

胜会策划了老挝南欧江“3+N”专题

宣传、尼泊尔投产发电等一系列专项

市场先锋
——记公司 2016 年度劳动模范、投资四部总经理刘正云 

顾岩

2015年3月31日晚，热浪滚过夜

幕下的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巴

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

（PPIB）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中巴

经济走廊”首批落地能源项目——巴

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PPA协议判

进行到了最后关头。

“双方确认了吗？”当双方就

最后一个问题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水

电部常秘对双方发问。得到肯定答复

后，常秘当场拍板，当即打印协议、

双方小签，持续1个多月艰苦努力终

于落到了白纸黑字上。作为此次谈判

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正云背靠座椅，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身为电建海投公司投资四部总

经理，刘正云披坚执锐，共主导或参

与了11个项目的重要谈判，多次带领

团队在市场开拓中取得漂亮成绩，其

带领的团队多次荣获公司先进集体、

青年文明号等荣誉。这些荣誉，是对

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赞誉，

是对践行海投文化的褒奖，是对爱岗

敬业的称颂。

精于专业

当好项目开拓的“排头兵”

“在海外能源投资领域，我算

是‘半路出家’。”十多年来，刘正

云一直从事国际工程承包业务，跑遍

世界各地，历经大小“战役”，堪

称国际工程承包业务领域的大咖，然

而，海外投资业务对他而言却是全新

的挑战。

刘正云刚到海投公司时，适逢

卡西姆电站主体协议谈判进入关键

期，他即被委以重任，参与相关谈

判。虽然要立马实现从承包商到投资

人、从水电到火电的角色和专业双重

转变，但他二话不说，直赴前线，与

前方工作组并肩作战。

在180多天里，刘正云带领团

队与相关方进行了100多次艰难的谈

判，尤以IA（项目执行协议）、PPA

（电力采购协议）、PQA（土地租赁

和港口服务协议）三个协议的谈判最

为艰苦。三个协议需要在伊斯兰堡、卡

拉奇、拉合尔三个地点分别跟不同的对

象谈，三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加起来超过

2400公里。短短一个月内，3个协议都

要谈定，经常是早上四五点钟就从伊斯

兰堡出发，赶到拉合尔谈判，当晚再赶

回伊斯兰堡谈其他协议，当天所有谈判

结束，已是子夜时分。

当项目主体投资协议签署、前方

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他又立刻回

国，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项目融资谈判

刘正云为团队细心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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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投资业务部门而言，市场开发

始终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市场开发

犹如莽原拓荒，一切得从无开始、从

零起步。而刘正云所做的很大一部分

工作就是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为响应公司的战略部署，2016年

新年伊始，刘正云便带领工作组奔赴孟

加拉开展项目寻源工作。10天内，他紧

锣密鼓地会见了孟加拉有关政府机构、

孟国有/私人企业以及集团兄弟单位等，

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孟加拉投资环境、电

力政策、市场容量、行业结构、投资开

发模式、现有同类项目等全方位情况，

收获了多个项目信息。同时，还马不停

蹄地根据公司相关体系开展项目筛选工

作，迅速、准确地定位重点项目。2016

年10月14日，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高访

期间，成功签署了某项目的联合开发协

议，纳入高访成果。随后，项目推进进

入快车道，短短3个月内，相继完成了项

目考察、预可研、技术方案评审、国别

法律及税务尽调、财务模型建立及经济

分析、电价测算、现场征地、商务方案

评审、项目建议书编制等原本需要半年

甚至更长时间方可完成的工作。

今年2月28日上午，项目全套建

议书打印装订完毕。看着摆放整齐、

包装精美的建议书，刘正云和同事们

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尽管

这只是2017年孟加拉市场开拓工作的

开端，尽管后面的任务还很繁重，但

他和同事们都坚信，2017年必定是充

满希望的一年。

步入2017年，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代表的区域间双边、多边经贸

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电建海投

公司也将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遇。现

在，刘正云的目标感更加明确，那就

是要紧跟公司步伐，以更为专业敏锐

的精神，更大的使命当担，去开拓更

大的“领地”。

中。他与融资团队齐心协力、通宵达旦

地工作，快速完成了20余项融资协议/

文件谈判，落实了100余项放款条件。

仅耗时8个月即实现了融资关闭，且各

项指标均优于“中巴经济走廊”同期推

进的其他项目，成为电建集团和中国进

出口银行项目融资模式中融资期最短的

项目，被盛赞“了不起的中国速度”。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

此过程中，他边谈判、边学习、边总

结，认真钻研火电项目专业知识，加

上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专业八级的英

语水平，他很快熟悉了火电项目、协

议要点及风险点、谈判焦点、经济分

析思路等，快速实现了从单一合同管

理到全面商务运作的华丽转身。每次

艰难的谈判后，他都仔细复盘，检视

得失，整理心得并与团队分享，与团

队一起成长，团队小伙伴都亲切称他

“低调的学霸”。由于“中巴经济走

廊”涉及项目较多，巴政府同时与几

家中资公司在谈，但几个月的谈判下

来后，巴政府对电建海投团队竖起了

大拇指，认为他们是“最年轻、最难

缠，也是最懂业务的团队”。

坚持底线

筑牢风险防控的“防火墙”

“坚持底线思维”——自投身海

外能源投资事业以来，“海投语录”中

的这句管理格言就成了刘正云在海外开

疆拓土的一条准则和铁律。

2016年6月29日晚，一封来自肯尼

亚副总统办公室的信函送到了中国驻肯

大使馆及电建集团的案头，告知肯尼亚

副总统代表团将于当年7月初访华，期

间有意访问中国电建集团，并见证肯尼

亚某火电项目投资协议的签署。

“ 签 署 正 式 协 议 还 为 时 尚

早！”作为跟进该项目的负责人，刘

正云接到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签

署正式的约束性投资协议。

原来，早在2016年5月，投四团

队就开始跟进这个项目。期间，与原

始开发商进行了十几轮谈判，但由于

对方商业诉求及预期明显偏高，很

难满足电建集团和海投公司的有关规

定，明显损害公司利益，最终双方始

终未能在商业意图方面达成一致，而

且，彼时该项目也还尚未完成全方位

的尽职调查工作，不具备签署正式协

议的条件。然而，由于该项目受到肯

尼亚政府高度关注，肯方有意在当年

7月初的高访中使项目落地。

考虑到投资协议涉及多项敏感商

务条件，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达成一

致的可能性较小。刘正云及时汇报并

果断建议，若肯方执意在本次访华期

间签署相关协议，建议本次只签署意

向性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待双方就股份

转让条件、有关边界条件达成一致后，

再签署最终的约束性投资协议。股份公

司慎重斟酌后，统一意见，并未因高访

妥协商业条件。而合作方经多方评估，

肯定了我方的实力及丰富经验，并最终

与我方达成了一致。

“底线思维为境外投资及风险

管控设置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也为后期争取更优的商务条件打下了

深厚的基础。”在刘正云看来，海

外投资电站项目，面临的不仅仅是技

术、商务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

风险的把控和应对。而前期协议是第

一道关口，在前期谈判中守住了底

线，往往能规避很大一部分风险。

勤于作为

做好市场掘进的“先锋队”

作为投资管理型公司，良好的

投资项目是公司成长的重要支撑。而

2016年度劳动模范，成为电建海投最

年轻的劳模。面对荣誉，他总是谦

虚、低调，不过却改变不了领导和同

事对他的一致好评：外语水平高、业

务能力强、专业理论扎实、组织协调

能力好、工作认真负责、有大局观、

执行力强，拥有丰富的海外工程投资

协议、商务、融资管理经验，是从事

海外市场开发和建设管理的中流砥柱

和骨干力量。

新发于硎

南欧江畔崭露头角

2010年12月，何时有只身登上

飞往万象的航班，从此开启了长达7

年的驻外生涯。初到老挝南俄五水电

站，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他多少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为尽快适应工作

环境，熟悉工作流程，他主动向同事

请教，利用一切机会了解现场动态。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加上谦虚勤

奋的品质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他很快

脱颖而出，成为项目公司对外商务的

骨干力量。

由于工作能力出色，南俄五水

电站的建设尚未结束，何时有就被选

派到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老挝南

欧江梯级水电开发是中国“一带一

路”“澜湄合作”的重点项目，也是

中国电建第一个在境外获得整条流域

开发权的水电BOT项目，备受中老两

国政府关注。在与老挝政府进行电价

确定方案和签署特许经营协议谈判过

用奋斗点燃青春 逐梦“一带一路”
——记第三届中国电建“十大杰出青年”、公司 2016 年度劳动模范、
       卡西姆发电公司副总经理何时有 

韩国芬    康从钦

有一首诗最为动人，那就是青

春；有一段人生最为美丽，那就是青

春。对于一名海外电建人来说，铭刻

一生的青春记忆，便是满怀赤子之

情，在异国他乡，为实现“走出去”

战略而挥洒汗水，书写青春激情燃烧

的岁月。

何时有，这位1984年出生的英

俊潇洒的电建青年，拥有华东理工

大学和丹麦奥尔堡大学双硕士学位，

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参加工作7

年来，他一直奋战在国外工程项目一

线，从业务员擢升到巴基斯坦卡西姆

港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变

迁不仅是对他工作的认可，也见证了

他成长蜕变的历程。

2017年5月，中国电建“五四”

表彰大会上，何时有被评为中国电建

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就在不久

前的公司工作会议上，他刚评为公司

何时有（左一）向巴基斯坦政府汇报卡西姆港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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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资料的官员一同上班，随时耐心

地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答复，并连

夜对资料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他

这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

神，也深深打动了这位官员，感动地

说“你是我见过工作最努力的年轻

人”。正是凭借这种雷厉风行的作

风，清晰敏捷的思维和百折不挠的毅

力，他带领的团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里，完成了这些三项重要批复，使首

笔贷款顺利发放，保证了项目的顺利

进行。

三年多时间，他从一个刚毕业

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际工程

项目商务骨干，成为青年员工中的佼

佼者。

兢兢业业

卡西姆港再攀高峰

2014年2月底，何时有结束常驻回

到北京，谁曾想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正

等着他。在国内仅仅呆了10天，他就被

派往巴基斯坦，从此开启了为卡西姆港

2×660MW燃煤电站拼搏奋斗的生涯。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是“中巴经

济走廊”优先实施项目，受到中巴两

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注。该项目也

是海投公司首个海外火电投资项目。

面临没有先例可循、两国政府支持政

策尚未明确等诸多困难，商务工作任

务之艰巨不言而喻。针对巴基斯坦当

地特殊的政治环境，公司董事长盛玉

明要求，项目协议谈判要坚持底线思

维，必须做到合法合规，要想尽一切

程中，为了让老方接受由中国电建提

出的方案，他先后数十次组织参加与

老挝政府、国会和购电方的谈判，并

站在对方立场的角度，充分考虑到项

目对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

有理有据的说服老挝能源矿产部、劳

动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与环境部、

计划投资部等政府部门同意我方提出

的方案，为南欧江项目开发争取到最

优条件。

2013年是南欧江梯级水电站关键

的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项目面

临着工期紧张、任务艰巨、资金压力

大等挑战。“牵一发而动全身”，任

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可能导致项

目风险。作为项目对外商务负责人，

何时有主动请缨，与团队一起，不等

不靠，主动出击，个个击破，凭着优

异的外语水平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妥

善解决了这些棘手难题，为项目顺利

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南欧江一期工

程项目融资银行提出了70多条融资关

闭先决条件，其中需要在老挝境内完

成的最重要的是政府许可、国会批

复和司法部法律意见书。鉴于以往经

验，要完成这三项工作，至少需要一

年多的时间。可是为了尽快实现融资

关闭的先决条件，争取早日获得银行

放贷，作为老挝境内融资团队负责

人，何时有精心组织，科学部署，兵

分三路，分别紧盯总理府、国会和司

法部，全力配合国内资料汇总。为了

能够尽快完善资料，他每天上班前就

提前蹲守在国会门口，陪着国会负责

办法推动项目进展。

在项目开发伊始，他一个人在

伊斯兰堡负责与巴基斯坦政府部门对

接。万事开头难，所遇到的困难之多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由于巴基斯

坦现有的燃煤电站投资开发相关法律

规定和合同架构体系中的标准协议文

本，基本照搬之前的油气电站模板，

其法律规定和合同内容并不适于开发

进口燃煤电站项目，而且很多条款是

单方面保护巴方利益，一些应当给予

投资人的必要的特许经营权和法律保

护未列入其标准合同。

为了最大程度的控制风险，保

证投资收益，何时有带领团队与巴政

府、购电方、电监局等政府部门开展

多轮谈判，同时积极与中国国家能源

局、中信保、进出口银行等机构保持

紧密联系沟通，争取得到国务院及各

部委的关注和支持，力求通过各个渠

道促使巴方修改相关政策规定、法律

协议、标杆电价并提供各种担保等措

施化解风险。

正当谈判工作进入最关键时刻，

巴基斯坦反对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举

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好不容易走上

正轨的项目协议谈判被迫中断。

反对党游行示威风波一过，何

时有就立刻组织重新启动“三大协

议”谈判。但这时，巴方一些官员趁

机有意刁难，以各种理由拒绝，前期

谈判中诸多悬而未决的，甚至已经达

成一致的问题又要从头再来。谈判桌

上往往是唇枪舌剑，气氛难免焦灼，

对方有时会用激烈的言辞，试图让我

方放弃诉求。“一定要克制，要理

智，哪怕对方再无理，再偏激，咱们

也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以情动

人，以理服人，展现出咱们电建人的

风度！”正是他百折不挠的毅力、不

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谈判重新回到正轨。

为了赶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巴基斯坦之前完成协议谈判，他放弃

周末休息、加班加点，与时间赛跑。

“苦心人天不负”，在经历了无数挫

折和磨难之后，《购电协议》《实施

协议》等重要协议终稿终于在2015年

4月初圆满完成。4月20日，在中巴两

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中国电建与

巴基斯坦国家电力公司完成了协议签

署。

海外大型投资项目融资的结构

和合同关系极为复杂，卡西姆电站项

目涉及的法律文件就多达60余份。由

于时间紧张，合同的谈判、定稿任

务异常艰巨。因卡西姆项目是电建海

投第一次与海湾国家王室合作，在文

化、理念和期望上存在差异，影响融

资的及时有效开展。为增进沟通、加

强合作，他主动、坦诚地与合作方交

流谈判，向对方详细阐述项目进展、

施工合同、融资保险等问题，获得了

卡方的理解和支持，保证了项目建设

和融资的快速推进。在谈判最艰难

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不到5个小

时，在极短的时间内落实了全部60余

项融资关闭先决条件，推动巴政府打

破先例出具了《主权担保书》和《融

资关闭确认函》，促成项目按期实现

了融资关闭。

他带领的伊斯兰堡商务团队平

均年龄只有28岁，专业背景涵盖经

济、法律和工程，是一支“复合型”

高素质的团队。在这一场又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斗中，这支年轻的团队扛起

了卡西姆项目协议谈判、股东合作、

融资保险、法律财税、对外协调和公

共关系等方面的重任，并配合推动解

决了大量重、难点问题。

卡西姆项目地处巴反对党人民

党势力范围，在《租地协议》注册方

面，所在省政府有意设置障碍，严

重影响后续贷款发放和工程顺利实

施。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何时

有带领团队坚持不懈地同巴基斯坦总

理府、计划发展部、水电部、省政府

和中国驻巴使领馆进行协调沟通，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借用一切外部力

量，奋力攻坚，历经15个月最终实现

了注册，保证项目贷款的持续发放和

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

在风景秀丽的南欧江畔，在海

风猎猎的阿拉伯海岸，在举目无亲的

异国他乡，驻守海外项目不仅要适应

当地的风俗习惯，要适应复杂多变的

气候环境，要克服语言文化的巨大差

异，还要忍受对亲人和祖国的思念。

他说，因为喜欢，我不后悔自

己的选择，因为热爱，我将继续坚

持。何时有先后荣获公司先进工作

者、海投之星、集团“青年岗位能

手”等荣誉。电建海投以“海纳百

川”的气魄为年轻人创造了宽广的舞

台，唯有常抱感恩之心，保持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兢兢

业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干好每一个项目，义无反顾、青春无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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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想家了。”除夕晚

上吃过年夜饭，前一秒还强颜欢笑的

沈力，此刻再也难掩想家的思绪，抹

着眼泪躲在角落里给家里打电话。

这也难怪，1991年出生的沈力，

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湖北省内学校就

读，为的就是离家近。就算在研究生

期间，父母也会隔一段时间到学校看

她。在父母的眼里，沈力永远是一个

长不大的孩子。

然而，沈力毕业后第一次迈入

职场就来到了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发电

公司，参与到“中巴经济走廊”首批

落地实施项目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的建

设，投身中国电建海外事业，成为中

国电建“走出去”的新生力量。

其实来巴基斯坦之前，沈力的

父母对于她出国工作的决定是坚决反

对的。她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打心底

不愿意女儿离家太远，只要女儿能在自

己身边找个安稳轻松的工作就心满意足

了。然而性格外向、争强好胜的沈力不

沈力：一个 90 后女孩的海外中国年

以为然，她一心想到外面的世界多看

看，学习锻炼一下。当收到卡西姆港发

电公司入职通知的时候，她义无反顾的

来到了巴基斯坦，开启了电建人的海外

之旅。

在卡西姆港发电公司商务合同

部，沈力负责合同管理和工程结算工

作。由于初入职场，没有任何工作经

验，加之业务量大，工作繁忙，她

经常需要加班工作，但沈力咬紧牙

关，勇敢面对，主动寻找诀窍，梳理

工作难点重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头，三个月后就适应了繁琐复杂的商

务合同工作，她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

度也得到了部门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

可。在2017年1月19日召开的发电公

司2016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商务合

同部获得了发电公司2016年先进部门

荣誉称号。沈力激动的与奖牌合影留

念，因为奖牌的获得也有她自己的一

份功劳。

活泼开朗、积极乐观、待人真

沈力（右二）与同事们一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

康从钦

诚是同事对沈力的评价。在办公室大

厅里，每天都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

乐观向上的心态感染着大家。在同事

们眼里，她就是一个邻家小妹，随时

带来惊喜和欢乐。有时，问她想不想

家，她说：“工作太忙了，每天都有

干不完的工作，哪有时间想家啊？”

其实独自一人在国外，远离父母

和家人，沈力难免会想家。为此，沈力

几乎每天晚上都与妈妈视频聊天，聊聊

家常，听听唠叨，汇报一天的有趣事

情。每次聊天，爸爸只是在一旁有心无

心的插一句话，询问一下沈力的工作生

活近况，其实沈力知道，爸爸非常关心

她，只是作为父亲他把那种关怀埋在心

底，不表露出来罢了。

临近过年，因为知道要坚守工

作岗位不能回家，沈力早早的在网上

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都

买了礼物并邮寄回家。除夕当天，

在视频中看着奶奶穿着自己买的新衣

服，沈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是她第一次不在家过年，父

母总是担心沈力在国外吃不好、吃不

习惯，一直想让回国休假的同事从国

内捎些吃的给她。沈力对妈妈说，

自己来到卡西姆项目以后，体重已经

增长5斤了，请她放一百个心，这才

打消了妈妈的顾虑。对于发电公司的

饭菜沈力都很喜欢，只是作为湖北妹

子，她私底下会抱怨“还不够辣”。

说到过年不能吃到家乡的饭

菜，沈力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在她

看来，最好吃的莫过于外婆炒的土豆

丝和炖的鸡汤。“我们家做菜最好的

是外婆和舅妈，我妈只能排第三，”

沈力给外婆、舅妈和妈妈的厨艺排了

个名次，“除了鸡汤和土豆丝，我还

想吃家里自己做的腊肉和酸辣椒”。

说这些美味佳肴的时候，沈力吃货的

本质暴露无遗，两眼放光，口水差点

都要流出来了。

2017年是卡西姆港电站至关重

要的一年，年底1号机组将要投产发

电，为了全力保证实现发电目标，今

年过年2000多名中方员工只有少数人

回家过年。为了营造欢乐和谐温馨的

新年气氛，缓解员工的思想之情，卡

西姆港发电公司组织举办了春节联欢

晚会和迎新春文体活动。这几项活动

沈力都积极参加，在晚会上她表演了

健身操，在跳绳和踢毽子比赛中获得

两项第一，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沈

力认识了新的同事，加深了沟通和了

解，也让自己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除夕之夜，发电公司全体员工相

聚在食堂，大家吃着年夜饭，看着春

晚，聊着新年心愿，嬉嬉闹闹，欢乐无

限。看着这么多兄弟姐妹相聚在一起过

年，沈力也暂时忘记了想家的念头。可

是当吃过年夜饭，春晚落幕，同事们渐

渐散去，压抑在心头的乡愁再也控制不

住，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2017年丁酉鸡年春节渐行渐远，

当热闹和喧嚣散去，回归平静，崭新

的一年又将从忙碌中启程。26岁的沈

力可能还没有习惯这种一瞬而逝的过

年节奏，但独具特色的巴基斯坦中国

年会永远铭刻在她的心中，寂静无语

的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也会牢记这位90

后女孩的第一个海外中国年。

沈力与巴基斯坦小朋友一起 沈力参加踢毽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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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兹•侯赛因，这位土生土长

的巴基斯坦哥们，来卡西姆港发电

公司当司机也不过一年有余，但却

被项目同事亲切称呼为“老司机”。

并不是他的年龄有多大，相反，这位

长着络腮胡的哥们，其实是出生于

1987年的小鲜肉，但说起他与中国电

建（中国水电）的渊源，却有一段很

长的故事。从2005年开始他一直跟随

中国电建辗转征战，也算是中国电建

在巴基斯坦为数不多的“元老级”当

地员工。历经了巴基斯坦杜伯华水电

站和达瓦特大坝项目，再到如今的卡

西姆港燃煤电站，从水电到火电，从

青葱年少到而立之年，不经意间，尼

亚兹•侯赛因与中国电建一起走过了

十二个春夏秋冬。

结缘“中国水电”

时光倒转。2005年的夏天，在朋

卡西姆电站的“老司机”

友的介绍下，年仅18岁的尼亚兹•侯

赛因和父亲一起成为杜伯华水电站工

程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和其他巴基斯坦家庭一样，尼

亚兹•侯赛因一家也是兄弟姐妹成

群，他有1个姐姐、3个妹妹和6个弟

弟，家里共有11个孩子。本来就不富

裕的家庭无力支付这么多孩子的学

费，因此作为家里的长子，尼亚兹•

侯赛因很早就走入社会，与父亲一起

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

在杜柏华水电站，由于尼亚兹•

侯赛因学历不高，只能从最底层的劳

力工人做起。也许是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尼亚兹•侯赛因很是勤劳能

干，干起工作来任劳任怨，从不偷

奸耍滑。在杜柏华水电站工作不到半

年，就因为诚实肯干的工作态度和出

色的工作能力被项目领导看中，从几

百个巴基斯坦工人中挑选出来，成为

二十名卡车驾驶员学徒之一。经过3

个月的学徒生涯，尼亚兹•侯赛因成

为了一名合格的卡车驾驶员。

作为一名驾驶员，尼亚兹•侯赛

因依然辛勤工作，出色完成任务。

工作闲暇之余，他会把自己驾驶的

车辆冲洗的干干净净，并主动找修车

师傅学习车辆保养知识。因为听不懂

中文，尼亚兹•侯赛因就跟在师傅后

面看，学习车辆维护，不时琢磨保养

技巧。就是这样，在杜柏华水电站期

间，尼亚兹•侯赛因驾驶的车辆成为

了车况最好和维修次数最少的车辆。

这一切的默默付出，都被项目领导看

在眼里，等到水电站建成，项目移师

达瓦特大坝，尼亚兹•侯赛因成为了

为数不多跟着来到大瓦特项目的巴

籍员工。这次尼亚兹•侯赛因摇身一

变，从卡车驾驶员升级为了专门为项

目领导开车的小车司机。

融入中国电建

其实在进入“中国水电”工作

之初，尼亚兹•侯赛因也未曾想过这

第一份工作，将成为他十多年的唯

一坚持。那时的他看来，在“中国水

电”的工作只是暂时的，或者更确切

的说这里只是他学习技能走向下一个

工作岗位的跳板，他从未想过会在这

里待这么久，更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成

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电建人”。

而到了2015年，尼亚兹•侯赛因

来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工作之后，立志

做一辈子电建人的想法在他的心中埋

下了深深的种子。

卡西姆港2×660MW燃煤电站是

尼亚兹  侯赛因在清洗车辆

“中巴经济走廊”首批落地实施项

目，是中国电建目前采用BOO模式投

资开发的最大的海外项目，集合了集

团投资、设计、监理、施工、运营全

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肩负着电建集团

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希望和梦想。

同时，卡西姆港电站备受中巴两国政

府关注，被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

里夫称为巴基斯坦的“1号工程”。

2018年两台机组商业运行后，每年将

为巴基斯坦提供90亿度电，极大地缓

解目前巴基斯坦电力短缺现状，为改

善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电力保障。

在卡西姆港电站，中国电建积极

实施“本土化”战略，除大量雇佣当

地技术人员和劳力工人以外，像尼亚

兹•侯赛因这样的后勤服务人员也有很

多。为尊重巴基斯坦员工的风俗习惯

和宗教信仰，卡西姆港发电公司专门

为他们设立了祈祷室，根据巴籍员工

生活习惯安排了宿舍，并像中方员工

一样，在宿舍里配备了空调、电视、

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对于发

电公司一视同仁、无微不至的关怀，

尼亚兹•侯赛因由衷地感到高兴。

“在中国电建工作，不仅工资

高，住宿条件好，而且在传统节日，

我们还有带薪休假和额外福利，这是

许多公司不能比的。”尼亚兹•侯赛

因曾兴高采烈地说。

每次周末回家，尼亚兹•侯赛因

都会穿上清洗干净、印有中国电建标

志的工作服，其实这个细节最能体现

他内心的自豪和骄傲，在他心里，他

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电建人”。

扎根中国电建

来到卡西姆港电站工作的这一

年多，尼亚兹•侯赛因在工作上一如

既往的勤勤恳恳，他为人低调谦逊，

虽略有几分腼腆，但碰见中方员工还

是热情地打招呼。“你吃了吗？”这

是他最近新学到的问候语，听着他说

着蹩脚的中文，大家有时忍不住要笑

出声。也许因为整天和中方员工打交

道的缘故，尼亚兹•侯赛因开始习惯

用中国人的方式考虑问题。为了能够

长期的在卡西姆港电站工作，将来有

更好的发展，他开始学习汉语，现在

他已经能够用简单的词语进行沟通。

卡西姆港发电公司积极响应集

团公司的号召，组织开展“提质增

效”活动。当他听说了提质增效的概

念时，他结合自己的工作把“提质增

效”定位为要节约。他拿出随身携带

的一个小本子，里面记录着每辆车的

里程数和保养的时间，因为经常驾驶

不同的车辆，有时司机们会忘记按时

进行车辆保养。但如果用小本子随时

记录这些数据，就不会因车辆保养不

及时导致车况不好，浪费燃油并且影

响工作效率。

这看似平常的分内工作在他们

同事中做到的并不多，他这种细心和

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让大家很是敬

佩。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正是

“提质增效”最好的体现，也是中国

电建扎根巴基斯坦和进行全球化建设

所需要的。尼亚兹•侯赛因用他朴实

无华的工作态度诠释了他要扎根中国

电建的决心。

以中国电建为家

今年29岁的尼亚兹•侯赛因在

2013年结婚，现在有了一个可爱的儿

子，按照巴基斯坦的农村传统，结婚

后他还是和父母及兄弟姐妹居住生活

在一起，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在他的

介绍下，已经结婚的两个弟弟也都来

到卡西姆港电站项目工作，分别是水

电七局和水电十三局土建施工分包商

的劳务工人。因为弟兄三人都在卡西

姆电站项目工作，大家庭里每个月都

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兄弟三人发工

资后除留少量零花钱，其余的都上交

父亲。这些钱几乎是他们的全部收

入，要负担家里所有的开支和最小三

个弟弟的学费。

尼亚兹•侯赛因告诉我，他们兄

弟三人都在卡西姆港项目工作是非常

自豪的一件事，他非常感谢，是中国

电建提供了这么好的工作机会，在他

的家乡还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更不

用说像在卡西姆港电站这么好的地方

工作了。现在他最小的三个弟弟还在

上学，他要努力挣钱，让他的三个弟

弟去好的学校学习汉语，将来有机会

也到中国电建工作。

他的话虽不多，但他铿锵有力

的语气中透露着对中国电建的感激和

对未来的渴望，也许不久的将来，尼

亚兹•侯赛因和他的兄弟们都会参与

到中国电建海外事业的发展建设中

来，那时候中国电建也就真正成了他

的另一个家。

未来不可预知，但平凡的日子

往往孕育着伟大，尼亚兹•侯赛因正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真诚付出，慢

慢地朝着通往自己向往的成功路上前

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快全球

化建设的中国电建需要这样默默付出

的外国友人，不久的将来，期待卡西

姆电站的“老司机”与中国电建书写

出新的故事！

康从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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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婷    张冀

我的老挝室友

清晨，同枯水期静默的南欧江

一起醒来，和室友文文互道“Sa Bry 

Dee Ton Zao（老挝语早安）”之

后，我们便匆忙起床开始拾掇自己，

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工作。即使时间是

在冷空气还未完全消退的二月天里，

长夏无冬的老挝还是一如既往的阳光

明媚，和我们此刻的心情一样。

我的室友陈文文，是一个土生

土长的老挝琅勃拉邦女孩，今年七月

份刚从大学毕业，她的老挝名字叫博

拉帕，“陈文文”是她在中国留学

期间老师给她起的中文名字。三个月

前，她通过流域公司面试，被安排到

南欧江梯级调度中心从事翻译工作。

机缘巧合之下，我们成为了一对特殊

的异国室友，然后从室友变成了现在

的好朋友、好搭档。

 

初见，这个女孩儿有点“酷”

我一直都记得2016年10月18日

那天早上，文文的父母送她来部门报

到。绿色的皮卡车缓缓地停在二级电

站营地办公楼前，一个头戴黑色鸭舌

帽，身背褐色斜跨包的女孩进入了我

的视线。“这个女孩好酷啊！”我和

同事不约而同地感叹。

文文微笑着朝我们打招呼，我

赶紧跑上前去迎接文文和她的父母，

帮着她搬行李并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

的职工生活区。文文的父母看过职

工宿舍、食堂、办公楼以后，对公司

的一切基础设施甚是满意，他们开心

地在二级营地里和远处的二级电站大

坝合影留念。临走前，文文的爸爸激

动地和我握手，并用他仅能说出的中

文一个劲儿地对我点头“很好、很

好”，像是在告诉我，把女儿留在这

里工作他们很放心。

融入，豪爽妹子好人缘

这是我第一次和异国朋友同住

一室。起初我有很多担忧，担心文化

差异，担心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担

心沟通障碍等等。然而，我所有的这

些顾虑都在一天之后就被打消了。

率性、开朗、不计较，文文的性

格和她的外表一样“酷”。流利的中

文自是不必多说，更难能可贵的是，

我说什么晦涩的梗或玩笑话她都能秒

懂的默契。尽管我们也是初次见面，

又是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应届大学

生，但我们却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当然，和我的相处只是文文壮

大朋友圈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豪爽的文文和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事都

很合得来，常常利用业余时间给部门

同事培训老挝语；和营地里的老挝员

工也能够迅速打成一片，厨房里的老

挝厨娘买了新鲜的芭蕉会给文文送一

袋，年迈的门卫大叔手机出了问题也

找文文解决。不仅如此，原先很多老

挝员工或因为语言障碍、或因为国籍

不同不会和中国员工沟通的问题，如

今都会找文文，然后文文再向电站管

理部反映，协调处理。

文文的到来，不仅为整个二级

电站的老籍员工管理带来了新的启

迪，还为二级电站与附近移民村村民

的和谐互动带来了新的气象，为二级

电站融入当地架起一座沟通之桥。

架桥，中老人民一家亲

自从文文来到二级电站，我们

与附近移民村村民的交流来往日益频

繁起来。工作之余，文文经常带着我

们几个中国员工去移民村玩，从医

生护士到村长，如今都变成了中国人

的好朋友。路口老奶奶的小女儿结婚

了，是文文帮助她给中国员工们发喜

帖，并带领大家一起参加婚礼；哈克

文文在梯调中心工作

村一年一度的大型佛教活动，也是托

文文给我们发出邀请，项目部组织参

与并进行慰问。

在去年CCTV4《远方的家》栏目

组采访哈克移民村期间，文文作为当

地翻译、受访者联络员，全程陪同翻

译，并协助老挝村民准备采访材料，

给栏目组和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之后，哈克村村长还把自己的女

儿介绍到二级电站来工作，大抵是觉

得和这么一群友好的中国人在一起工

作，是一个妥实的选择。

不仅如此，由于文文的推介，

流域公司安全环境部门也成功纳入一

名优秀的老挝员工赖黎明。这个阳光

的老挝小伙和文文一样曾经留学中

国，并热爱中国文化，一毕业就进入

中国企业工作，深得公司领导同事赏

识。

翻译与调度，“门外汉”也有颗

不服输的心

文文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

济与贸易。刚开始，她只是协助部门

同事做一些文件翻译工作。本想着中

老互译对于有双语背景的文文来说并

不难，然而大量的专业词汇和企业函

件特殊的书面表达，还是给了文文一

个大大的“下马威”。于是，不服输

的文文每天大量阅读梯调中心的双语

文件，跟着部门懂老语的师兄恶补专

业词汇，两人互相协作翻译同一份文

件，互相参照、取长补短。在这一个

过程中，文文学到了很多相关的调度

业务，为日后独立工作和联系老挝电

网国调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南欧江项目一期全面进入

商业运营期，电网对调度工作要求更

高，部门张主任开始对文文实施基本

业务培训计划。老挝的初高等教育

数学基础本就薄弱，而梯调中心每天

的业务里又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处理，

“门外汉”文文面临的压力可想而

知。但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这个

坚韧的老挝女孩。文文每天上班都虚

心向部门同事请教水务计算方法，然

后自己反复计算操练，把新学的东西

用笔记本双语记录，下班回去后复习

巩固，生怕忘记。

作为梯调中心第一个老挝员工，

在和老挝电网国调中心接触几次之后，

文文也逐渐掌握了两个部门之间的沟通

机制。大概是同属一国语言便利的缘

故，现在国调中心有最新调度信息也更

多地愿意和文文联络，这样的有效沟通

不仅大大减轻了部门同事的工作量，无

形中也加深了两个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部

门员工间的深厚友谊。

后序，属地化发展初见成效

随着中国电建集团海投公司在

老挝越来越具有知名度，越来越多的

老挝优秀人才慕名来到流域公司工

作。老籍员工结构也从最初的司机、

厨师、门卫等基础劳动者进阶到技术

含量更高的翻译、调度业务员、环境

移民等等。文文作为流域公司利用属

地人才很好的实例，为梯调中心对外

联系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也为公司吸纳更多当地优秀

员工做出了贡献。

南欧江流域公司作为一个中资

企业扎根于老挝当地社会，属地化经

营管理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发展战

略。经营属地化、员工属地化、采购

属地化和市场属地化，几个方面相辅

相成、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流域公

司各梯级项目属地化发展的模式，而

员工属地化又是这一切属地化发展的

核心内容。

实现属地化经营管理，大胆使用

老挝当地员工，大大节约了公司的经

营成本，而且对于水电站运营管理这

一特殊的行业而言，当地员工远比国

内派出的员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之优势。属地化的发展，使流域公司

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更加规范化，巩

固和提高了流域公司在老挝当地市场

的竞争力、信誉度和知名度，也促进

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保证自身长

远和健康发展的同时，也造福了老挝

这一方我们依托共生的温润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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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则大任之将至。然撸起袖子不

易，全员共建，须倍努力也。

古人云：“皇天不负人”岂不

乐乎！所喜公司集思广益，形成决

定，使全员有所遵循，共为海投感

怀。固知个人事乃小事，公司事为大

事，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壮

哉！故赞美决策，为之出力，鞠躬尽

瘁，其可成也。后之继者，亦将续海

投大业。

公曰：观撸起袖子加油干、项

目进展顺利，是感海投运筹帷幄、项

目公司决胜千里，各部门人员共拼搏

奋斗也。是为记！

欧海庆

老挝员工 Souk 的中国情缘

2007年11月，一位刚从老挝国立

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女孩Souk，

从家乡沙瓦纳吉来到万象，通过《万

象时报》看到了南俄5水电站招聘老

语翻译广告，报着试试看的心情，拨

通了招聘广告上的联系电话。正是这

一通电话，开启了Souk与电建海投公

司8年的缘分之旅。

Souk是一名活泼、开朗的老挝女

孩，脸上常挂着的老挝女孩标志性的

笑容。8年来，她为电建海投公司付出

了自己的青春，也从一个涉世未深的

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商务能手。

Souk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

夫Bounmy是她坚实的依靠，两个可爱

的儿子是她念叨在嘴边的骄傲。结婚

伊始，Bounmy从事工程类工作，常常

需要短期出差，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

都落在了Souk肩上。但是Souk从不会

因为自己的家庭而耽误工作，白天上

班，下班后一个人承担照顾家庭和孩

子的责任，晚上还去进修学校学习，

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种状况持续

了2年半。为了满足南俄5项目融资关

闭的前提条件中多达数十个需要获得

的老挝政府审批，Souk每天往返于老

挝政府各相关部门提交文件并进行沟

通，回到办公室后还和中方同事一起

加班，准备文件。

8年间，Souk历经了南俄5、南

欧江一期、南欧江二期水电站项目的

建设，看着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波又一

波，Souk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016年，是电建海投的收获之年，也

是Souk的收获之年，这一年，Souk获

得了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的“年度星

级员工”称号，这也是她第二次获此

荣誉。

Souk精通英语和老语，和中方同

事交流使用英语，和老挝政府沟通使

用老语，她顺利在中方同事和老挝政

府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跟进南

欧江二期项目《国会决议》和《总理

府令》的批复之时，Souk积极协助中

方同事，与政府工作人员积极沟通，

利用自己经验，多次成功解决难题，

最终顺利获得批复。特别值得称赞的

是，在沟通过程中Souk总会第一时间

介绍电建海投公司情况，树立公司的

美誉，帮助当地政府和民众正确认识

我们的项目，为电建海投建立了良好

的公众形象。

Souk性格开朗，为人率真。和

身边的同事总是能很快的打成一片，

她经常参加同事间组织的聚餐活动，

久而久之，中方同事也渐渐喜欢上

了Souk亲手制作的“老挝国菜”打马

洪。当然，中国菜也成了Souk的最爱

的菜色之一。

在电建海投的第一个8年，Souk完

成了一名青涩少女到一名业务骨干身

份的转变，对于未来的憧憬，用Souk

自己的话说，她期待着在电建海投的

下一个8年，再完成一个大项目！

Souk 的一家

Souk 与同事聚餐

周建国

冬夜思语

冬意瑟瑟北风寒，孤灯相映夜难眠。

遥想举案齐眉时，暖暖温情盈心田。

泉城阿海隔万山，荧屏相望寄心愿。

待到电站圆梦日，青山再越聚欢颜。

刘立飞

记明古鲁公司撸起袖子加油干 

探春令  撸起袖子加油干

豪言地颤，赋诗词撰，掷声雄殿。

福祈莫等闲人算。掉馅饼，空心愿。

鸣号擂鼓书画卷，送开年盛宴。

破万难、再乘春风，撸起袖子加油干！

                                   ——题记

千禧一七，岁在丁酉，新春佳

节，会于南苏湾畔之明古鲁，议工事

也。人才汇聚，精英云集。此时恰万

里翠烟，日暖千枝，又逢海投大会，

群情振奋，众呼唤项目撸起袖子加油

干！虽居京城之高决策，一言一行，

亦足以广映南国。

春日也，天朗气清，瑞云祥霭，

纵观电建之工，横察时代之征，所

以登高望远，足见应奋力拼搏之必须

也。夫以人为本，和衷共济，或报效

国家，以尽匹夫之责，或放眼世界，

以树民族之林。虽个性万殊，能力各

异，当其欣然尽心，聚众合力，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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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枝头白鹭

2、巫峡云开

3、大山深处有人家

4、建设中的卡西姆港电站

5、劳动者的双手

6、尼泊尔风情

7、南汀村的笑容

8、未来在前方

9、湄公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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