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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
视频巡查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疫情防控工作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二期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
首台机组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三通一平”工程正式启动

公司召开2020年工作会
暨二届四次职代会

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奋力夺取“双战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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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欧江二期一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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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众多挑战。
疾风识劲草，烈火炼真金。关键时刻，公司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闻令而动、整合力量、全力
抗疫，毫不松懈地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严防死守国内总部、海外项目两大阻击战场，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项中心工作，千方百计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展现了主力军、国家队的
担当！
为了奋力答好这场疫情阻击的应变处变之考、决心初心之试，公司全力发挥“四位一体”“两
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各方拧成一股绳，强担当、聚合力、破难题。4月1日，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郝鹏视频巡查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对坚决有力、落实到位、扎实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给海投人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公司成立8年来，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践行集团国际业务
优先发展战略，在国际舞台上书写中国方案，树立中国标准，打造中国样板，在不同领域、不同国
别取得耀眼成绩，形成具有海投特色的经验做法，公司跨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阳春三月，公司2020年工作会暨二届四次职代会首次以视频形式召开，公司上下认清形势、统
一思想、坚定信心、振奋精神。
新时代新起点，2020年，公司提出奋战“光之年”“稳之年”“精之年”“新之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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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势勇为、抓住重点、强基固本、文化兴企，确保公司“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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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全面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新时代新作为，2020年，公司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紧抓发展机遇，深化管
理创新，克服疫情影响，全面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6655要素”管理、“四位一体”“两位一体”
组织管控模式，在业务开发上拓展新项目，在精益管理上实现新提升，在提质增效上取得新进展，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

不断增强公司内生动力、竞争活力、抗风险能力，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再立新功！
邮编：100048

新时代新篇章，2020年的冲锋号已经吹响。让我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
电话：010- 58367667

深化宣贯引领公司发展的海投战略、海投理念、海投语录，以落实举措全面诠释推动公司发展的管
邮箱：pcrdgb@powerchina.cn

理密码、智力动能和文化基因，为奋力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不懈奋斗！
网址：http://pr.powerchina.cn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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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FRONTLINE
Generated energy of Pakistan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exceeded 2.264 Billion kWh
The first electricity fee of Australian Cattle Hill Wind Farm project, Indonesian Bengkulu project,
Laos Nam Ou River project phase II were received

FOCUS

The main structure of Heavy Cargo Wharf of Bangladeshi Barisal project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first node of the Kyaukpyu Project in Myanmar was completed in advance

HIGHLIGHTS
Hao Peng, party secretary and director of SASAC, made a video inspection on epidemic prevention of
the Pakistan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The first unit of Laos Nam Ou River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s Phase II was put into operation
for power generation
The first unit of Bengkulu Coal-fired Power Station Plant in Indonesia was officially put into commercial operation
“Three connections and one leveling” project of
Myanmar Kyauk Phyu Combined Cycle Gas Turbine Projec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Fan hoisting of Cattle Hill Wind Farm project in Australia was completed
The Company held 2020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4th session of the second workers’ congress

要闻

Laos Nam Ngum 5 power plant finished annual unit C-level maintenance

Unit 1 of Upper Marsyangdi A Hydropower Station in Nepal was maintained

P10/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视频巡查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疫情防控工作
P12/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二期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P13/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首台机组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Lao Cement Industry Co., Ltd. accumulatively delivered 610 thousand tons of cement to China-Laos railway

POWERCHINA Resources (Singapore) exceeded 50,000 tons of copper-cobalt sales volume in 2019

HONORS

P15/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工作
P16/ 公司召开 2020 年工作会暨二届四次职代会
P18/ 优化战略布局 深化精益管理 推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Seize opportunities, expand the market, improve the quality & efficiency through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strive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P20/ 抢抓机遇拓市场 科学管理提质效 奋力开创海外投资业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Four achievements of the Company won 2019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Eight achievements of the Company won 2019 Electric Power Innovation Technology Award

The Company won “2019-2020 Chinese New-energy of High-quality Lea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it”

SENIOR EXECUTIVES
Yao Jing, Chinese Ambassador to Pakistan, visited the Company

Li Jiming, Chinese Ambassador to Bangladesh, investigated Barisal coal-fired power station

Laos ministers highly praised Nam Ou River class-1 power station

P22/ 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奋力夺取“双战双赢”

高端
P27/ 中国驻孟加拉大使李极明检查指导巴瑞萨项目
P28/ 老挝部长高度赞赏南欧江一级电站建设
P29/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李碧建履新后两次到访卡西姆电站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RC visited the Company and
carried out a survey on the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 development

P30/ 应急管理部宣教中心到公司开展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调研

Li Yanming investigated Nam Ou River Project in Laos and guided the work

Sheng Yuming made an official visit to leaders of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Consulate in Australia and
cabinet minister of Victoria, Australia
Du Chunguo made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f Barguna, Bangladesh

MANAGEMENT
The Company held 2020 situation and strategy senior executive seminar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PC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The Company held a chief accountant appointment meeting

The Company held 2019 law and risk internal control conference

The Company’s subject won the first prize and the best subject prize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national power engineering industry
The Company won many award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The Company won three honors and achievements, including
" top 70 enterprises in part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P26/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到访公司

Li Bijian, Chinese consul-general to Pakistan in Karachi, visited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for twice
after assuming his new post

Liu Yuan investigated Nam Ou River Project in Laos and guided the work

P41/ 卡西姆电站 2020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超 22.64 亿千瓦时
P41/ 牧牛山、明古鲁、南欧江二期项目收到首笔电费
P42/ 巴瑞萨项目重件码头主体结构顺利完成
P42/ 皎漂项目提前完成首个工程节点
P42/ 南俄 5 发电公司完成年度机组 C 级检修
P43/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完成 1 号机组 C 级检修
P43/ 老挝水泥公司向中老铁路累计发货突破 61 万吨
P43/ 新加坡公司 2019 年度铜钴贸易销量突破 50000 吨

P14/ 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三通一平”工程正式启动

Optimize strategic layout, deepen lean management,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wer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realize leaping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made overall planning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 work resumption,
and strived for "win-win results"

一线

P31/ 刘源到老挝南欧江项目指导工作
P31/ 李燕明到老挝南欧江项目指导工作
P32/ 盛玉明拜会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领导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内阁部长

The Company's publicity work won many awards
The Company won the title of "Pacesetter Reporter Station" of the Group for 4 consecutive years

The Company won the title of "Advanced Unit of 2018 Financial Report Preparation" of POWERCHINA
The Company's overseas archives management won the 3rd prize
of 2019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Group Activity Achievements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as "2019 Advanced Safety Production Enterprise of POWERCHINA"
Upper Marsyangdi A Hydropower Station in Nepal won many award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Pakistan Port Qasim Electric Power Co., Ltd. won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Pakistan Qasim project won the excellent legal service case of “the Belt and Road”

荣誉
P44/ 公司 4 项成果荣获 2019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奖
P44/ 公司 8 项成果荣获 2019 年度电力创新科技奖
P44/ 公司荣获“2019- 2020 年度中国新能源高质量国际合作先锋单位”
P45/ 公司课题荣获全国电力工程行业研究成果一等奖和最佳课题奖
P45/ 公司社会履责领域屡获奖
P46/ 公司荣获“党建 + 企业文化实践创新 70 强”等 3 项荣誉及成果
P46/ 公司宣传作品频获奖
P47/ 公司连续四年荣获“标兵记者站”称号
P47/ 公司荣获集团“2018 年度财务报告编报工作先进单位”
P47/ 公司境外档案管理成果荣获 2019 年电力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三等奖
P48/ 公司荣获集团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P48/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喜获工程履责领域诸多奖项
P49/ 卡西姆发电公司荣获“突出贡献奖”
P49/ 卡西姆项目荣获“一带一路”优秀法律服务案例

P34/ 杜春国拜会孟加拉博尔古纳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管理
P35/ 公司召开 2020 年形势与战略高层研讨会

视野

VISION
PARTY BUILDING

党建

P36/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P37/ 公司召开总会计师任职会议
P38/ 公司召开 2019 年法治与风险内控工作会议

The Company held 2020 safety production working conference

P39/ 公司召开 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会

The Company carried ou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GOLDWIND

P40/ 公司与金风科技开展合作交流活动

The Company’s Party committee deeply studied and implemented the Spirit of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Company deployed 2020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The Company held 2020 honest Administration and Anti-corruption Working Conference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held 2020 News Propaganda Working Conference

P50/ 公司党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P51/ 公司党委部署 2020 年党建工作
P52/ 公司召开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P53/ 公司党委召开 2020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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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 公司党委编发学习习近平谈“一带一路”重要论述选编和学习成果

The Company’s mass innovation and efficiency creation activities achiev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P55/ 公司群众性创新创效活动成绩斐然

Three achievements of the Company won the awar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of
POWERCHINA

P71/ 公司三项成果获电建集团科技创新进步奖

The Company’s CCYL Committee assisted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y tactfully using
the online platform

P55/ 公司团委“云”妙招助力疫期防控

The Company’s cross-border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labeling tracking system is enabled

P71/ 公司跨境物流运输贴码跟踪系统正式启用

PRACTICE AND THOUGHTS
Strengthen fact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ollow the investment law, and realize the Company’s sustainable and
steady development
Identification and response to overseas electric power investment & operation risks

CSR
Weng Peifen,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investigated and surveyed Pakistan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The Company made 2019 Middle-and High-end Localized Talent Language Competence Examination

Laos Nam Ou River centralized control center launched a training mechanism of "teacher teaching trainee”
among Laos employees first time
Pakistan Qasim Company held Karachi China-invested Enterprise Association - 2020 New Year Sports Association

Laos Nam Ou Power Co., Ltd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Entering the Campus"
300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National Electric Power Institute of Cambodia visited
Kamchay hydropower station
The Cattle Hill Wind Farm in Australia project protected wedge-tailed eagles and helped wombats to move to
a new home
Sev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s of Sinohydro-Sagarmatha Power Co., Ltd. in Nepal were awar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issued with certificates
Laos Nam Ngum 5 Power Co., Ltd. organized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as "Guardian" of villagers

Indonesian Bengkulu Power Co., Ltd continues to carry out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of caring for orphans

Cambodian Kamchay Project Co., Ltd. donated LED street lamps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NEWS
Signing ceremony of entrusted O&M contract for Cambodian Kamchay hydropower station and Upper
Marsyangdi A Hydropower Station in Nepal was held in Beijing
Pakistan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passed production acceptance and three evaluations
with high standards
Bangladeshi Barisal Power Co., Lt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ransfer of the second batch of land
The Company held a special session on hydrologic test and flood control work deployment of
the Nam Ou River Basin
Products from Laos Cement Company passed the national standard certification of Laos

Hong Kong Company obtained Hong Kong Residential Identity for the first time

Cambodian Kamchay hydropower station realizes safe operation of 3000 consecutive days

The in-house journal Strive of Qasim Project in Pakistan started publication

The Company obtained two more computer softwar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s

P71/ 公司再获两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edited and released selected work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talk
on “the Belt and Road” and study achievements

The Company actively carried out benchmarking, resump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论道

FRONTIER

P56/ 强化要素管控 遵循投资规律 实现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P59/ 境外电力投资经营风险识别与应对

责任
P62/ 上海电力大学副校长翁培奋到卡西姆电站调研
P62/ 公司举行 2019 年度中高端本土化人才语言能力统考
P62/ 南欧江集控中心首推老挝员工“师带徒”培训

P63/ 南欧江发电公司受邀参加“中华文化进校园”活动
P64/ 柬埔寨国家电力学院 300 名师生参观甘再水电站

P74/ 人民日报 : 串起一带一路上耀眼的明珠

People's Daily: We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P76/ 人民日报 : 我们要与中国朋友共同奋斗

People's Daily: Accountability is more reflected in tough times

P77/ 人民日报 :“艰难时刻更显责任担当”

The Company held three press conference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 on
Indonesian Bengkulu project, Australian Cattle Hill Wind Farm project, and Laos Nam Ou River
Project Phase II

FIELD
Set sail with good wind
——the first batch of fans for Cattle Hill Wind Farm project in Australia were combined to the grid
Nam Ou River Witness
—— records on construction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for the first unit of
Nam Ou River class-1 power station

PARAGON

P65/ 上马相迪项目公司七项社会责任项目获政府表彰并颁发证书
P65/ 南俄 5 发电公司组织村民体检 切实当好村民健康“守护者”

Doers who practice earnestly will implemen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P66/ 明古鲁发电公司持续开展关爱孤儿公益活动

To be a practitioner of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the Cattle Hill

P66/ 甘再项目公司向省政府捐赠 LED 路灯

Struggle hard to let PowerChina shine on the Indian Ocean bank

资讯

Strive to realize the project developing of Kyaukpyu project in Myanmar

The pioneer of electric power marketing front

P68/ 甘再水电站和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委托运维合同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Senior electric builder on the Belt and Road

P68/ 卡西姆电站工程高标准通过达标投产验收和三项评价
P68/ 巴瑞萨发电公司顺利完成第二批土地转让
P68/ 公司召开南欧江流域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和集控中心汛前工作专题会
P69/ 老挝水泥公司产品顺利通过老挝国标认证
P69/ 香港公司首次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明书》
P69/ 甘再水电站实现连续安全运行 3000 天
P69/ 卡西姆内部刊物《奋斗者》创刊

DEPTH

The Company’s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PRP system won the 2nd management prize of
2019 Electric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ward

现场
P81/ 风好正是扬帆时
P84/ 南欧江见证

——写在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首批风机并网发电之际

——老挝南欧江一级水电站首台机组机电安装工程建设纪实

创新
P70/ 公司两项科技成果荣获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
P70/ 公司信息化管理 PRP 系统荣获 2019 年度电力科技创新奖管理类二等奖
P70/ 公司荣获 2019 年电力科技创新信息化类一等奖

典范
P88/ 天道酬勤结硕果 实干笃行践初心
P89/ 做“牧牛山开拓精神”的践行者
P90/ 勇挑重担 让电建之光闪耀印度洋畔
P91/ 奋战项目开发一线 全力“护航”皎漂落地
P92/ 电力营销战线的尖兵
P93/ “一带一路”上的老水电

MIRROR IMAGE
TALENT

达人

Outstanding foreign employees

P94/ 优秀外籍员工

Annual star of PCR

P96/ 年度海投之星

LITERATURE

Past and present of “Clairvoyance" on Nam Ou River

INSIDE BACK COVER
Photography

The Company won the 1st informatization prize of 2019 Electric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ward

P79/ 公司在明古鲁、牧牛山、南欧江二期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

镜像

Chinese Navy,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Tw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Company won the awar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on Large Dams

P78/ 尼泊尔主流媒体报道上马相迪项目公司援助当地贫困学子事迹

P64/ 牧牛山项目保护珍惜物种楔尾鹰助袋熊搬新家

纵深
INNOVATION

前沿

People's Daily: Bright pearls on the Belt and Road were connected

Nepal's mainstream media reported that Upper Marsyangdi project company provided assistance
to local students

P63/ 卡西姆公司举办卡拉奇中资企业协会 2020 年新年体育联谊赛

P72/ 公司积极开展对标、复盘、管理创新“三融”工作

文苑
P97/ 中国海军，一路平安！
P98/ 南欧江“千里眼”的前世今生

封三
P100/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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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十大新闻
No.1

海纳百川 投创未来
别人吃堑 我们长智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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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视频巡查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疫情防控工作

控平台，及时掌握境外疫情防控信
息；管理到位，特殊时期特殊管理，
暂缓员工出入境，做好干部职工及家
属工作；保障到位，海外机构扩大防
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储备，依托黄河三
门峡医院，建立海外员工医疗咨询平
台，向海外员工提供诊疗咨询和心理
援助等服务；关爱到位，为境内外
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做好派
出人员国内家属关怀工作；援助到
位，按照国资委党委要求，及时与
项目所在国政府部门联系，提供力
郝鹏对公司境外防控总体情况和卡西姆燃煤电站疫情防控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所能及的支持。
针对于下一步境外疫情防控重
点，晏志勇指出，随着疫情的持续蔓

2020年4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

施，对公司尽职尽责做好境外疫情防

延，境外项目所在国人员管理难度

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利用中央企业境

控，努力保障境外员工安全和项目实

大、医疗条件差、防疫物资保障困

外项目信息监测系统在线巡查公司境

施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难、生产施工物资材料供应不足等潜

外疫情防控工作并连线巴基斯坦卡西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

在风险问题逐渐凸显，这些都将对正

姆港燃煤电站，对公司境外疫情防控

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

常履约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不同国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电建集团公司党

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疫情

别，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全力以赴

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参加视频会议

防控的组织领导，逐级压实主体责

共克时艰，确保打赢此次疫情防控攻

并讲话，电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燕

任，把境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落

坚战。

明，电建海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实落细落地。要全面科学研判国内外

卡西姆发电公司表示，一定认

盛玉明、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党委

疫情变化，精准施策，因应国内外疫

真贯彻落实国资委党委决策部署，在

副书记杜春国和卡西姆电站相关人员

情防控新形势，及时完善企业境外疫

工作指导，帮助中央企业协调解决面

学习到位，公司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

公司党委的领导下，狠抓措施落地，

参加视频会。

情防控措施和应对机制，在确保安全

临的困难问题，共同做好中央企业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

全力保障电站所有人员的身体健康

郝鹏听取汇报后，通过视频系

的前提下推进海外项目顺利实施。要

境外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为

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紧密结

和生命安全，维护电站生产经营有序

统连线包括中国电建卡西姆电站在内

落实好境外疫情防控总体要求，加强

维护境外国有资产安全、服务“一带

合实际，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各项要

进行，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对卡西姆

的三个中央企业海外项目，认真查看

对境外中央企业干部职工的关心关

一路”建设和国家外交大局作出积极

求、措施贯彻到实处；组织到位，第

项目的影响，确保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卡西姆燃煤电站物资储备点、大门

爱，提供必要的防护指导和物资保

贡献。

一时间成立海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

“战役”。

口检查点等区域，详细了解公司境外

障，全力保护职工安全健康。国资委

晏志勇在视频会上用“六个到

导机构，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搭

疫情防控工作、境外项目疫情防控措

将继续加强对中央企业境外疫情防控

位”汇报了公司海外疫情防控工作。

建覆盖全球136个国家的海外疫情监

康从钦

孙继洋 殷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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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二期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首台机组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逐步实现全流域一体化联调联运

友好。中国电建是“一带一路”倡议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于

首台机组于 11 月 29 日顺利进入商业

的积极践行者，是中国企业在老挝的

2017 年 2 月 21 日正式开工建设。三

运行，作为发电商可向 PLN 申请全额

优秀代表，在老挝的完建、在建及新

年来，明古鲁发电公司充分发挥“四

电费。

签合同额均居第一。中国电建履行责

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的凝聚力，推

印 尼 当 地 时 间 2019 年 12 月 31

任、关注民生，是中老民心相通的推

行“介入式服务管理”，带领参建各

日凌晨 1 时 06 分，明古鲁燃煤电站

进者，并成为中国企业第一个海外履

方克服人才短缺、物资清关手续复杂

2 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圆满完成年

责示范基地。他希望以首机发电为新

耗时长、总承包方资金短缺、送出线

内“双投产”目标。公司副总经理张

起点，始终胸怀大局，做到心系百姓，

路困难等重重挑战，实现“进度、质

奋来、公司总经理助理孙树华及明古

坚持互利共赢。

量、安全、成本及环保”五大要素全

鲁发电公司、业主工程师、EPC 承包

面受控，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一体化优

商、分包商以运维承包商相关人员共

势得到全面彰显。

同见证了并网过程。

李燕明指出，南欧江梯级水电站
是中国电建在海外实施全产业链一体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是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中企首个海外全流域水电开发项目

老挝当地时间 2019 年 12 月 26 日

闻媒体等出席发电仪式。

化、全流域规划和 BOT 投资开发的项

2019 年至今，明古鲁项目圆满

2020 年 3 月 2 日，明古鲁发电

目。南欧江流域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等

完成年内“双投产”目标，实现双机

公司收到 PLN 支付的首笔电费，明古

多项实践成果，为老挝建设国家水资

并网和首机 COD，两个机组先后获得

鲁项目开始产生收益。

源水环境管理体系、防洪减灾、水电

机组运营价值证书（SLO），正向全
厂 COD 目标冲刺。

2020 年 4 月 17 日，明古鲁项目喜获
2 号机组运营价值证书（SLO）

排放取样分析三个阶段。
为此，明古鲁项目共完成近百项
调试试验项目的安排、执行和相应书
面材料的准备与提交审核，也涉及与
印尼能矿部、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认

上午 10 时，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

坎玛尼·英提拉向南欧江二期项

站集控管理提供数据支持，项目将先

站二期首机发电仪式，在琅勃拉邦南

目实现首机发电表示祝贺，并对各级

进的理念、技术、设备、运营管理等

欧江电力运维管理中心隆重举行。这

政府的支持和中国电建的努力付出，

优势与老挝人民共同分享，项目影响

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再上新台阶，逐步

表示诚挚的慰问和由衷的感谢。他指

深远。

实现全流域一体化联调联运，为老挝

出，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是老

杜春国表示，电建海投公司作为

2019 年 12 月 26 日， 明 古 鲁 发

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优质清洁电能，为

挝重要的具有战略性质的能源工业项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业务的法人主体，

电公司获得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此后，明古鲁发电公司始终高

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构

目，已将其纳入老挝 2020 年和 2025

致力于老挝市场的深耕细作。南欧江

颁发的项目首台机组商业运营证

度重视 2 号机组申请 SLO 的工作。

2020 年 4 月 17 日，明古鲁发电

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做出

年能源工业战略规划之中。希望电站

流域梯级水电项目的建成投产，得益

书（CD），证书认定明古鲁燃煤电站

自 2 号机组并网发电以来，公司全面

公司获得经印尼能矿部批准、PLN 认证

新贡献。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保持安全、有序、

于老挝各级政府、中国驻老挝使领

组织筹划、明

中心签发的 2 号机组 SLO，标志着该机

高效运行。

馆、各界合作伙伴的关心和支持，得

确职责分工，

组在技术、环保等层面已全面满足印

与项目各参建

尼国家电力公司的相关要求。

老挝能矿部部长兼老中友好协会
主席坎玛尼·英提拉、琅勃拉邦省副

苏干·奔勇对南欧江一、二、三

益于项目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和辛

省长苏干·奔勇，中国驻老挝大使姜

级电站建设在琅勃拉邦省境内琅勃拉

勤付出。电建海投公司将再接再厉，

机组再获SLO证书

证中心、电网调度机构以及 EPC 承包
双机并网和首机COD

2019 年 11 月 29 日， 明 古 鲁 燃

商、运维商等方面的沟通协调。项目

煤电站获得首台机组运行价值证书

团队克服疫情对现场人员、机械资料

（SLO）。

不足等客观条件的不利影响，最终实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是中国电建在印尼首个投资项目，
也是印尼明古鲁省目前最大的在建投资项目

方一道迎难而

现了工作目标。

作为 PLN 未来批准项目商业运行

再冬、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李志工、

邦省感到自豪。作为当地经济发展、

推进全流域一体化运营，为推动中老

上、主动作为，

日的核心要求之一，2 号机组 SLO 的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经商参赞王其辉等

解决各族百姓脱贫致富和社区发展的

电力能源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将准备工作分

获得，标志着明古鲁发电公司在向全

使领馆领导，电建集团副总经理李燕

重要组成，琅勃拉邦省将一如继往地

仪式现场，与会嘉宾共同观看南

为调试前期准

厂 COD 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又迈出了坚

明、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国以及

支持和帮助南欧江电站项目，配合项

欧江流域宣传片《南欧七明珠》，南

备、试验及调

实的一步！

来自老挝中央政府部委、琅勃拉邦和

目建设使之按计划全部建成和投产。

欧江二期一级电站通过视频联线，向

试、稳定性运

丰沙里省政府、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姜再冬表示，在中老两国老一辈

仪式主会场报告发电启机成功喜讯。

行试验和环保

中国商会、中资企业、参建单位、新

领导人的关心下，中老两国人民世代

李胜会 刘向晨 桑文林

魏文刚 郝佳彬 郭洪宁
魏文刚 郝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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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三通一平”工程正式启动

缅甸皎漂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电站项目，是中国电建首个海外燃气电站投资项目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工作

目标比合同工期提前 15 天完成。自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 2020 年 2 月

工程“破冰”动工 72 天来，正值全

4 日上午 9 点 26 分，牧牛山风电项

球新冠疫情蔓延上升时期，公司始终

目全部 48 台风机的吊装工作宣告完

把防疫防控保安全和实现节点目标作

成，标志着项目圆满完成了风电项目

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目前完成厂区

施工过程中流程最长、难度最大、风

土方回填碾压 11.5 万方，清淤 3.5

险最高、耗时最久的风机吊装任务，

万方，清表 6.5 万平米，临时道路修

全面进入到安装调试阶段，向全容量

建 450 米，碎石和鹅卵石储备 5000

发电目标发起冲刺！此前，牧牛山项

方，桩基试验按期完成。正在建设

目曾先后完成发电性能标准（GPS）

中的有桩基施工、厂区周围排水、临

注册、长期绿证购买协议（LGC）下

时码头、搅拌站和临时营地。正在商

COD 两大重要里程碑节点目标。

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是公司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开展可再生能源业务“先行先试”的第一个项目

重要基础。

务谈判的有取排水管线和燃气管线征

“牧牛山速度”打破全球纪录

地、CA/LLA 协议签约、ESIA 批复和

并网审批鼓舞斗志
2019 年 1 月，澳大利亚能源市

此后，牧牛山项目公司于 2020 年

中央高地，群山环绕、道路崎岖，加

场运营中心（AEMO）颁布最新的 GPS

1 月 21 日收到 Aurora 能源电力公司

之处于澳大利亚最南端，靠近南极，

提前进入商业运营

牧牛山项目地处塔斯马尼亚州

2020 年 2 月 15 日，正值中国国

做到“两不超”
；二是牢固树立“安全、

EP 合同等。良好的开局为年度经营

家主席习近平新年首访缅甸一个月及

质量第一”意识，达到“三零”目标，

生产目标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中缅建交 70 周年之际，缅甸皎漂燃

在建设过程中狠抓细节、确保工程质

目前，缅甸地区抗疫形势依然严

注册规则，对技术标准提出新要求，

正式函件，确认项目已实现《长期绿

常年伴有大风、雨雪、雷暴等极端天

气 - 蒸汽联合循环电站“三通一平”

量，不遗余力推进项目建设；三是充

峻，皎漂发电公司将持续坚持疫情防

这导致了很多新开工项目未能按期完

证购买协议》（LGC）下的各项 COD

气，对风机吊装工作形成巨大挑战。

工程动工仪式在缅甸西部的若开邦皎

分发挥电建集团旗下企业“编队出

控和保节点目标“双轨”运行，对实

成 GPS 注册，无法开展并网调试发电。

前置条件，并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

漂港湾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推进迈

海”团队合作精神，以“五大坚持”

现“5.30”“9.30”节点目标和年度

考虑到 GPS 顺利获批决定着融资

起正式进入商业运营，比 LGC 规定的

项目公司在现场安装了精密的测风设

出了重要一步。缅甸国家发电公司、

为引领，充分发挥“四位一体”组

生产经营目标充满信心，执着坚守、

放款以及按期并网发电的成败，牧牛

2020 年 6 月 30 日 COD 截止日期，提

备，提高风速预测精度；同时安排专

缅甸电力调度中心、缅甸皎漂发电公

织管控模式和建设期“五大要素”管

再接再厉，奋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生产

山项目公司自开工以来，始终高度重

前 5 个月 15 天进入商业运营，较受

人每日报送预测数据，协助各级承包

司、项目股东公司 Supreme 集团、山

理的凝聚力，确保“三通一平”工程

经营“双赢”。

视 GPS 的推进工作，多措并举地督促

塔州山火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调整后

商合理安排施工组织，保障吊装计划

东电建一公司等相关政府官员和单位

在 5 月中旬满足设计形象面貌要求；

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位于缅甸西

承包商并网团队加班加点，全方位、

计划 COD 日期提前 27 天。

顺利落实。

全时段、多层级协调 AEMO、塔州电网、

为了把握住宝贵的吊装窗口期，

四是按照电建集团和电建海投公司对

部若开邦的皎漂镇，供电容量约为

2020 年 4 月 9 日，项目公司按

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公

上午 8 点 30 分，随着开工令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会议部署，严

135MW，采用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技

金风塔州、金风澳洲、金风国际以及

期顺利完成首笔绿证交易，获得了

司与总包商金风塔州及其上级单位

发布，皎漂燃气电站“三通一平”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启用缅甸有实

术，建成后年上网供电量约 10 亿千

各类咨询单位，组织召开各类专项专

Aurora 电力能源公司支付的第一笔

金风澳洲、金风国际进行全方位、

程正式开工，现场各施工机械有序展

力企业进行现场施工，为项目建设夯

瓦时，运营期为投运后 25 年。皎漂

题工作会议，积极落实并网工作的各

绿 证 结 算 收 入。2020 年 至 2030 年

多层次的沟通交流，共同研究对策，

开道路开挖作业。

实基础。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改善皎漂及周边地

项商务和技术要求。

间，项目公司每年将以固定价格向

优化吊装方案，协调增加资源，将

负责人出席仪式。

3 月 15 日，皎漂燃气电站项目

区的电力供应，是缅甸皎漂市关系民

在 2020 年 1 月 3 日 AEMO 召开的

Aurora 能源电力公司出售 40 万张绿

吊装速度从开始的一个月 2 到 3 台，

桩基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从厂区回

生及影响工业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

新年第一次董事会上，牧牛山项目发

证以获取稳定的运营期绿证销售收

逐步提升到单月 10 台的速率，一举

“5.31”节点目标，精心筹划，周密

填“破土”动工再一次实现的里程碑

目，对皎漂经济特区的发展产生积极

电性能标准（GPS）注册的审批正式

入，为实现股东预期收益奠定坚实基

打破同机型全球吊装速度纪录，创造

部署，细化施工方案，扎实开展各项

节点目标，工程建设的“战场”已逐

影响，同时有利于促进中缅“人字形”

通过，标志着项目完成并网审批全

础；为项目各项工作特别是后续风机

出打破全球吊装速度纪录的“牧牛山

工作。一是全面贯彻落实缅甸皎漂燃

步从地面转入地下。

经济走廊建设。

部流程，为后续控制节点测试的先决

并网发电直至全场全容量发电，创造

速度”。

条件和项目尽快进入商业运营奠定了

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

启动仪式上，皎漂发电公司有
关负责人要求各合作单位紧紧围绕

气电站项目顶层设计会议精神，严格

4 月 26 日，厂区回填碾压节点

张建辉

刘嘉晨 高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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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 2020 年工作会暨二届四次职代会

悦，绽放着新时代最美的芳华。

在深入分析公司改革发展党建

业务新领域，全力打造 2020 年公司

讲话、总经理工作报告进行了分组讨

面临的形势后，盛玉明指出，2020

市场开发“光之年”。二是要稳步推

论，就今年工作的总体思路、任务目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进项目建设，大力加强履约能力建

标和重点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提出

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公司开拓新市场、

设，全力打造 2020 年公司在建项目

了建设性意见。公司党委和公司分别

实现新发展的重要一年。要深刻认识

“稳之年”。三是要精益求精抓好运

与总部部门代表签订了党建工作责任

各类风险挑战，积极抢抓各种发展机

营，大力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全力打

书、党风廉政与反腐败工作责任书、

遇，为布局“十四五”发展打下坚

造 2020 年运营项目“精之年”。四

绩效考核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书和

实基础。盛玉明强调 ,2020 年要紧紧

是要强化财务预算管理，大力开展融

质量目标责任书。

围绕四个方面开展好全年工作。一是

资模式创新。五是要强化 LIRC 一体

会议期间，还组织对公司领导班

顺势勇为，深刻认识风险挑战，牢牢

化管理，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六

子及中层干部进行了综合考核评价和

把握新能源投资机遇，研究布局水务

是要抓好 HSE 和非传统安全管理，夯

民主测评。会议对公司 2019 年度先

投资新业务。二是抓住重点，推动

实公司安全基础。七是要持续深化改

进部门、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先进

提质增效取得新成效，奋战“光之

革创新，大力激发企业内生动能。八

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

年”“稳之年”“精之年”“新之年”。

是要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大力推进党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年度海投之

三是强基固本，实现党的建设质量新

建经营融合。

星进行了表彰。

2020 年 3 月 17 日，公司 2020 年

报告；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作会暨二届四次职代会在京召开。

工会主席赵新华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

会议结合当前形势任务，提出

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盛玉

此次会议，是在疫情防控特殊时

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坚定政治方向 凝聚奋进力量 奋力

2020 年工作的总体思路：以习近平

堡垒、推动融入中心、强化作风建设、

明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本次会议安

期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为切实做好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实现新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做好对外宣传、加强群团工作。四是

排紧凑、形式创新、内容丰富、务实

疫情防范，会议以“主会场（现场）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展》的工会工作报告。会议还传达了

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文化兴企，贯彻海投理念推动新发展，

高效、收获多多，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 分会场（视频）”方式召开。主会

一是 2019 年海投团队交出满意答卷；

场设在北京，同时在北京总部、昆明

提升，着力深化政治建设、建强战斗

认真落实电建集团（股份）工作部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企业负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进一步彰显海投文化的凝聚力，增强

总结 2019 年工作，分析面临形势，

责人会议精神、电建集团（股份）公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海投语录”的引领力。会上，盛玉

二是公司 8 年发展经验意义深远；三

公司、香港公司以及新加坡公司、老

明确 2020 年目标任务，谋划部署全

司 2020 年工作会议精神。

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电建集

明还分享了领导力提升、谈判的技巧

是精准研判形势，抢抓发展机遇；四

挝公司、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公司等
设立 20 个视频分会场。

团 2020 年工作会部署，坚持稳中求

和能力、读书与学习等企业管理和职

是明确 2020 年目标提出务实措施。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作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进 , 坚持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布局，

业成长方面的心得体会。

他对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三点要求：一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高级管理人

了题为《优化战略布局深化精益管理

大旗帜，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用汗

推动精益管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杜春国在工作报告中全面总结

是及时传达，凝聚共识，同心同力、

员、副三总师、总部各部门负责人、

推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实

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在不

不断增强公司内生动力、竞争活力、

了公司 2019 年的工作成绩，分析了

同向同行，实现全年目标；二是创新

职工代表及子企业党政负责人、班子

现新跨越》的讲话；公司党委副书记、

同领域、不同国别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抗风险能力，确保公司“十三五”规

公司生产经营面临的新情况，强调

思维，精益管理，寻求工作新突破、

成员、部门副职以上人员等 227 人在

总经理杜春国作了题为《抢抓机遇拓

全年圆满实现“三投产一签约一发债”

划圆满收官，全面开创公司高质量发

2020 年要全力打造公司治理“新之

争创新业绩；三是细化措施，抓好落

主、分会场参会，公司全体职工通过

市场 科学管理提质效 奋力开创海外

重大目标，全面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展新局面，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电建

年”，安排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一

实，确保各项工作出成效、有成果。

云视频会议系统收听收看会议。

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是要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大力开拓新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董事长

年工作。

投资业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工作

会议指出，2019 年，公司高举习

展现了奋斗的豪情，收获了胜利的喜

刘向晨 张腾斌

李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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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战略布局 深化精益管理
推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盛玉明在公司 2020 年工作会议暨二届四次职代会上的讲话（摘要）

公司2019年工作
舞了士气。项目要素管控持续提升。

求，在成本管控、资产管理等方面发挥

各项目推进过程中，均不同程度遭遇

了重要作用。风险管控能力逐步夯实，

2019 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了当地施工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复

积极推进公司法律、内控、风险、合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

杂、政府效率低下、自然灾害频发等

规（LIRC）一体化管理体系建设，有

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取得了鼓舞人心

诸多困难。项目团队发扬“钉钉子”

效发挥监督保障职能。科技信息工作持

的成绩。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利润

精神，有效管控“进度、质量、安

续进步，技术创新成果不断增加。项目

总额、资产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16.76%、

全、成本、环保”五大要素，锤炼了

管理水平持续增强，项目运营质量稳步

24.60%、11.75%， 连 续 7 年 实 现 两 位

务实奋进的工作作风，实现了项目建

提升，在指标管理、PRP 系统建设方面

数以上增长。公司已提前一年实现

设和能力提升的双收获。

不断提升。设备物资管理创新推进，构

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海外项目党组织抓党建促发展取得显著

内公司完成“122345”重点宣传任务，

平台交流10余次；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成效。四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国内外主流媒体70多次聚焦公司业务，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到访公司总部，

有效整合执纪监督、经责审计等力量，

公司新闻5次上央视、3次上人民日报、

中老部长考察团视察南欧江项目，多

进一步筑牢海外投资廉洁风险防控。五

2次上凤凰卫视、2次上环球时报。二是

国驻柬埔寨大使考察甘再项目。四是

是“海文化”建设创新推进，公司软实

承担重大任务彰显海投担当。公司高质

公司发展获得多方肯定。年内公司荣

力进一步增强。

量完成国资委在巴跨文化融合专项工作

获“全国电力行业党建品牌影响力企

部署，受到中宣部国际局、国资委宣传

业、党建+企业文化实践创新70强、

局、中国驻巴大使馆等多方好评。三是

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中国境外可持

高端交流展现海投形象。年内公司应邀

续基础设施项目奖、海外履责典范企

在非洲能源论坛、中国企业家年会等

业奖”等40余项荣誉。

公司品牌形象更加彰显
一是公司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年

2020年形势和任务
顺势勇为，
积极把握海外投资新机遇

建项目全生命周期设备采购管理体系。

“十三五”规划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奋战“光之年”，落地一批新项

强战斗堡垒；着力推动融入中心；着

目；奋战“稳之年”，实现项目新节点；

力强化作风建设；着力做好对外宣

奋战“精之年”，取得运营新效益；奋战

传；着力加强群团工作。

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杜绝了安

深刻认识风险挑战，健全机构，

全生产事故。人才支撑作用有效发挥，

明确责任，细化措施，闭环管理，确

公司市场开发稳中有进。实现了新

实现了员工和企业的双成长、共提升。

保不发生任何重大风险。牢牢把握新

强基固本，

国别新业务的双突破，重点跟踪项目取

综合办公能力不断提升，高质量编制公

能源投资机遇，在深耕细作水电、火

实现党的建设质量新提升

得积极进展，新能源业务开发不断拓

司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档案管理不断

电投资业务的同时，加快在风电、光

公司狠抓运营管理，提质增效更加

展。深耕缅甸市场，顺利签署皎漂项目

提升。平台公司发展持续进步，开展投

伏、光热、储能等新能源领域谋篇布

2020 年是“中央企业党建巩固

显著。发电量再创新高，管理模式有效

《购电协议》。完成老挝芭莱水电项目

资和国际贸易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服务

局，确保落地一批新能源项目，有效

深化年”。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

码，要进一步彰显海投文化的凝聚力，

落地，项目管理成效突出。公司运营装

所有前期开发程序，打通了送电泰国的

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

扩大装机规模，推动业务结构升级。

众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结合实际培育好海外分支文化。“海

机容量、发电量均在集团发电企业中排

通道，为后续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有力

深入研究布局水务投资新业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投语录”是公司在业务拓展中经过时

名第二位。各项目公司进一步理顺了

推动哈萨克斯坦谢列克风电项目及澳大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间和实践检验的有效管理思想，目前

“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下的管理机

利亚惠灵顿光伏项目相关工作。以波兰、

抓住重点，

神，为公司发展筑牢思想、政治和组

已经丰富至 18 条，要进一步增强“海

制和运行流程，明晰了管理界面，优化

匈牙利为中心，深入推进中东欧市场新

推动提质增效取得新成效

织保障。着力深化政治建设；着力建

投语录”的引领力。

了资源配置，提升了运营质量。

能源项目开发。

的目标，为“十三五”圆满收官打下了

市场开发实现新的突破

坚实基础，跨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项目运营质量显著提升

在建项目节点全面实现

企业各项管理亮点纷呈

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
公司党委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党建质量不断提升，荣获“中
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公司党建考

依据公司 2020 年主要工作思路

核连续三年位列集团第一名。党建、宣

和目标，公司战略研讨会提出今年市

传、文化、群团等各方面工作齐头并进、

场开发为“光之年”，项目建设为“稳

亮点纷呈。一是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深化。

之年”，项目运营为“精之年”，公

公司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捷报频

公司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体

传。顺利实现“一年三投”目标。去

系更加完善，内生增长动力、发展活力

二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司治理为“新之年”，提纲挈领地指

年下半年，明古鲁、牧牛山、南欧江

不断增强。战略引领能力不断增强，公

扎实推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明了今年各项工作重点，为深化各项

二期三个项目相继提前实现首机并网

司战略落地效果显著。财务资金工作不

与活力。三是“三基建设”持续加强，

管理定下了基调。

发电，掀起了高潮、振奋了人心、鼓

断提升，有力保障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各

“新之年”，提升治理新水平。
文化兴企，
贯彻海投理念推动新发展
海投文化是公司创造优秀业绩、
取得累累硕果的文化基因和管理密

F

HIGHLIGHTS

FOCUS

抢抓机遇拓市场 科学管理提质效
奋力开创海外投资业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杜春国在公司 2020 年工作会议暨二届四次职代会上的报告（摘要）

断提高。平台建设与人资管理不断完

化自评工作连续两年获评股份公司优

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党建考核连续 3

善。管理创新和综合业务不断提升。

秀。狠抓安全监督检查，连续三年开

年获得集团（股份）子企业第一名。一是

展“三个一”专题宣传活动，应急能

聚焦责任落实，党的领导得到新加强。

安全管理扎实推进，

力建设得到股份公司高度评价，持续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完善非传统安全制度体系建设。2019

教育，创新开展了“十个一”主题活动。

年，公司再获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先

二是聚焦精神引领，文化建设实现新发

进企业”，连续四年受到表彰。

展。三是聚焦形象塑造，外宣工作再上

公司持续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

新台阶。中外主流媒体 70 余次聚焦公

系建设，组织各部门、各子公司签订

2019年主要工作回顾

安全生产责任书，认真编制《岗位安

党建工作不断加强，

司业务，4 部宣传片入选中央企业优秀

全生产职责及履职清单》，细化安

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更加凸显

形象宣传片网络展播。四是聚焦教育预
防，廉洁从业取得新成效。五是聚焦人

全责任。持续加强安全管理体系化、
市场开发实现突破，

运营管理持续加强，

业务领域不断拓展

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公司牢牢把握市场开发“六大要

公司持续加强运营项目精益管

命”主题教育。坚持战略引领，践行

素”（技术、消纳、土地、环评、回

理，各电力运营项目围绕“五大要素”

新发展理念，聚力高质量发展。全年

报、协议），积极抢抓“一带一路”

（电量、电费、安全、效益、责任），

圆满实现“三投产一签约一发债”重

发展机遇，持续深耕重点国别重点市

大力推进“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2019 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制度化、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标准

公司党建工作优势持续加强，各

文关怀，群团工作得到新提升。

全面贯彻落实集团（股份）公司决策

大目标，全面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企业经营成效显著，

2020 年，要认真贯彻落实公司

产电力运营项目的精细化管理和精益

理，夯实公司安全基础。依法合规履

化运营，全力打造 2020 年运营项目

行企业安全环保主体责任，强化 HSE

“精之年”。

风险管控、应急管理和非传统安全管

场，在坚持“水火风光”并进基础上，

持续推进电力营销、电费回收及换汇

2020 年工作思路，确保公司 2020 年

大力开发新领域新市场，努力培育增

等重大工作，各运营项目保持安全有

各项目标如期实现，公司上下必须坚

长新动能。

序稳定运营。

持和持续推进管理创新工作，将创新

四是要强化财务预算管理，大力

理念贯穿到市场开发、项目管理和企

开展融资模式创新。夯实基础提升财

业管理的方方面面。

务管理水平，发挥财务管理决策支持

七是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大力

作用；围绕项目客观需要做好定制化

激发企业内生动能。坚持战略引领发

融资创新与管理，为项目量身打造最

展，不断深化管理创新成效。优化

佳融资方案；紧跟形势变化开展融资

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提升企业治理

创新，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

效能。抓好科技质量管理，不断提高

主要指标再创新高
公司上下奋力拼搏，攻坚克难，

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创新驱动持续深入，

履约能力不断加强

管理基础不断夯实

全力打造公司治理“新之年”。
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取得累累硕果，主要经营指标保持快

理，不断培育打造具有海投特色的企
业安全文化。

速增长，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

公司充分发挥“四位一体”组织

战略引领作用与成效不断凸显。

一是要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大力

基础。公司全年荣获集团内外重大荣

管控模式和全产业链集成优势，采取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战略引领作用，主

开拓新业务新领域。多渠道拓展项目

誉 40 余项，多次受到项目所在国政

介入式服务管理 , 各在建项目“五大

动研究、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新形势

寻源模式，多维度拓宽公司业务领域，

五是要强化 LIRC 一体化管理，

信息化水平。加强设备物资保障，不

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大力推进法

断提升设备综合效益。加强“三级四

律、风险、合规、内控（LIRC）一体

类”人才队伍建设，筑牢公司发展人

府、国内各部委、行业协会和集团公

要素”（进度、质量、安全、成本、

新变化新要求，及时调整战略方向，

多举措提升项目开发能力，全力打造

司的表彰和肯定。

环保）全面受控，重大节点全部完成，

开展“十三五”规划修订。认真贯彻“五

2020 年公司市场开发“光之年”。

三大项目投产发电目标全部实现。

大坚持”发展理念，探寻、把握投资

二是要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围绕

化体系建设。突出做好企业合规管理

才高地。加强属地融合融入，不断增

规律，科学提炼“6655 要素”管理和

项目年度重大节点目标，科学组织，

体系建设工作，促进合规管理与业务

强项目生存能力。

海外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 ,

周密安排，全过程关注和适时介入各

开展有机结合，确保合规风险全流程

八是要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大力

全部纳入战略管理，持续丰富战略内

承包方履约工作，扎实推进在建项目

有效管控。持续完善“灰犀牛”“黑

推进党建经营融合。要持续加强党的

涵，厚植发展动力。强化战略执行，将

建设，全力打造 2020 年公司在建项

天鹅”风险防控机制，构建投资风险

思想领导，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

战略目标分解，细化到各部门、各子

目“稳之年”。

“四维管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

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持续加

颠覆性风险的底线，尽可能降低新冠

强党建工作“三基”建设，大力开展

肺炎疫情风险损失。

“海投语录”宣贯工作，持续做好群

公司，以平衡计分卡、PRP 系统等管理

三是要精益求精抓好运营，强化

工具为抓手确保目标实现。财务预算

运营项目“五大要素”管控，着重做

与资金管理不断深入。风险防控与审

好电力营销与电费回收，切实抓好投

计监察不断发力。设备管理与物资保
障不断加强。质量管理和科技水平不

六是要抓好 HSE 和非传统安全管

团工作，凝聚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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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奋力夺取“双战双赢”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强化总部统筹协调作用，
毫不松懈地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项中心工作，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全面实现年度任务目标“双胜利”而奋斗！

生送去关怀，提供服务保障。在各海

公司对项目建设期、运营期提出

外项目一线，中外员工之间、项目

的“四位一体”“两位一体”组织管

与所在国政府及民众之间，一幅幅

控模式，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释放出高

友谊画面令人动容。老中友协和万

效的组织动员力、贯彻执行力，转化

象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募捐活动现场，

形成应对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的

公司作为老挝中国总商会会长单位，

制胜法宝。通过全面发动动员、统一

在前期捐款约 10 万元的基础上，再

协调调度，公司与项目各方劲往一处

捐款 8000 万基普。卡西姆电站组织

使，拧成一股绳，强担当、聚合力、

开展“援助巴铁，共抗疫情”捐款

破难题。

活动，中巴员工共筹集 682920 卢比，

公司党委提出，越是在关键时
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
看待发展前景，越要在变中求新、变
中求进、变中突破，越要用克难攻坚

约合人民币 32520 元，由巴中资企
五一期间，公司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全部到岗上班，分析研判境外疫情防控
形势，进一步强化对海外项目清单式巡检和细节化排查等工作的研究部署，同时与
海外项目视频连线，为前方将士加油鼓劲！

业协会统一转交巴政府相关部门，
专项用于抗击新冠疫情。
《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经

的作为开拓前进，方能变压力为动

济日报》等媒介平台数次聚焦公司战

力、化危为机，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疫”故事。2 月 23 日、3 月 7 日，《人

3 月 17 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民日报》要闻版两次报道了公司海外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键时期，公司召开 2020 年度工作会，

项目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对项目属地的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专业工作组，

提出了奋战“光之年”“稳之年”“精

责任担当。3 月 29 日，一条卡西姆电

给予高度评价，给奋战在海外疫情防

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做

之年”“新之年”，迈出公司高质量

站中巴员工为巴基斯坦抗击新冠疫

控和生产经营一线的电建人莫大的鼓

到思想、工作、措施“三到位”；以

发展新步伐。

情募捐活动的内容，由中国驻巴大

舞和鞭策。

海外全覆盖的党组织，因地制宜，因

2020 年 4 月 1 日，国资委党委

公司党委审时度势，精准发力，

书记、主任郝鹏视频连线巴基斯坦卡

打出了一套严密“组合拳”：成立统

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对落实到位、
坚决有力、扎实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统筹”上下功夫、从“精准”

使馆在推特上发布，引发广泛关注。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

国施策，在防控第一线和关键部位充

上做文章，从公司总部到海外一线，

公司用实际行动践行央企社会责任，

及各海外项目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建立防控

从在建项目到运营电站，公司全体职

在“一带一路”沿线携手抗疫，共克

国务院及国资委党委有关疫情防控工

一线领导干部分片包干制度，强化施

工凝心聚力，生产气息扑面而来。缅

作部署和指导精神，全面贯彻电建集

工现场、运行厂区、办公场所、宿舍

甸皎漂破土动工，孟加拉巴瑞萨锅炉

团（股份）公司党委具体要求和安排，

餐厅等网格化管理、全覆盖登记排查

钢架开吊，印尼明古鲁和老挝南欧江

闻令而动，使命必达，勇挑重担，敢

制度；依托基层党建平台，把广大职

二期收到首笔电费，柬埔寨甘再、老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广大

打硬仗，严防死守国内、海外两大阻

工群众动员、组织、凝聚起来，织密

挝南俄 5 完成年度 C 修，巴基斯坦卡

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发扬“一方有难、

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就一定能

击战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

防护网，形成防控合力。截止目前，

西姆年内发电超 28.9 亿千瓦时，尼

八方支援”的精神，响应党中央号

实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全面实现

产两项中心工作，奋力答好这场疫情

公司党委已先后召开 5 次党委会、3

泊尔上马相迪发电量再创新高，一幅

召，自愿捐款、奉献爱心。公司为资

年度任务目标“双胜利”！

阻击的应变处变之考、决心初心之试。

次党委（扩大）会议、5 次视频协调会，

幅复工复产的画卷正徐徐铺开……

助的 6 名留守在武汉大学的老挝留学

时艰，生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公司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防疫情、促经营、保发展

冲寒已觉东风暖，勇立潮头再争先。
我们坚信，在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统筹”上下功夫，从“精准”上做文章，

李胜会 刘向晨 杜菲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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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共济战疫情 四海同心克时艰
海投人上下同欲，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在大战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公司海外项目、驻外机构分布广泛，员工众多，防控压力巨大。自疫情发生以来，在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各海外项目、
驻外机构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细化防控措施，加强与使领馆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合作，带领广大员工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坚固
防线，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海外项目因国施策、因地制宜，做好人员物资机械的调配统筹，确保在建项目按计划顺利
实施，运营项目持续稳定运行，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影响，确保公司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稳健步伐，全面实现年度任务目标。
疾风识劲草，烈火炼真金。公司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示范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第一线高高飘扬。公司中外员工命运与共、携手共担，与项目

4 月 6 日，甘再项目公司在柬埔寨新年到来之际，拜访
柬埔寨贡布省省长，强化属地交流，共抗疫情

老挝南俄 5 发电公司工会组织开展防疫健体活动

所在国政府及民众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生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广大海投人凝心聚力、默默坚守，和时间赛跑、向目
尼泊尔
上马相迪项
目公司超额
完成 2 月份
发电量计划

标冲刺，在大战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奋力夺取“双战双赢”！

4 月 14 日，卡
西姆项目联合党工
委分析研判疫情形
势所带来的潜在风
险，并研究制定应
对措施

巴基斯坦卡西
姆电站中巴员工为
中国加油，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

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 2020 年一季度发电量超过 22.64
亿度

在老挝—中国友好协会和万象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老挝支持中国抗击肺炎疫情募捐
活动中，公司捐款 8000 万基普，老挝副总理宋迪授予公司捐助证书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全力以赴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保障电站建设和电力生产安全

老挝水
泥公司安排
专人实施无
死角消毒喷
杀工作，细
化各项防控
措施

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向明古鲁省政府卫生部门和项目周边
村庄捐赠防疫物资，明古鲁省卫生厅厅长对此深表感谢

2 月 19 日，孟加拉巴瑞萨发电公司积极响应孟加拉国
中资企业协会倡议，组织爱心捐款 22 万塔卡转交协会

5 月 1 日，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风机金结电气安装和调
试工作圆满完成，把疫情对项目建设的影响降到最低

4 月 10 日，缅甸皎漂发电公司向皎漂镇政府捐赠防疫
物资，皎漂镇镇长对此高度赞赏

4 月 5 日，老挝南欧江流域公司员工在南欧江
运维中心工作时突发心肌梗塞，在中老双方的通力
合作下，历经 32 个小时，横跨 600 多公里，一场
跨国接力救援迅速展开，传递守望相助的人间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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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到访公司

中国驻孟加拉大使李极明检查指导巴瑞萨项目

2019年12月19日，中国驻孟加

基础浇筑等作业面，并听取了安全生

2019 年 12 月 9 日，中国驻巴基

拉大使李极明、经济商务参赞处参

产、非传统安全、当地劳工管理、党

李极明要求发电公司及各参建

斯坦大使姚敬到访公司，就海外投资

赞刘振华等一行到巴瑞萨发电有限

建、合规经营及工程进展工作情况汇

单位，一要牢固树立海外党建意识，

业务开展进行工作交流。公司党委书

公司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和党建工作。

报。他观看了巴瑞萨发电公司航拍视

做到党建工作与生产高度融合。二要

记、董事长盛玉明，公司党委副书记、

巴瑞萨发电公司负责人及在现场的班

频，对一年内现场工程面貌发生的变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红

总经理杜春国参加工作交流。

子成员、各参建单位主要负责人陪同

化表示了充分肯定。对发电公司在移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树立总体项目安

检查。

民搬迁过程用采用政府官员、警方、

全观，加强重要部位、重点时段的风

会上，盛玉明对姚敬莅临电建

予肯定。

海投公司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对

李极明深入现场一线，实地查看

村民及发电公司四方见证签字，以及

险管控，保证项目的安全生产。三要

姚敬就任驻巴大使以来给予中国电建

了施工中的重件及临时码头、主厂房

对当地红树林的保护所采取的措施给

履行好社会责任，将合规经营、属地

卡西姆项目的大力支持和巨大帮助表

化经营、环境保护等工作抓牢抓实，

示衷心的感谢！盛玉明介绍了公司成

抓出成效。

立七年多来改革发展党建工作开展情

此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

况，详细阐述了公司“五大坚持”“六

玉明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拜访了中

大核心能力”“6655 要素管理”理念，

国驻孟加拉大使馆，向李极明介绍了

姚敬高度肯定公司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显著业绩

以及严控海外投资风险，科学推动海

公司发展情况，表达了对大使馆支持

外投资业务保持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

公司在孟开展投资业务的感谢，阐述

措和做法。他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指

业绩，重点表扬了巴基斯坦卡西姆电

和支持，继续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了公司对孟加拉电力投资的规划和巴

导管理，确保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保

站团队的优异表现。结合当前国际政

和经济效益，打造中资企业良好品牌

瑞萨项目进展情况。李极明对公司和

持安全有序运营，创造良好的社会效

治、经济、外交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形象。同时，注重宣传投资理念、投

巴瑞萨项目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和

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巴经济走廊”

他强调，卡西姆电站作为“中巴经

资经验，关注本土化管理。他表示，

祝贺，希望公司为提升中孟战略合作

建设增光添彩，打造中资企业在巴投

济走廊”大型能源项目，受到中巴

中国驻巴大使馆将一如既往地大力

伙伴关系作出积极贡献，并表示，中

资合作的典范和标杆。

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希望

支持和帮助中国电建在巴开展国际

国驻孟使馆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资企

在交流过程中，姚敬高度肯定

电建海投公司一定要高度重视电站

业务，为中国电建海外业务在巴持

业在孟开展各项业务。

电建海投公司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显著

安全管理，给予项目前方更多指导

续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高超

周建国
李极明对一年内巴瑞萨项目现场工程面貌发生的变化表示充分肯定

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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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部长高度赞赏南欧江一级电站建设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李碧建履新后两次到访卡西姆电站

2019 年 11 月 28 日， 老 挝 能 矿

考察调研结束后，宋再对南欧

路改复建工程视察，南欧江一级电站

2020 年 2 月 11 日，中国驻卡拉

李碧建指

部副部长宋再 • 英塔翁率能矿部考察

江一级电站项目在工程建设、安全

13 号公路改复建工程各参建单位负

奇总领事李碧建、巴基斯坦信德省省

出，卡西姆电站

团一行到访南欧江一级电站，参观考

监测和抗震安全防护等工作中所取

责人陪同视察。

督伊姆兰·伊斯梅尔一行到巴基斯坦

作为中巴经济走

察电站主体及 13 号公路改复建工程

得的成绩给予高

卡西姆电站参观 , 在卡西姆发电公司

廊的标杆项目，

施工现场，对电站抗震等级、安全监

度的赞誉和充分肯

总经理郭广领的陪同下，深入锅炉钢

在巴具有很高的

测、水情测报等情况进行调研。南欧

定，嘱咐随行当地

架平台、集控室和运煤码头等生产一

名誉度，更应充

江发电公司一级电站项目部负责人陪

媒体重点关注和重

线，了解电站生产运维情况。此前，

分发挥示范作

同考察。

点报道电站建设情

李碧建曾于 1 月 4 日到卡西姆电站调

用，引领在巴中

考察团首先来到一级电站右岸

况，嘱咐发电公司

研考察，作为他 2019 年 12 月 28 日

资企业共同发

坝肩，认真查看了电站施工面貌及电

持续关注电站蓄水

履新后调研考察的第一站。

展，不断巩固中

站蓄水情况，一级电站项目部负责人

后大坝的安全稳定，

代表发电公司向老挝政府部门对南欧

确保年底首机发电

江项目的一贯支持和关心表示感谢，

目标的顺利实现。

参观过程中，郭广领向李碧建、

资企业在巴树立

伊斯梅尔详细汇报了卡西姆电站项目

的良好形象。他

南欧江一级电站项目部负责人

有关情况，强调卡西姆电站的投资开

强调，在国内众

并向考察团详细

向奔展一行莅临项目现场指导工作表

发与运行未给巴政府带来任何债务负

志成城抗击新冠

介绍了南欧江流

示热烈欢迎，向老挝交通部对南欧江

担。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卡西姆

疫情的重要时

域“一库七级”

项目的一贯支持和关心表示感谢，并

电站累计发电量达 174 亿度，尤其是

期，卡西姆发电

总体规划和开发

详细介绍了 13 号公路改复建工程以

2020 年 1 月，发电量占巴全国发电

公司要进一步充

建设情况。考察

及工程外道路修复进展情况。

老挝交通部部长奔展·信塔翁视察 13 号公路改复建工程

量的 13%，极大缓解了巴基斯坦电力

分发挥党组织战

团一行随后考察

奔展一行根据 13 号公路改复建

短缺状况。同时重点介绍了卡西姆电

斗堡垒和党员先

了 13 号 公 路 改

区域，沿线视察了道路和桥梁的建设

站在保护当地环境、增加当地税收、

锋模范作用，不

复建工程，沿线

情况，对道路、桥梁施工的整体面貌

促进经济发展、拉动当地就业、援助

仅要严格做好疫

考察了 1 号桥和

及施工工艺给予充分肯定，对施工过

教育医疗、属地化人才培养、中巴文

情防控，同时也

程中道路的保通工作表示满意 , 对公

化交流等方面的举措和取得的成绩。

要高效开展生产经营工作，为祖国的

表示，在参观过程中受到极大震撼，

司帮助修复工程外破损道路的工作表

郭广领重点介绍了卡西姆电站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对项目建设成果感到惊叹。感谢中国

示感谢并给予高度赞赏，并表示将向

生产经营、企业党建等方面取得的成

伊斯梅尔称赞卡西姆电站是巴

电建及其他中资企业对巴进行投资，

老挝总理汇报发电公司建设成果。

绩和遇到的问题，并就电站预防新型

基斯坦最具现代化的先进绿色电站，

这将为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

冠状病毒疫情工作做了专题汇报。

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典范。他

持续推动力。

2 号 路 段， 认 真
参看桥梁桥台、

老挝能矿部副部长宋再·英塔翁参观考察电站主体及 13 号公
路改复建工程施工现场

道路路基、双表处沥青和浆砌石护坡

2019 年 12 月 9 日，老挝交通部

等重点部位，详细了解了道路施工进

部长奔展 • 信塔翁一行到访南欧江一

度和淹没线下移民搬迁情况。

级电站，对南欧江一级电站 13 号公

闭秋丽

周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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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宣教中心
到公司开展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调研

刘源到老挝南欧江项目指导工作
副书记、纪委书记、

水情系统及联调联运建设以及运维中

工会主席赵新华，

心配套的办公、生活等物业配套情

2020 年 1 月 8 日，应急管理部宣

体系建设、安全培训的开展、安全人才

调研组在听取汇报及大家交流发

水电三局有限公司

况，对全流域的统一指挥中心及运营

教中心所长董成文一行到公司开展安全

运用、安全文化设想等四个方面，对公

言后，对公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开展情

总经理周孝武，南欧

项目永久设施建设表示肯定。

文化建设专题调研。公司党委书记、董

司安全文化建设成果进行了系统汇报。

况以及海外安全生产工作中一些经验做

江发电公司及相关

刘源指出，电建海投公司成立后

事长盛玉明，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公司领导重点对“以人为本、共建共享”

法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董成文

参建单位人员陪同。

快速成长，目标清晰，追求高质量发

杜春国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人员等

的安全理念文化、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指出，安全文化建设一方面重点关注三

在电站现场，

展，各方面成绩喜人，南欧江全流域

参加了调研座谈。

的安全检查文化、
“别人吃堑、自己长智”

个工程，即一把手工程、联动工程、落

刘源一行察看了电

梯级水电开发也树立起了海外项目标

调研组听取了公司有关安全文化

的安全警示教育文化、“交叉互检、岗位

地工程；另一方面强调以理念为引领，

站主体建设、机电

杆。南欧江二期工程将实现首机发电，

建设工作的汇报。盛玉明就公司生产经

培训”的安全人才培育文化、“高标准、

以制度和环境为保障，导出良好的安全

安装及首机发电生

全流域“一体化”联调联运效益可期。

营情况、重点管理理念、安全文化建设

同要求”的属地安全文化等进行了详细

行为。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安全文化建设，

产筹备情况，了解

电建海投公司以投资引领汇集兄弟单

情况进行总体介绍。杜春国从安全文化

汇报。

各部门、各子公司密切协作，用实践印

2019 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电

了全流域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在项目

位，展现集团“全产业链”实力，希

证了安全文化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公司

建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源一

营地听取项目建设、党建工作及主题

望把握全球电力能源发展新态势，努

安全文化建设具有推广意义。

行到老挝南欧江项目指导工作，先后

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会。在南欧江电力

力拓展市场和结构多元化，团结广大

盛玉明表示，这次安全文化建设工

深入南欧江一级电站、南欧江电力运

运维中心，刘源一行到集控大厅察看

干部员工为电建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作专题调研既是对公司安全文化建设工

维管理中心考察，电建海投公司党委

了流域集控建设、全流域梯级调度、

桑文林

刘永强

作的深层次检阅、研究、指导，也是对
公司莫大的鼓励和激励，公司将认真贯
彻本次调研提出的有关要求，把安全生
产工作做得更好，努力构建“一带一路”

李燕明到老挝南欧江项目指导工作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安全文化体系。
与会人员围绕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调

及工作人员的精

欧江一级电站，亲眼见证了项目的巨

研提纲，结合公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实

诚团结，拼搏奉

大变化，如今首台机组发电，对参建

践以及海外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些具体作

献，给予了充分

各方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对项目

法及体会，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探讨。

肯定。公司总经

安全、进度、质量、环境保护等方面

理杜春国、公司

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

张秋霞

胡温迪

高管及各参建单
位代表陪同。

在南欧江一级电站展示大厅里，
项目负责人就展示厅内的企业文化、

李燕明一

全流域沙盘、特色文化、环境保护、

行详细察看一级

移民征地、安全文化理念等六大板块

电站建设形象面

做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全流域沙盘展

貌，参观南欧江

示，将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开发以

2019 年 12 月 25 日，电建集团（股

流域展示厅，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项

及流域水情测报系统直观形象地呈现

份）公司副总经理李燕明到老挝南欧

目进展、流域生态环保、水情测报站

在眼前，安全宣传更是用“中、英、

江二期一级水电站现场考察调研，对

点布控、首机并网发电等情况汇报。

老”三种语言动画，给人印象深刻。

电站优质高效建成投产、各参建单位

李燕明表示，时隔一年多再次来到南

桑文林 陈忠

丁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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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拜会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领导
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内阁部长

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公司

公司对于澳大利亚市场的战略定位和

董事长盛玉明一行分别拜会了中国驻

发展布局。他表示，电建海投公司长

澳大利亚大使馆、中国驻墨尔本总领

期秉承合作共赢的国际化经营理念，

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依次

坚持属地化经营思路，依托电建集团

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全产业链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

公使衔参赞黄任刚、中国驻墨尔本总

国家已成功投资开发了多个大型能源

领馆总领事龙舟、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电力项目。澳大利亚是电建海投公司

州内阁部长丹尼 • 皮尔森进行座谈和

重点开拓的发达国家战略国别市场。

友好交流。

电建海投公司愿意在做好牧牛山风电

在与黄任刚和龙舟的会面中，盛

项目投资建设的同时，根据维州政府

玉明分别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电建集团

的发展规划，以具体项目为契机，加

及电建海投公司近年来国际业务的发

强与当地企业的互惠共赢合作，稳步

展情况及海外投资布局，重点汇报了
正在投资建设的牧牛山风电项目以及

盛玉明拜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衔参赞黄任刚（右三）

盛玉明拜会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内阁部长丹尼·皮尔森

推动后续项目开发。
丹尼 • 皮尔森高度赞扬了电建海

听取盛玉明的介绍后，黄任刚、

市场机遇，进一步树立中资企业的良

投公司为澳大利亚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盛玉明表示，牧牛山项目作为电

龙舟均肯定了电建海投公司近年来所

好社会形象，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

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并表示维州拥有

建集团进入发达国家、开展新能源业

取得的各项成绩，对牧牛山项目的成

中澳务实合作作出更多贡献。

开放的投资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

务的“先行先试”项目，战略意义重

功开发和顺利实施表示祝贺，对电建

龙舟希望电建海投公司继续坚

长期稳定的新能源支持政策，欢迎电

大。电建海投公司坚持项目全生命周

海投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秉承“一

持属地化战略，发挥自身优势，高标

建海投公司在维州投资开发项目。维

期管理理念和“6655”要素管控，秉

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

准推进项目建设和市场开发工作，努

多利亚州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将为项目

承“介入式、引导式、穿透式”的服

的原则给予高度认可。

力将牧牛山项目打造为中澳新能源领

的推进和落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

务管理理念，落实“三零、两不超”

黄任刚表示，近年来，中国电建

域优质标杆项目；同时，积极履行社

助。双方就积极响应维州政府与中国

的管理目标，全面确保牧牛山项目顺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实

会责任，造福当地社区，为促进中澳

政府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利实施。牧牛山项目的投资开发，将

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丰硕成果。

两国经贸发展、互惠共赢作出新贡献。

不断加强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电力市

为中国电建集团适应发达国家市场规

澳大利亚投资环境良好，希望电建海

在拜会丹尼 • 皮尔森时，盛玉明

则、掌握发达国家投资规律积累宝贵经

投公司在高标准推进牧牛山项目建设

介绍了中国电建集团及电建海投公司

验，为后续业务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的同时，与当地企业深化合作，紧抓

的实力和业绩，重点强调了电建海投

公司在澳的市场开发情况。

盛玉明拜会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总领事龙舟

场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友好交流。
王文广

黄大为 高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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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春国拜会孟加拉博尔古纳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公司召开 2020 年形势与战略高层研讨会

公司在孟加拉投资建设的第一项目，

2020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公司

也是海投公司的重点项目。公司一定

在京召开 2020 年形势与战略高层研

会发挥各方面优势将巴瑞萨项目打造

讨会，深入研究公司面临形势任务，

成为精品项目，同时，巴瑞萨发电公

总结 2019 年工作亮点和不足，全面

司将会秉承环保理念、落实属地生态

谋划公司战略发展和 2020 年度的重

环保要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孟

点工作。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加拉经济发展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长盛玉明主持。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双方就今后的项目建设、环境保

经理杜春国及公司领导班子、公司高

护、社会责任、政府服务进行深入交

管、总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共 40 余

流。Mustain Billah 对 电 建 海 投 公

人参加会议。

司的实力和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赞赏

盛玉明指出，2019 年公司上下用

和认可。他表示，巴瑞萨项目是孟加

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公

拉电力布局中重要一环，对博尔古纳

司营业收入达到成立之初的 90.63 倍，

地区的能源结构调整、缓解电力需求、

利润总额达到了 82.77 倍，资产总额

解决人口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必将

达到 8.70 倍，为公司 2020 年的发展

工业园区、世界知名企业发展案例和

会议听取了海外投资对标研究、

不断碰撞出智慧火花，为公司发展建
言献策。

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司总经理

地区投资建设巴瑞萨 350MW 然煤电站

产生深远影响，将继续大力支持巴瑞

奠定了坚实基础。2020 年，将是公司

公司风险管控等相关报告，进一步解

本次战略研讨会务体现了

杜春国拜访了项目所在地孟加拉博

以帮助解决孟加拉电力紧缺现状表示

萨燃煤电站的建设。博尔古纳地区各

市场开发的“光之年”，项目建设管

放思想，拓宽视野，剖析问题、查补

“新”“实”“多”三个特点，直面

尔 古 纳 地 区 最 高 行 政 长 官 Mustain

感谢。

个部门的长官也参与了本次会议。

理的“稳之年”，项目运营管理的“精

短板。会议就市场开发、项目管理和

公司发展的问题和主要矛盾，以前瞻

杜春国介绍了电建集团，尤其是

会谈最后，杜春国表示，双方拥

之年”，公司要大力做好新能源投资，

公司管理等三大类 30 多项议题展开

性思维提前布局新业务。参会人员充

Mustain Billah 首 先 对 杜 春 国

电建海投公司发展的基本情况、开发

有一致的目标，也必将会在互利互惠

提前对水资源与环境业务做前瞻性思

热烈讨论。为提高研讨效果，参会领

分讨论，头脑风暴，思想碰撞，互相

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

业绩及海外投资理念，重点介绍了公

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中国电建将继续

考，项目建设要稳扎稳打，顺利实现

导结合公司战略和部门职责，在会前

启发，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方向，达

博尔古纳地区的经济发展、自然风光

司打造中国电建四大海外平台的能力。

助力孟加拉实现“金色孟加拉梦想”。

节点目标，项目运营要加强精益管理，

进行了认真思考和充分准备。与会者

成了共识，汇聚成推动公司发展的磅

及风俗习惯，并对电建海投公司在该

并表示，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是海投

不断提高运营收益。同时，安排部署

畅谈工作体会和对公司发展的意见建

礴力量，为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公司 2020 年 45 项重点工作。

议，畅所欲言，头脑风暴，相互启迪，

了坚实基础。

Billah.

冯文博

李淑强

高超 齐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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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公司召开总会计师任职会议

践行者。“一库七级”开发建设老挝
南欧江项目，在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
开发中，积极保护“海岸卫士”的红
树林等。中国电建的环保理念和务实
举措，赢得了项目所在国各界的一致
好评，多次荣获当地政府及社会环保
组织的表彰和肯定。三是落实属地责
任，做培养人才助力发展的推进者。
在海外项目投资开发中，积极推行
“治理属地化、经营属地化、资源属
地化、发展属地化、责任属地化和文
2019 年 12 月 20 日， 由 国 务 院

国际经营占比超过 1/3，形成了以亚

化属地化”管理模式，构建“六位一

国资委主办的《中央企业海外社会责

洲、非洲国家为主，辐射美洲、大洋

体”属地化管理体系，以良好履责为

任蓝皮书（2019）》发布会暨中央企

洲、澳洲以及东欧等高端市场的多元

海外项目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打造和

2020 年 1 月 7 日，公司在总部召开任职宣布会议，

一是希望公司党委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以高质量

业海外社会责任论坛在京顺利举行。

化发展格局。中国电建始终坚持“事

谐发展环境。四是履行公益责任，做

股份公司宣布电建海投公司新任总会计师卢洪波同志的

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希望公司党委抓好

国务院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

耀民生，业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

人文关爱回馈社会的奉献者。时刻关

任职决定，股份公司党委组织部 / 干部部主任廖福流出

班子、带好队伍，以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念，坚持全球化经营、质量效益型运

注当地民生，广泛开展捐资助学、修

席会议并作讲话。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

展，关键在坚强有力的各级领导班子要凝聚各方面人才、

长钟宏武以及各中央企业有关领导、

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向全球奉

路架桥、救灾援助等公益活动。以实

主持。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杜春国、公司其他在京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三是坚持创新、深化改革、从严治

电建集团总部社会责任管理部门负责

献清洁能源、绿色环境和精品建筑。

际行动，传递着可感知、有温度的海

领导班子成员、高管、总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了

党，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集团首批推行企业经理

人、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单位代表

电建海投公司作为中国电建专

外履责实践，在海外打造了中资企业

会议。

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 15 家企业之一，要认真贯彻落

副局长张晓红、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组

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的子企业，秉承

的良好形象。五是讲好中国故事，做

廖福流对电建海投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多年来在改革

实经理层成员契约化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与选任方式相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板块第一本

“开发清洁能源，投创美好生活”的

中国发展中华文化的宣传者。在海外

发展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

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

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电建海外投

战略使命，坚持做“全球绿色清洁能

经营中，积极讲好中国故事，广泛宣

年来，电建海投公司在生产经营、党建、改革创新、人

异化薪酬分配制度，实现职务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

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地经济社会

传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大力

才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党建责任制考

收入能增能减。

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核连续三年荣获集团第一，集团公司党委给予高度评价。

电建海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

积极推动者”，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

明代表中国电建作主题发言。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共计 150 余人参加会议。

资社会责任报告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盛玉明代表公司党委和公司，向莅临电建海投公司指

盛玉明的主题发言，系统阐述了

集团公司党委一直高度重视海投公司的改革发展和领导

导工作的廖福流主任表示热烈欢迎，就股份公司对公司领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业务社会责任的管

班子建设，这次领导班子补充，是集团公司党委根据国

导班子建设长期以来的重视、关爱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资委进一步加强干部交流的精神，统筹电建海投公司生

同时简要汇报 2019 年电建海投公司取得的发展成果。

盛玉明指出，伴随全球经济一体

具体体现在：一是坚守本质责

理理念和管理举措，生动展示了中国

化的快速发展，广大中国企业积极

任，做“一带一路”精品工程的筑造

电建海外投资业务履责实践，受到与

产经营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整体情况，在征求多

“走出去”，投身“一带一路”建设，

者。开发建设了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

会领导、各央企同行、行业专家和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

国际经营取得了显著业绩。中国电建

煤电站、柬埔寨甘再水电站和老挝南

大媒体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扩大了中

充分体现了集团公司党委对电建海投公司的重视和寄予

作为较早布局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

俄 5 水电站等一批精品工程。二是恪

国电建责任品牌影响力。

的期望。

业务遍及全球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守环境责任，做绿水青山环保理念的

高超

贾蕾

对于电建海投公司领导班子，廖福流提出三点希望：

同时，盛玉明和杜春国对卢洪波同志加入公司表示
热烈欢迎，希望卢洪波同志能尽快融入公司团队。
会上，卢洪波作了任职发言，并表态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树立核心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强化担当意识、提
高自律意识。

廖碧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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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 2019 年法治与风险内控工作会议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在北京
召开 2019 年法治与风险内控工作会

公司召开 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会

应对能力，着力提升法治专业人才队

宣传等方面基础工作，着力在合规管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 2020 年

位，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性

伍建设。

理、重大经营风险管控处置等方面取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和责任感。二是狠抓责任落实、加强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杜春国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议。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出

杜春国在工作报告中，从加强顶

得新突破，在培育公司法治与风险内

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以

体系建设，深度推动安全管理标准有

主持会议并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席会议并作讲话，公司党委副书记、

层推动、着力夯实基础、服务中心任

控文化取得新进展，为公司高质量发

及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

效落地。全面推行与国际接轨的“两

电话会议和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会

总经理杜春国作公司法治与风险内控

务、强化项目履约、深化宣传教育等

展提供法律与风险服务，确保公司各

总结 2019 年安全生产工作，分析存

个标准、一套体系”，真正将知责、

议精神。杜春国就落实本次会议精神

工作报告，公司在京领导班子成员、

方面，全面总结公司 2019 年法治与

项建设发展目标顺利实现。

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部署公司

明责、履责、尽责的责任链条扣紧扣

提出三点要求：一要统一思想，认真

总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海外子公司

风险内控工作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深

会议最后，岐温华对 2019 年度

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本次会议采

牢，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

贯彻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

总法律顾问及法治与风险内控专员、

刻分析了公司海外投资业务发展所面

公司法治与风险内控优秀单位、优秀

取视频会议方式召开，公司领导班子

是夯实安全基础、加大监管力度，推

会议精神、年度目标任务上来，确保

法律风险部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

临的新形势，强调困难不容低估，信

项目总法律顾问、法治与风险内控工

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三副总师、总

行“介入式、穿透式、下沉式”安全

会议精神入脑入心，执行落实到位。

由公司总法律顾问岐温华主持。

心不可动摇，提出了公司 2020 年法

作先进个人和优秀法治论文进行了表

部各部门负责人、职工代表以及各子

服务管理。四是培育安全文化、重视

二要提高站位，全面压实安全责任。

盛玉明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

治与风险内控的重点工作，要以推动

彰，各项目总法律顾问进行了述职汇

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和安全总监

生态环保，铸就海投特色的本质安全

认清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安全工

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

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

报，总部及项目的法治风险内控工作

等 418 人参加会议。

企业。

作的极端重要性、严峻性和复杂性，

法治国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认

任人职责为抓手，继续夯实“法治海

人员作了交流。

真落实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法治建设

投”建设，持续优化风险内控和普法

胡蓉

郭丰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作

盛玉明强调，2020 年是全面建

自觉抓好每一项工作，强化安全履

了讲话。他肯定了公司 2019 年安全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

职，更加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落地。

和集团公司“法治电建”建设各项要

生产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安

之年，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三要周密部署，推进公司高质量发

求，紧紧围绕公司打造中国电建“四

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对做好公司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展，要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抓住重点、

大海外平台”重要任务，坚持稳中求

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四点要

神和股份公司的决策部署，只争朝

突出难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各项

进的总基调，不断夯实依法治企的工

求：一是认清形势任务，提高政治站

夕，不负韶华，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目标工作落实到位。

作基础，全面推进“法治海投”建设，

公司副总经理张奋来代表公司

做到公司治理完善、经营依法合规、

作了题为《落实安全环保责任 强化

管理科学规范，保障公司实现高质量

制度标准落地 推动公司高质量安全

发展。要求公司的法治风险内控工作

绿色发展》的报告。报告从主体责任

需坚持平衡原则，做到“合法合规、

落实、宣传教育等六个方面全面总结

合情合理”，要持续落实法治建设第

了 2019 年安全生产工作，并分析了

一责任人职责，深入推进合规管理，

存在的问题，部署了 2020 年安全生

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认识和

产重点工作。
会议期间，公司组织开展了致一
封安全公开信、答一张安全生产试卷、
送一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常识小手
册》的“三个一”宣传教育活动。
胡温迪 吴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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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姆电站 2020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超 22.64 亿千瓦时

公司与金风科技开展合作交流活动

基斯坦抗击新冠肺炎疫

升级疫情防控工作升级加力，坚决打

情，稳定经济社会发展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狠抓运营期“电

带来了持久动力。

量、电费、安全、效益、责任”五大

疫情发生以来，卡

要素管控，对内充分发挥“两位一体”

西姆发电公司认真贯彻

组织管控模式作用，联合运维单位开

落实国资委党委、电建

展“主动性、预防性”的设备维护与

集团 ( 股份 ) 党委和电

保养，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确保

建海投公司党委统一部

机组稳定高效运行；对外多管齐下，

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加强与巴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做好

截至当地时间 3 月 31 日 24 时，

和生产经营工作两不误，按照“内强

电力营销，全天候跟盯巴基斯坦电网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2020 年第

管理，外防输入”的防疫原则，细化

负荷情况，向巴国家电网提供提高电

一季度发电量超过 22.64 亿千瓦时，

落实“14+11”项疫情防控具体举措，

网稳定性的中国技术方案，确保送出

较去年同期增加 4.55 亿千瓦时，为巴

严格实施全面封闭式管理，持续推进

线路稳定。

刘超 周高明

牧牛山、明古鲁、南欧江二期项目收到首笔电费
2019 年 12 月 30 日，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公司正式收到塔斯马尼亚州 Aurora 电力
公司支付的首笔发电收入。在试运行阶段按期收到首笔发电收入，为项目全面投产发电
2020 年 1 月 4 日，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总

经验、理念、模式，重点分享了凝结着公司发展智慧的

经理杜春国带队赴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科技总

18 条“海投语录”和体现公司管理思想的海外投资项目

部，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活动。电建海投公司在京

全生命周期“6655”要素管控理念，以及公司在海外党

领导班子成员、高管、总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金

建工作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实践。盛玉明表示，对电建海

风科技董事长武钢、总裁、高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投与金风科技在牧牛山项目的高效合作表示满意，对未

武钢介绍了金风科技的创业发展史和在技术创新、

来两家企业联合开拓国际市场、获得更大成就充满期望

智慧能源等方面的理念和建设实践，并就金风科技“创

和信心，希望两家企业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取长

造价值，成就人生”的企业价值观、“敢为天下先”的

补短，实现共赢发展。

企业发展观、“尊重供应商，与供应商共同成长”的良

合作共赢、属地化经营等多个方面的核心理念十分契合，

了交流。武钢表示，金风科技正由个人能力驱动向组织

希望双方能互相学习、强强联合，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公

能力驱动发展转型，希望能对标和学习电建海投公司在

司治理和海外市场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

自我驱动，以及从战略到运营的高效一体化。
盛玉明对金风科技创新进取、不断取得的骄人业绩

易结算打下坚实基础。这笔收入参照的是项目公司与 Aurora 电力公司签署的临时购电协
议，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实现首台风机顺利并网发电算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牧牛
山项目累计售电 30.58 万度。

黄大为

2020年3月2日，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收到印尼国家电网公司（PLN）支付的首笔电费。
首笔电费系明古鲁项目调试和试运行期间发电收入，历经抄表、计算及 PLN 多个部门的

杜春国表示，电建海投与金风科技在企业价值观、

性业态观、“国际化一定是属地化”的国际发展观等作

公司治理和党建方面的先进经验，实现价值观导向下的

后项目公司与国家电力交易市场以及长期绿证购买方 Aurora 电力公司进行电费和绿证交

交流期间，公司一行还参观了体现金风科技“健康
工作、快乐生活”文化特色的职工文体活动场所，双方
参加交流人员还在音乐厅合唱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

表示祝贺。他简要介绍了公司改革发展历程、海外经营

将此次交流活动与爱国教育结合在一起，为 2020 年双方

及党建文化等情况，并结合公司成立七年来实践总结的

携手踏上新征程开启了新的篇章。

盛永梅

卢吉波

审批，最终于提交后的 30 天内收到付款。首笔电费顺利到账表明，明古鲁项目电费回
收所有流程已经全部打通，也标志着明古鲁项目开始产生收益。

叶生凡

2020 年 3 月 18 日，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收到老挝国家电力公司支付的首笔电费，
标志着南欧江二期项目逐渐由投入转向产出。为确保首笔电费“颗粒归仓”，南欧江生
产运营管理团队积极作为，就一级电站送出线路 π 接方式的电量计量、电费结算、上
网与下网计费价格等问题，深入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变电站等相关单位沟通、商谈，
多次进行技术分析和研讨论证，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理顺了电量抄表各项程序，打通了
电费回收流程各个环节，为项目全面投产发电后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长期进行电费结算
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聪 何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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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瑞萨项目重件码头主体结构顺利完成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完成 1 号机组 C 级检修

2020 年 4 月 24 日，巴瑞萨燃煤电站重件码头工程完成码头

尼泊尔当地时间 2020 年 2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51 分，上马相

平台面层浇筑施工。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打桩开工起，历时四个

迪 A 水电站 1 号水轮发电机组并网发电，1 号机组 C 级检修项目

月。巴瑞萨发电公司发挥“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的优势，全

提前完成。本次检修对 1 号机组、辅机设备及电气系统设备进行

面布控防疫抗疫措施，充分调动现有中方施工人员积极性，在确

检查、清理与试验，标准项目 51 项，试验项目 11 项，缺陷处理

保安全的情况下日夜奋战，最终按节点计划完成施工，为重件码

项目 5 项均全部完成，为 2020 年度生产指标达成打下坚实基础。

头最终实现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边生产边防疫的进程中

周伟鹏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此前，2 月 27 日，锅炉第一榀钢架开始吊装，标志着该项目
全厂安装工作的正式启动。1 月 20 日，输电线路工程顺利开工，
这是巴瑞萨电站倒送电的重要环节，也是并网发电的前提保障。
陈金标 周绍虎 张瑞

皎漂项目提前完成首个工程节点

老挝水泥公司向中老铁路累计发货突破 61 万吨

2020 年 3 月 28 日，缅甸皎漂燃气项目经过 40 天的日夜奋战，

2020 年 2 月 29 日，满载 500 吨高标准水泥的罐车，从老挝

提前 14 天实现首个合同节点目标，即厂区回填标高至 EL3.0 工程，

水泥公司厂区发出，运往 570 公里外的中老铁路 IV 标段施工现场。

为“5.30”目标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日前，老挝水泥公司已向中老铁路累计供货突破 61 万吨，有

当前新冠肺炎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皎漂发电公司面对

力保障“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工程建设。与此同时，老挝水泥

疫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认真贯彻落实缅甸政

公司积极掌握疫情期间各在建项目水泥需求量，加强各方协调沟

府、电建集团和公司防疫指示，防疫科学部署，压实责任，织密

通，实现水泥生产、运输、交货无缝连接，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和

抗疫防线，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始终处于可控、受控状态，对实现

服务工作，确保建材按时送达，有力保障了中老铁路、南俄 4 水

“5.30”“9.30”节点目标和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充满信心。

电站、四千美岛等“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和老挝民生项目的建设

张建辉

南俄 5 发电公司完成年度机组 C 级检修

刘向晨

需求。

杜芳园

新加坡公司 2019 年度铜钴贸易销量突破 50000 吨

2020 年 2 月 9 日至 3 月 8 日，老挝南俄 5 发电有限公司提前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电建海投新加坡公司全年累计销售

完成两台机组年度 C 级检修工作。为克服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统

铜钴产品 71 批次 54000 余吨，实现营业收入约 20 亿元人民币，

筹规划、周密部署，评估现场人力资源配置、人员资质，积极协

超额完成年度销售目标，实现连续三年的稳步增长。2019 年，国

调筹集检修物资，制定了详细检修计划和方案，全力应对现场管

际铜钴价格持续震荡。新加坡公司坚持底线思维，不断创新贸易

理人员和电站技术人员不足带来的挑战。

模式，深挖潜力、提质增效，铜钴贸易稳步推进，毛利率逐步提升。

陈光旭 李媚

刘奕君

肖树阳

F

HONORS

FOCUS

公司 4 项成果荣获 2019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奖

公司课题荣获
全国电力工程行业研究成果一等奖和最佳课题奖

2019年12月16日，中国企业改

获管理创新成果获得一等奖，《“一

项成果获得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

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2019中国企业

带一路”倡议下的境外电力投资项目

成果，其中一等奖69项、二等奖80

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发布2019

风险管理》《新能源投资国别市场筛

项，获奖成果多维度、全方位呈现

2019年11月26日，由中国电力规

承“向战略要发展、向管理要效益、

年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公司

选原则和发达国家新能源电力投资市

出我国企业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推

划设计协会主办的全国电力工程行业

向方式要质量”的思路，系统性研究

专著《“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境外投

场进入模式》获管理创新成果获得二

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2019年度财务审计与投融资业务交流

了项目融资创新；并从国家政策和企

资开发实务》《基于全流程管理的出

等奖。本届活动共收到创新成果436

新，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有

大会在福州召开。会上表彰了2018至

业自身两个层面积极探索了优化海外

口退税风险管理系统的搭建和实施》

项，经过初审、复审、公示，有149

益的借鉴与启示。

2019年度全国电力工程行业财务审计

电力投资项目融资的建议，对于央企

与投融资课题研究成果。公司报送的

实施海外电力投资项目融资，实现高

《中央企业海外电力投资项目融资问

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杨玲

公司 8 项成果荣获 2019 年度电力创新科技奖

题与融资创新》课题荣获一等奖和现
场交流最佳课题奖。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成立于
1985年，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的全国

2019年11月22日，2019年中国电

管理类一等奖；《复合土工膜面板全

开发实践》《“一带一路”海外投

本次公司获奖课题以理论为基

电力咨询、勘测、设计行业的企事业

力创新成果交流会表彰了2019年度中

断面软岩堆石板关键技术》《尼泊尔

资项目信息化系统（PRP）建设与应

础，紧密结合实务经验，以点带面，

单位自愿参加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协

国电力创新奖项，电建海投公司有8

上马相迪水电站泥沙调控关键技术研

用》等4个成果荣获管理类二等奖。

以微观带动宏观，深入分析了五大类

会现有会员百余家，分布在全国多个

项创新成果获奖，其中2个一等奖，6

究与应用》荣获技术类二等奖，《发

中国电力创新奖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25个海外电力投资项目融资问题；秉

省、市、自治区。

个二等奖。公司申报的《大数据驱动

达国家市场电力能源项目融资模式创

会组织评审，是中国电力创奖项的最

的海外电力生产管控平台》荣获信息

新》《“六大要素”指引下的海外新

高奖项，也是获取直接申报国家创新

化类一等奖；《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全

能源电力投资市场研究与评估体系》

大奖通道之一。

员绩效考核体系的探索与实践》荣获

《战略引领及创新驱动下的海外投资

周雷皓

杨玲

公司社会履责领域屡获奖
公司荣获“2019-2020 年度
中国新能源高质量国际合作先锋单位”

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地经济社会

“海外履责典范企业奖”。

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

又讯，2019年11月8日，全国电

积极推动者”，将社会责任管理工作

力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研讨会在

席年会并作交流发言。此次获奖是

民营企业合作拓展国际市场、“一带

融入企业发展战略、融入投资要素管

昆明顺利召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业界基于对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国际

一路”新能源投融资合作等进行深入

理、融入企业绩效考核、融入企业文

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电力企业

合作和海外投资方面高质量发展的

探讨，并就全球新变局背景下新能源

化，推动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

社会责任标准编制课题组、金蜜蜂

高度认可，是对公司致力于开发国际

产业链国际合作机遇与挑战进行科学

和谐的外部环境。

智库专家以及全国电力行业企业代

新能源市场、争当行业排头兵的肯定

评价。电建海投公司在交流发言中，

2019年12月25日，由中国社会

表共计150余人参会。公司代表电建

特别提到公司在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

责任百人论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

集团在大会作了题为《坚守初心使

和鼓励。
2019年12月26日，由中国新能源

本次大会以“新变局、高质量、

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提出的零质量事

告评级专家委员会主办的“2019中国

命，担当时代责任，以良好履责推

海外发展联盟主办的2019中国新能源

大合作”为主题，邀请了政府政策部

故、零安全事故、零环保投诉的“三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峰会”及“2019责

动海外投资业务高质量发展》的主

高质量国际合作大会暨2019中国新能

门、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和科

零”目标。目前，公司也正在坚持

任金牛奖颁奖典礼暨第八届分享责任

题演讲。老挝南欧江项目、尼泊尔

年会”在京举行，国务院国资委、工

上马相迪项目海外履责实践双双入

源海外发展联盟年会在北京召开，公

研机构、联盟会员单位、国内外新能

“水火风光”并进基础上，大力开发

司被大会授予“2019-2020年度中国

源项目开发商、投资商等128家单位

新能源新市场，努力实现市场开发新

新能源高质量国际合作先锋单位”奖
项。公司副总经理徐庆元代表公司出

代表出席。各方围绕世界范围内新能
源投资区域及国别政策、中国央企与

突破。

李仪

盛永梅

公司成立七年来，始终秉承

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扶贫办、社科

选《全国电力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优

“开发清洁能源，投创美好生活”的

院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会上，

秀案例集》。

战略使命，坚持做“全球绿色清洁能

2019责任金牛奖颁奖揭晓：公司荣获

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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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党建 + 企业文化实践创新 70 强”等
3 项荣誉及成果

公司连续四年荣获“标兵记者站”称号

2019年11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主办的“2019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企业文化管理年会暨第六届最美企业之声展
演”在杭州隆重举行，会上表彰了全国企业党建及文化建设突出
单位和优秀企业文化作品。来自全国企业代表、中国文化管理协
会有关领导、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专家学者等共600余人出席了
本届年会。

2019年，公司新闻宣传工作稳

以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开展系列报

中求进，守正创新：围绕“一个聚

道，推出印尼明古鲁、澳大利亚牧牛

焦、两个加强、三个着力”，即聚焦

山、老挝南欧江首机发电“3+N”专

公司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加

题策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强重点项目宣传和典型人物宣传；着

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巴

力推进“走出去”“一带一路”体裁

基斯坦观察家报》《万象时报》等中

外宣工作，着力抓好集团和行业媒体

外主流媒体及“学习强国”“今日头

2019年11月13日，电建集团（股

上有份量的重点报道，着力强化公司

条”等网络平台，150余次报道公司改

公司荣获“党建+企业文化实践创新70强”“2019第六届

份）表彰了2018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

网站、内刊、微信自身建设。先后围

革发展党建工作业绩，助力公司海外

‘最美企业之声’形象代言作品”两个奖项；公司党委研究课题

集体、优秀个人和好新闻作品，公司连

绕新春走基层、第二届“一带一路”

业务发展，树立良好中国企业形象。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一带一路”海外舆论宣传实践研究》，被

续四年荣获“标兵记者站”称号。

高峰论坛、卡西姆发电突破100亿度

刘向晨

张一凡

评为新时代企业党建实践创新优秀成果，入编红旗出版社组织出
版的《守初心 担使命 新时代企业党建优秀成果选编》一书公开
发行。

谭毅

公司荣获集团“2018 年度财务报告编报工作先进单位”
会作《聚焦风险 质量先行 全面推动
财务资金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的重

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紧紧围绕股

要讲话，充分肯定2018年度财务决算

份公司财务报告编制工作要求，着重

工作及今年财务资金管理工作取得的

在“快、实、严”字上做文章，扎实

成效，明确2019年度财务决算与资金

开展预算报表、月报、季报、决算报

管理工作的重点任务。公司总经理杜

表的编报工作，通过开发合并抵销参

春国参加会议并向集团公司汇报公司

数、编制内部交易、权益抵销模板及

2019年11月27日至28日，电建集

财务资金工作情况。会议对2018年度

制定月度会计工作保障自查等方式，

团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布置会暨资

财务决算工作表现优异的单位进行表

提高财务报表编制工作效率，保证公

金管理工作座谈会在福州召开。电建

彰，投公司荣获“2018年度财务报告

司各项财务报告质量。

集团（股份）公司总会计师孙璀在大

编报工作先进单位”，这是公司连续

公司宣传作品频获奖
河》在1800多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四届“电力奥斯
卡”全国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纪录片类和2018年“中国电力新
闻奖（影视）”双料一等奖。
2019年12月17日，在电建集团公司工会组织举办的“我和祖
国共成长”微电影微视频创作比赛中，公司报送的三部微电影作

第五年获得此荣誉称号。

王海粟

品《那坝、那人、那狗》《“巴铁哥们”的电建情缘》《回家的
路》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电建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王斌、
电建集团工会主席王禹为获奖作品颁奖，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代表公司领取奖杯。
2019年11月1日，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公布“不忘初心、牢

公司境外档案管理成果荣获
2019 年电力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三等奖

记使命、建功新时代”全国学会征文获奖名单，公司三篇作品分获
2019年12月，由中国电力报刊协会、中国电
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电力奥斯
卡”系列活动中，公司报送的纪录片《澎湃南俄

一、二等奖。其中，《蔡斌：勇做“一带一路”践行者》获得散

2020年1月14日, 由中国电力建

三等奖。本次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评

文和小说故事类作品一等奖，《大坝，大坝》《科技，在电建海投

设企业协会组织开展的2019年电力

选，目的在于推动电力建设高质量

“一带一路”的步伐里》获得散文和小说故事类作品二等奖。

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发表结

发展，促进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

果公布。公司申报的《提高境外项

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王雨辰 何珊 王宇菁

李鹏飞

目文件编制一次合格率》荣获2019
年电力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

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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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
集团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理黄彦德荣获“安全生产优秀项目经

卡西姆发电公司荣获“突出贡献奖”

电建海投特色的HSE管理体系。

司“突出贡献奖”，以表彰卡西姆

发布仪式上，卡西姆港发电公司

港发电有限公司在为巴基斯坦社会

与巴中学会（PCI）共同发布了卡西

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大量绿色、稳定

姆电站社会经济影响报告和环境影响

2019年，公司积极推进“安全管

的电力能源，调整能源结构，推动

报告。报告主要通过在巴民众和电站

公司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理制度标准落实年”，强化全员安全

电力改革，造福巴民众等方面做出

相关管理人员中开展问卷调研、走访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

生产责任制，建立“一岗一清单”，

的突出贡献。

等形式，分析研究了巴广大民众最为

极贯彻执行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部

持续开展“三个一”安全宣教活动，开

议会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主席

关注的卡西姆电站在促进当地就业、

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展各级领导、中外籍员工“说安全”

谢尔 • 阿里 • 阿巴布、参议院外事委

保护当地环境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巴

弘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环保优

系列宣讲，编写生产安全事故案例教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巴基斯

员会主席穆沙希德 • 侯赛因 • 赛义德

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阿萨德 • 凯瑟对

先”的理念，构建了“专业的人做专

材，组织开展每月一案例警示教育活

坦伊斯兰堡举办的《中国电建在巴

共同为中国电建颁奖，以表彰中国电

此次发布的各项报告给予了高度评

2020年1月15日，公司在电建股

业的事”的安全检查文化、“别人

动，连续聘请集团内外安全专家对南欧

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仪式

建为推动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积

价，对中国电建、卡西姆电站为巴国

份公司2020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荣

吃堑、我们长智”的安全警示教育文

江、卡西姆、明古鲁和上马相迪等项目

上，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事委员会授

极履行社会责任，巩固中巴传统友谊

家所做贡献表示了感谢。

获“安全生产先进企业”称号，老挝

化、“交叉互检、岗位培训”的安全

开展系统性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安全

予中国电建“中巴友谊奖”，同时，

所做的突出贡献。公司总经理杜春国

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荣获安全生产优

人才培育文化、“高标准、同要求”

生产标准化和应急能力建设工作均被

授予中国电建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

代表中国电建领奖。

秀项目部称号，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

的属地安全文化，打造“一带一路”

评为优秀。

理”称号 。

奚鹏 刘向晨 康从钦

周高明

王晓菲 张秋霞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喜获工程履责领域诸多奖项

卡西姆项目荣获“一带一路”优秀法律服务案例

2019年11月，公司投资建设的

张晓红、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组长钟宏

2019年12月22日，由法制日报主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优秀法律服务

尼泊尔上马相迪A水电站工程荣获

武、企业负责人、媒体代表共计150

项目颁奖礼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巴基斯坦卡西姆

了2019年度中国电建优质工程奖。

余人参加会议。蓝皮书收录了各中央

燃煤应急电站项目被评为“一带一路•合规之路”优秀法律服务案例，成功展

中国电建优质工程奖是电建集团最

企业“一带一路”海外履责优秀案例

示了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依法合规经营所取得的良好经济效益

高质量荣誉，是工程质量的品牌标

48个，上马相迪项目《海外履责创新

和社会效益，是“法治海投”建设的成果体现，也是对公司法律服务工作的

志，也是申报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的

思路及管理实践》案例成功入选，这

高度肯定。

基础。

是公司海外项目履责案例第二次入选

该评选旨在向全社会集中展示法律服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的丰

蓝皮书。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

硕成果，总结推广“一带一路”先进法律服务经验。多年以来，公司一直致

明发布会期间作主题发言。

力于全面推进“法治海投”建设，做到经营依法合规、管理科学规范。在电

2019年12月4日，中国对外承
包工程商会举办的“可持续基础设
施——‘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新趋势

2020年1月7日，由中国水力发

建股份公司领导和法律团队的指导下，公司法务团队全程参与了卡西姆项目

主题论坛”上，上马相迪A水电站项

电工程学会组织的中国水电发展论

的开发建设，通过整合全球法律服务资源，开展了法律风险多项尽职调查，

目成功入选“2019年中国境外可持续

坛暨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

基础设施项目”。

在北京召开。公司《尼泊尔上马相

梳理出项目核心风险，并通过协议谈判、购买海外投资保险等方式进行了风
卫哲
险转移，为项目的长期稳健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年12月20日，由国务院国资

迪A水电站泥沙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

委主办的《中央企业海外社会责任蓝

应用》科技成果荣获2019年水力发

皮书（2019）》发布会暨中央企业海

电科学技术二等奖。公司总工程师

外社会责任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务院

张国来参加会议。

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副局长

邵岩华 罗明清 高超 王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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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公司党委部署 2020 年党建工作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11 月 29 日， 公 司 党 委

一是要深刻认识十九届四中全

目标任务、做好巡视巡察整改工作、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公司 2020

质、增效、升级。要强化支部政治功

力型海投建设，精心培育以“海文化”

组织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专

会的重大意义；深刻学习领会我国国

推进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目标导

年工作会上，公司党委对 2020 年党

能，全面提升支部组织力，把公司基

为核心包涵“海、暖、新、益”元素

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向、问题导向，切实把学习贯彻全会

建工作进行部署，提出以高质量党建

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

在内的 1+N 特色文化体系；深化学习

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主

深刻学习领会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

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推动海外投资业务

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公司各

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

贯彻海投战略、海投理念、海投语录，

持会议并对学习贯彻提出具体要求。

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极端重要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级党组织、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职

争优势。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组织开展“学好海投语录、讲好中国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及其

性，深刻学习领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三是要抓好年末岁初总结及谋

工群众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线，注重在重大项目一线、在攻坚克

故事”演讲及征文比赛等系列文化活

他在京公司领导、高级管理人员、有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划部署工作；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全年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难前沿，发现、培育优秀党员骨干，

动，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任务

工作，梳理经验、完善体系，要紧密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汇聚优秀人力资源。

公司、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

举措和根本保证。

提供文化支撑。

结合公司战略部署，深入思考、认真

四中全会精神，通过“七个着力”，

三是着力推动融入中心。要认真

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全面系统地学

二是要紧密结合实际学习贯彻

研究，提早谋划 2020 年工作安排，

充分发挥“四个作用”即党委领导作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

好原文”要求，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

全会精神；公司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

为新一年工作开好头、起好步，为推

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

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深

建平台、拓渠道，办好公司网站、微信、

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

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强化

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业务高质量发展

示范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化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把

内刊等，加强与国内外主流媒体互动

和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责任担当，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推

和中国电建建成世界一流企业再作新

深化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

项目开发建设运营的重点、难点作为

交流，围绕海外业务的重要节点、重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

动公司改革发展党建各项工作结合起

贡献。

融合，为公司海外投资业务发展筑牢

党建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结合实

大事件，加大建设成果、工作业绩、

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际开展好党的主题实践活动。要发挥

先进事迹的报道力度。要加强舆情管

会议认真贯彻中央“认认真真、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完成全年

李胜会

六是着力做好对外宣传。要积极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是着力深化政治建设。要坚持

好海外党建“三三五”定位、海外项

理，做好舆情风险防控。要围绕庆祝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

“四结合、四落实”，把学习贯彻习

目联合党工委“四个统一”工作机制，

建党 99 周年、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

文件、讲话精神。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党建优势发挥推动项目实现资源共

公司成立 8 周年做好专项宣传工作。

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享、强强联合和集成管理，系统提升

要认真做好跨文化融合专项工作，切

照国资委党委、电建集团（股份）党

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深化巩固

项目管理质量和效率。

实抓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电建

委部署要求和公司党委的具体安排，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四是着力强化作风建设。要认真

故事、中国故事，更好地促进中国技

把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

果，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始终做

履行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纪

术、中国标准、中国设备、中国文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严守政治

委监督责任，强化党建、党风廉政责

“走出去”。

切实抓紧抓好，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同党中央保持

任制考核和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牢固

高度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政

进一步提升抓党建促发展的效果。要

对群团工作的领导，持续开展好“三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治方向、政治立场。要严格落实“三

深入贯彻总部建设“服务、指导、监

送关怀、海投之星、月月有主题”等

做到“两个维护”。

重一大”决策制度，充分发扬党内民

管”六字方针，要持续反“四风”，

特色群团品牌活动，开展优秀案例评

主，提升党组织政治引领力。要落实

进一步发挥好“党建联系点”制度，

选；要建好海外“职工之家”，持续

好“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基

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经常

抓好项目食堂管理，开展好职工经济

本制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性。

深入一线听意见、解难题，推动党建

技术创新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群团

工作和业务发展。

主题活动，暖人心、聚士气、鼓干劲、

会议要求，公司各级党组织要按

二是着力建强战斗堡垒。贯彻
“四同步，四对接”要求，持续强化

五是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围绕

“三基建设”，加快推动党建工作提

“三型海投”即效益型、品质型、活

七是着力加强群团工作。坚持党

促发展。
李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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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公司党委召开 2020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力度越来越大、执纪监督越来越严、

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 2020 年

微信、内刊四个载体；努力实现举旗

做深做透对外宣传，弘扬主旋律，打好

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侥幸

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总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主动仗，为促进公司“三投产一签约一

心理仍然存在的形势任务进行分析研

结公司 2019 年新闻宣传工作开展情

象五项使命任务；凝聚满满正能量，

发债”等各项生产经营任务目标的全面

判，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况，交流新闻宣传先进经验，表彰先

汇集发展精气神，为中国电建海外投

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盛玉明强

进集体和个人，部署公司 2020 年新

资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提供坚强思

持。一是集团网站及报纸用稿量实现新

调，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握大局

闻宣传工作重点任务。

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的突破，在集团网站和报纸发稿量双双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出

盛玉明在充分肯定公司 2019 年

位列集团 70 余家子企业第一名。二是

保持勤奋工作，抓早抓小抓常，注重

席会议并作讲话，公司党委副书记、

新闻宣传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对抓好

公司对外新闻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教育预防，筑牢思想防线，维护好公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主持会议。

2020 年新闻宣传工作提出要求。他强

年内重点完成了“122345”宣传任务。

司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公司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党支部书记、

调，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

三是按照上级部署积极推进跨文化融合

专兼职通讯员、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工作，得到了中宣部国际局、国资委宣

体和个人代表参会。

公司也将迎来成立 8 周年，公司各单位、

传局的肯定与好评。四是实施“3+N”

大势、保持冷静清醒，坚守政治担当，

会上，盛玉明就做好 2020 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五点

广大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

专项宣传效果显著，在国内外社会各界

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总体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产生强烈反响。五是公司发展广受中外

要求：

会议提出公司 2020 年新闻宣传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在京召

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提供坚强保障》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全面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着眼为党和国家立心、为伟大时代立

主流媒体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

开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工作报告，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传、为公司发展立言，坚定主心骨、

中央电视台、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
《万

作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杜春国主持会议。

全会精神，持续增强“四力”（脚力、

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一是学思

象时报》、澳大利亚星空电视台等中外

眼力、脑力、笔力），“围绕一条主

践悟，要在提高政治站位上下功夫；

主流媒体 70 多次聚焦公司业务。六是

线，突出两个重点，深化三个推进，

二是全面发力，要在激发宣传活力上

公司新闻宣传工作获得多方肯定好评，

用好四个载体，实现五项使命”，即

下功夫；三是讲好故事，要在追求卓

先后荣获“全国电力行业党建品牌影响

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条主线；突出

越品质上下功夫；四是探索创新，要

力企业”等多项省部级以上荣誉，连续

宣传海投业绩、海投文化两个重点；

在提升传播效果上下功夫；五是监控

4 年获得集团“标兵记者站”荣誉。

深化推进内容方式创新、外宣渠道建

舆情，要在抓好意识形态上下功夫。

二是认清反腐败形势，落实落细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会上，盛玉明指出，央企最大的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政治优势就是党的领导，深化全面从

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

严治党纵深发展，必须把“严”的主

四次全会精神、集团（股份）公司工

基调长期坚持下去，牢记强化管党治

作部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政治

党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切

责任，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

五是严格执纪问责，以严明纪律

作实际成效，为公司 2020 年“光之

责任，公司各级党组织要把践行“两

保障推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统

年”“稳之年”“精之年”“新之年”

个维护”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履职尽

筹推进。

各项重点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总结了公司 2019 年党风廉

责的全过程中，广大党员要深化巩固

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三是坚持严字当头，完善“不能
腐”机制，让制度成为硬约束。
四是健全监督体系，保障海外投
资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设、宣传队伍培养；用好网站、报纸、

2019 年，公司着重加强正面宣传，

赵新华对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要求，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抓
落实；二要科学谋划，求真务实抓落

会议期间，公司党委书记与领导

实；三要明确主题，突出重点抓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班子成员、公司党委主要领导与总部

他强调，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对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部署了

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部门层层签订了 2020 年党风廉政建

2020 年新闻宣传工作进行全面安排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公司党委书

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

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书。

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把

记、董事长盛玉明作了重要讲话，公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新华代表

通过三组数据，盛玉明对党中

公司党委作了题为《深化全面从严治

央、集团（股份）公司监督执纪“四

党 着力提升工作效能 为海外投资高

种形态”运用越来越精准、考责问责

会议采取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设

握新时代脉搏，掌握特点和规律，不

1 个主会场、20 个分会场，共 227 人

断增强新闻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前瞻

参会，通过移动终端连接参会 182 人。

性和系统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

何志权

李旌

仗，唱响主旋律，全面开创新闻宣传
工作的新局面。

李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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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编发
学习习近平谈“一带一路”重要论述选编和学习成果
十九大以来新精神新思想新理念成果

合四落实”，通过组织中心组学习、

汇编》，旨在引导公司各级党员领导

主题党课、专题研讨、集中宣讲等方

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式，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掀起学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

习宣贯新精神新思想新理念的一轮又

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强

一轮热潮。《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化责任担当，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领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以来

域贯彻、运用、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

新精神新思想新理念成果汇编》主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新精神新

收录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总部直属

思想新理念成为推动公司各项工作开

党支部书记、各驻外机构党组织书记

创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助力中国

等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相关研习成果，

电建海外投资业务高质量发展实现新

共计 58 篇。公司党员领导干部充分

跨越。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紧密结合公司业

自 2013 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公司群众性创新创效活动成绩斐然
2019 年 12 月 23 日， 电 建 集 团

研究》《115KV 主变压器压力释放阀

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积极组织创

（股份）公司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

底座破裂技术改造》《海外流域水电

新创效成果申报。

群众性创新创效活动优秀成果项目评

站开发对被淹电站补偿模式创新》获

审，共评出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20

得三等奖。

公司工会将持续深入开展各类
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以及“五小”

项，三等奖 70 项。公司在 2019 年共

公司各级工会深化开展劳动和

等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加快创

组织推选上报 10 项创新成果，其中

技能竞赛，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岗位

新成果转换，抓好宣传引领和提炼工

5 项成果获得奖励。《老挝南欧江梯

建功，激发创新效能服务中心工作。

作，促进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流，不

级电站胶凝砂砾石（CSGR）纵向围堰

引导职工以重大战略、重大工程、

断提升职工的参与率和收益度，激励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一等奖；

重大节点为主攻方向，广泛深入持

职工岗位练兵、岗位成才，充分激发

《基于大数据驱动的海外电力生产管

久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

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以

控平台》获得二等奖；《海外高盐雾

不断丰富竞赛的领域内涵、方式方

主人翁姿态建功新时代，在服务“一

地区大型海水冷却塔防腐蚀应用技术

法、制度措施，团结动员广大职工

带一路”建设中展示新作为。 刘星

务特点和国别市场情况，以更高的标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

准、更严的要求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利用各

推动形成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种场合，亲自阐释、亲自推动，讲

和生动实践。

公司团委“云”妙招助力疫期防控

述“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原则、丰

作为中国电建专业从事海外投

富内涵、目标路径，“一带一路”建

资业务的法人主体，公司积极响应国

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惠及世界。

家“走出去”战略，深耕“一带一路”

键时期，公司团委积极响应团中央行

《学习习近平谈“一带一路”重要论

广阔天地，肩负着以投资为龙头，践

动令号召，按照公司党委统一部署，

公益热线“云咨询”。针对疫情

心小贴士，用短小实用的文字传达在

述选编》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3

行集团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充分

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结

防控，公司团委 EAP 青年员工心理健

家办公的高效方法、居家锻炼的指导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关于推进

发挥集团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助推

合海外投资业务实际用好“云”妙招，

康服务项目，积极推广服务合作方开

等，在云端落实青年人文关怀。

“一带一路”建设的部分重要论述原

集团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做强做优

积极助力疫情防控。

通的免费公益心理热线，为员工及家

隔离期间“云培训”。公司团委

文节选，共计 239 篇，旨在帮助广大

做大的初心和使命。面对世界百年未

及时响应“云宣传”。公司团委

属面临的疫情相关心理、情绪问题提

针对性地推出《居家自我隔离，正是

命”主题教育成果，公司党委按照国

党员领导干部通过“读原著、学原文、

有之大变局，公司党员特别是党员

及时转发并响应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抗

供专业服务，通过电话或微信进行“云

与自己想出的好机会》微课，即在微

资委党委、电建集团（股份）党委相

悟原理”，真正做到学懂弄通、理解

领导干部在从事海外投资事业的过

疫情行动令，以及中国电建团委向全

咨询”。

信端开设的语音培训授课，邀请专业

关要求，编发《学习习近平谈“一带

要义，从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程中，更有必要把稳思想之舵永不

体团员发出的行动倡议，逐项落实基

偏航，共同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为深化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

一路”重要论述选编》《学习习近平

党的十九大以来，公司紧密结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海外投资业务特点，创新实践“四结

升级版建设。

王宇菁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关

际，用好移动媒介、信息化手段正确

作，并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居家隔离和

发声，做好“云宣传”。

防护。公司团委 EAP 服务及时推送暖

暖心贴士“云关怀”。根据公司

心理咨询师讲解疫情时期正确处理与

层团支部、团干部、团员的有效覆盖。

在疫情防控期间确保生产经营有序开

自己、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

针对部分团员青年分散海外项目的实

展的要求，总部职工通过网络开展工

“云培训”服务青年成长。

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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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要素管控 遵循投资规律
实现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盛玉明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规律，必须要探索、认识、敬畏、遵循规律，
不敬畏规律、违背规律肯定要吃亏。海外投资业务也有其特点和规律。
在多年海外电力投资实践中，电建海投公司不断学习行业中的成功
经验和失败案例，深刻认识到：海外投资必须要遵循“投资规律”，只
有抓好项目开发“核心要素”管控，才能牢牢掌控发展主动权，实现公
司持续稳健发展。

海外电力能源投资是一项系统
的复杂工程，项目执行难度远大于国
内。电建海投公司业务又涉及特许经
营、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具有点多
面广、特许经营时限长、风险管控要
求高、本土经营与文化融合任务重等
特点。
按照“四大平台、五大坚持、六种
能力”的战略指引，沿着“一带一
路”走出去
在“走出去”发展过程中，公司
坚持战略引领，不断创新管理，以适
应海外投资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公司战
略目标的落地，提出了“打造四大平
台、落实五大坚持，建设六种能力”
的发展战略。
打造四大平台，即打造中国电建
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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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五大坚持，

特别是坚持要用系统性思维找问题、

设，把创新成果转换为现实生产力和

即“坚持战略引领、坚持问题导向、

破难题，不犯低级错误和重复性错误。

市场竞争力。实际上，公司很多创新
成果都得到了很多外部组织、教授学

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复盘理念、坚持

坚持底线思维。随着市场的不断

管理创新”；建设六种能力，即建设

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不断诞生，新的

“投资开发能力、项目融资能力、建

情况不断涌现，在市场谈判、商业博

设管理能力、运营管理能力、资源整

弈中要有科学清晰的价值判断和评价

结合海外投资业务特点，探索总结

合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从平台定

标准，始终将风险防控摆在首要位置，

“投资五项原则”

位、管理导向、能力建设等三方面明

拿不准的时候就要有底线思维，必须

确了公司发展方向。

者、管理专家等的关注。

坚持底线不动摇。如果谈判过程中碰

公司业务又涉及特许经营、直接

坚持战略引领。全球那么大、行

触到了公司的底线，宁可放弃，也不

投资等多种形式，具有点多面广、特

业那么多，要怎么走出去，一定要有

能因为突破底线而使公司遭受损失。

许经营时限长、风险管控要求高、本

清晰的认识。早在公司成立之初公司

公司肯定要赚钱，但公司不追求过高

土经营与文化融合任务重等特点。对

就提出战略引领、顶层设计，着手研

利润，只保持合理诉求，坚持可持续

此，公司提出“投资五项原则”，这

究电建海投的投资范畴和国别市场。

原则。公司也曾果断放弃了几个项目，

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

每年还要召开战略研讨会，三天封闭

现在回头去看，放弃是非常正确的，

式会议，发动公司中层以上干部集体

这就是因为坚守了底线。

一是投资决策时要问自己“能
否说服自己”。如果实在不能说服
自己，就要果断放弃，也就是“坚

研讨、优化、调整公司战略和年度任

坚持复盘理念。从成功的经历特

务目标。从我们项目分布就看得出来，

别是别人失败的教训中吸取经验，这

电建海投公司就是沿着“一带一路”

就是复盘。复盘是团队成长最重要的

走，沿着中国周边走。要坚持“有所

学习方法。大事大复盘、小事小复盘，

分管”，管理比投资还重要。在建设

为有所不为”，哪些行业能够做，哪

哪些做得好，哪些没做好，都复盘出

期要按照“进度、质量、安全、成本、

些行业已经充分竞争了，自己有什么

来。通过对已运作项目、专项工作、

环保”五大要素，在运营期要按照“电

独特优势，这些都需要有清晰的认识。

突发事件应对等某一领域、某一业务、

量、电费、安全、效益、责任”五大

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

某一流程的复盘，把教训检视出来，

要素抓好项目管控。

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

把优势列举出来，固化成典型经验、

三是项目管理要做到“介入式服

方法和工作方式。有问题并不可怕，

规范做法、案例范本，以复盘促进科

务管理”。公司作为投资方和业主单

关键是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破解问

学精准决策和管理持续提升。公司已

位，要主动关心、帮助项目参建各方，

题的方法。在公司发展 7 年中，我们

经完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复盘，提炼

了解、关注他们遇到的难题，想办法

破解了很多棘手的难题。随着公司的

了非常重要的管理思路。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介入、穿透到他

持底线思维”。
二是投资项目要做到“三分投七

们的管理中去，做好各方面的服务，

进一步发展，各类问题可能会更多、

坚持管理创新。创新是活力、动

更复杂，但电建海投并不害怕。公司

力，也是生命力。公司要始终把创新

始终坚持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先

贯穿到企业发展全过程，积极推进职

导，不断健全制度、优化流程、规范

能制度化、业务流程化、工作标准化、

即不超工期、不超概算。因为合理的

程序，提升能力素质，增强管理效果。

管理信息化、创新价值化“五化”建

投资回报都是基于合理的工期和概算

从而确保工程顺利实现各项目标。
四是项目管理要做到“两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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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电力投资经营风险识别与应对
杜春国

得出的。如果这两项超了，那将带来

特点，提出了“6655”要素管控理念，

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能源项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衰退已成为大概率

必然会丧失竞争力和市场。因此，在

巨大损失。

明确了各阶段的管控要点。在项目前

目，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其中，

事件，境外电力投资风险必将显著增加，市场竞争也将进一步白热化，

自由竞价模式下，电力消纳风险转化

期要关注“技术、消纳、土地、环评、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与老挝南

谁能更好识别和应对境外电力投资经营风险，谁就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为电价风险，发电商必须根据市场供

即零质量事故、零安全事故和零环保

回报、协议”六大要素；在融资期要

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最具代表性。

占据有利位置。公司在当前国际经济条件下，也需要坚持稳中求进，进

求变化，在电价和电量之间寻求最佳

投诉。质量是生命线、安全是高压线、

关注“架构、保险、土地、成本、风

目前，公司已在老挝、柬埔寨、

一步提高经营风险管控水平。

平衡。

环保是红线，哪条线都碰不得，不然

险、协议”六大要素；在建设期要关

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

另一类则是长协模式，投资人与

会带来很大麻烦。尤其是在国外做投

注“进度、质量、安全、成本、环保”

澳大利亚、刚果（金）等 10 多个国

购电方事先签署长期购电协议，提前

资，各方监督和监管都非常严格。

五大要素；在运营期要关注“电量、

家投资开发建设运营了 8 个电力能源

确定售电价格和售电量，一般还附加

电费、安全、效益、责任”五大要素。

项目，另有 4 个在建项目和 10 多个

“照付不议”机制，以及根据项目成

全生命周期要素管控，实现持续稳

通过强化要素管理，实现了对项目全

前期项目。2019 年，公司又有印尼

本、通货膨胀等因素进行价格调整

健发展

生命周期关键要素的管控，确保了风

明古鲁燃煤电站、澳大利亚牧牛山风

机制。长协模式尤其是“照付不议”

险可控、效益可期。

电项目、老挝南欧江二期等三个项目

五是项目管理要做到“三零”，

一、经营风险识别

机制看似解决了电力消纳风险，但

公司成立 7 年多来，不忘初心、

首台机组投产，实现“一年三投”目

带动中国电建集团全产业链一体化

牢记使命，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标。公司成立 7 年多来，坚持高质量

经营风险是指在企业整个生命周

力，一旦东道国宏观经济进入逆周

“走出去”，实现“编队出海”的重

要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发展目标不动摇，主要经济指标连续

期过程中，建、供、产、销各个环节

期，东道国电力消费和政府财政能

任。公司将海外电力投资项目的全生

坚持“水电、火电、风电、光伏”并

六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实现了持续稳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资金流动

力持续减弱，即便签署了此类协议，

命周期分为“投资、融资、建设、运

进思路，坚持聚焦主业投资，坚持“专

健发展。

的迟滞，产生企业价值变动的风险。

项目也要面临无法履约的风险。

营”四个阶段，针对各个不同阶段的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理念，投资开发

公司始终肩负着以投资为引领，

在实践中，若项目本身不具有生命

就境外电力投资领域而言，其经营风
险主要集中电力消纳风险、电费回收

2．电费回收风险

风险、成本控制风险、供应链风险和

对于境外电力投资项目而言，电

外汇风险五个主要方面。此外，政治

费回收风险主要取决于东道国政府财

环境、法律政策变更等其他因素也会

政承担能力和购电方自身信用，并严

对项目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在本文中

重影响项目资金链。项目进入运营期

将不再赘述。

后，项目要面临银行贷款的还本付息、
燃料采购、运维成本等多项开支，

1．电力消纳风险

若此时购电方不顾及自身信用拖延电

境外电力投资项目最终要通过

费支付，或东道国政府因自身财政问

向市场或单一购电方售电来实现收入

题，没有能力履行电费担保义务，形

和盈利目标，因此电力能否顺利售出

成过多应收账款，项目资金链将承受

成为主要经营风险之一。目前境外电

极大压力。

力投资模式主要有两类：

此外，融资银行为保证贷款安

一类是自由竞价模式，各发电商

全，会建立“现金流瀑布”并提出极

通过竞价上网来对外售电，上网电量

为严格的资金铺底要求，进一步加大

根据报价高低进行排序，过高的报价

项目资金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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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由政府主动限制项目公司进行外汇

譬如公司卡西姆项目可以积极

外汇汇兑损失；还要科学组合购买政

水耗率、发电量、度电可变成本等运

汇兑或外汇汇出。汇率波动风险则是一

发挥其在卡西姆工业园的优势，加强

治保险和商业保险，保证在遇到自然

营经营指标的考核。科学评估设备运

种市场行为，由于东道国本身外汇储备

与现有工矿业大用户的合作，挖掘用

不可抗力或政治事件等极端情形时，

行状况，合理安排检修项目、检修时

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美

电用热潜能，对冲大电网供大于求的

项目能够从保险公司理赔，获得资金

机和检修等级，提倡状态检修，提高

元来为投资者进行汇兑，此时会造成汇

风险。公司南欧江项目可秉承“近可

补充。

机组利用率。同时，不断深化细化“两

率大幅波动，甚至外汇市场崩溃，导致

用、远可送”的电力消纳原则，积极

对于火电项目，可以加强燃料管

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加强对运维

项目承受巨额汇率损失。

协助老挝政府与周边国家开展电力交

理，认真研究供电耗煤、燃料采购、

单位的运维质量管控，在精细化管理

由于境外电力投资项目计价模

易，打通送电通道，实现跨境交易，

资金占用的逻辑勾稽关系，完善煤炭

过程中，科学控制项目运营成本。

式多都是美元计价，当地币结算，项

同时还可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即将建成

供应合同，优化燃料采购储运计划，

目收入主要是当地货币，但项目偿还

的有利契机，积极协助当地政府从中

加强卸煤、储煤、用煤等各环节管理，

贷款、采购燃料、支付运维费用等均

国引进产业投资者，增加电力消纳，

提高燃料周转效率，减少燃料资金占

需要支付美元，若不能及时将当地币

造福当地社会发展。

用量。

定高效供应链
境外电力投资项目多数位于海外
经济欠发达地区，无法享受国内便捷

兑换成美元，项目的正常经营很可能
无法持续。

4．多地采购多元运输，打造稳

2．坚持利润为本现金为王，全
面优化项目资金链

3．优化项目投建运管理，树立
成本管控新思维

的基础设施服务和高效的原料供应机
制，因此为其打造稳定高效的供应链，
保证“养分”不间断的输送，是项目

资金链是企业运转的血液，企

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说到底就

业的健康经营依赖于良好的资金链维

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谁能以更低的

护，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

成本提供同等质量的产品，谁在市场

下，只有做到“手中有粮”，在面对

竞争中就更加具有生命力。同理，在

道，实现多市场采购，多供应商供应，

各类突发风险时，才能“心中不慌”。

境外电力投资中，科学管控项目建设

避免企业经营被单一市场或单一供应

输”的零和博弈思维，一味转嫁风险，

针对境外电力投资项目，可以从电费

成本和运营成本，也是项目能够实现

商供应能力绑定的情况发生。多市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并不能

回收、金融创新、燃料管理等多个方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采购可以很好地分散供应市场风险，

反购电协议的赔偿责任等间接损失。

保护投资人利益，只有将各方利益绑

面实现项目资金链的优化。

燃料采购价格是火力发电项目

定，形成命运共同体，各方才会团结

然是导致项目总成本过高，加大经营

可变成本的主要部分，虽然多数项目

一致，形成最大合力，共同应对和解

风险，直接影响项目收益率和投资回

都采用了“pass through”机制，燃

决风险问题。

报周期。在极端情况下，项目成本控

料采购成本会转移给购电方，但在有

制失败，实际工程造价远远超出预期

些情况下，采购成本并非完全转移，

的投资概算，投资人将要面临是继续

二、经营风险应对
3．成本控制风险

机组每一次启动运转都需要花费大额

电力投资项目经营成本受到项

的启动成本并且损耗设备，如果燃料

目工程造价、运维费用、融资费用等

供应不及时或不稳定，造成机组非正

固定成本影响，同时也受到燃料消

常停机，再次启动时，不仅要承担机

耗、零配件消耗等可变成本影响。对

组启动成本和设备损耗等直接损失，

于电力投资项目而言，工程造价占其

还需承担对电网设施造成冲击以及违

成本的主要部分，如果不能将项目工
程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其结果必

1．寻求创新突破依赖，建立项
目命运共同体
境外电力投资必须抛弃“你赢我

实现稳健持续经营的核心要素之一。
供应链维护首先要扩宽供应渠

针对建设成本管控，公司提出了

还能增强项目采购议价能力，引导供

首先，要建立“利润为本、现金

不超概算、不超工期的“两不超”目

应商间进行良性价格竞争，在保证供

为王”的电费回收理念，要以获取经

标，就是要从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两

应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项目采购成本。

营现金流为首要任务，必要时可牺牲

个方面来对项目建设成本进行管控。

供应链的维护还要注重对运输

一定的利润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只

作为业主，在管控建设期项目时，要

通道的维护，尤其对于境外电力投资

目所在国电力供求形势、电源结构分

有维持住项目的正常经营，才能等到

时刻统揽全局，树立“一盘棋”理念，

项目，经常涉及到国际采购和跨国运

此外，燃料采购成本即便能够完全转

布与行业未来发展，坚持合理电价，

日后大发展的机遇。

高度重视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及

输，运输通道的畅通，对实现及时供

追加投资承担更大损失的风险，还是

移给购电方，最终也会体现在电量电

追求合理收益，使得项目产品“物廉

此外，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探索

设备供应商等企业的实际履约能力，

应十分重要。例如，东南亚地区是公

断尾求生、及时止损的艰难抉择。

价中，从而推高项目综合电价，影响

价美”，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资产证券化、发行优先股、红筹上市

适时提供介入式、穿透式的管理和服

司的主要市场，得益于邻近中国，陆

项目生命力和电价竞争力。

在项目签约后，也不能完全依靠于

等融资方案，以及与银行沟通用保函

务，牢牢掌握项目建设的主动权，也

运、海运、空运等多种运输手段均可

就控制住了项目的建设成本。

使用，基于经济原因，也许某一种运

4．供应链风险

具体而言，投资人要科学研判项

购电协议，必须突破路径依赖，尤其

置换项目铺底资金模式，为项目募集

5．外汇风险

当东道国政府或购电方没有能力履约

和释放更多流动资金；针对外汇储备

针对运营成本管控，要坚持精细

输方式成本更为低廉，但其他合法运

定和采购成本两个方面。尤其对于火

外汇风险主要包括汇兑限制风

时，要在维护购电协议基本框架原则

规模有限国家，提前深入研究制定当

化管理，不断提高精益化运营水平，

输通道也必须打通并进行维护，保证

力发电项目，稳定的燃料供应是其持

险和汇率波动风险。汇兑限制是政府

的情况下，创新开展电力营销工作，

地币换美元的一揽子应对措施，适时

进一步完善对设备可靠性、等效利用

在港口封锁、关口封闭等极端情况下，

续正常运营的基础，火力发电的锅炉

防止其外汇储备流失的一种重要行政手

建立项目命运共同体。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尽可能减少

小时率、厂用电率、综合供电煤耗或

能够做到有货可供，有路可运。

供应链风险主要体现在供应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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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扎实开展教育培训，创新选用育留机制，做培养属地化人才助力发展的推进者。

文化
交流

上海电力大学副校长翁培奋到卡西姆电站调研

公司组织文化主题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做中国发展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卡西姆公司举办卡拉奇中资企业协会 2020 年新年体育联谊赛

2019 年 12 月 14 日，上海电力大学副校长翁培奋一行到巴基斯坦卡西

2020 年 1 月 4 日，由卡西姆发电公司主

姆电站考察调研。卡西姆发电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待，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

办的“卡拉奇领区中资企业协会迎 2020 新年

迎。2016 年，卡西姆电站运维单位从参加应聘的 1.6 万名巴基斯坦大学生

体育联谊赛”在卡西姆电站体育馆举行。

中挑选出 100 名巴籍员工，与上海电力大学联合进行培养，目前这批学员已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总领事李碧建、经商

成为卡西姆电站运行维护的骨干力量。上海电力大学对卡西姆电站的属地化

处参赞郭春水、卡拉奇中资企业协会负责

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双方将依托学校教学和企业管理优势，强化合

人出席了本次联谊赛。来自卡拉奇地区的

作，为深入推进属地化管理提供人才支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中

殷发武

周高明

国中冶、中国港湾、中国港控、中电胡布
电站等十余家中资企业逾 150 多名中方运

公司举行 2019 年度中高端本土化人才语言能力统考

动员参加比赛。这是卡拉奇中资企业协会
2020 年第一次举办迎新年体育联谊赛，旨
在增强卡拉奇地区中资企业员工以及各中

为有效推进中高端本土化人才队伍建设，有序替代并逐步减少海外项目

资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友谊。

殷发武

中方员工，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开展了 2019 年度中高端本土化人才语
言能力统考。来自 12 个子公司的 68 名本土化员工参加了统考，共收到中文
试卷 17 份、英文试卷 53 份。阅卷由人力资源部牵头组织，阅卷人由总部 6
个部门有海外常驻经历、外语熟练的业务骨干担任。阅卷完成标志着 2019
年度中高端本土化人才语言能力统考工作圆满结束。中高端人才本土化是公司
长期推动的重点工作之一，公司将继续做好本土化人才选用育留长效机制。
王烁祎

南欧江发电公司受邀参加“中华文化进校园”活动
2019 年 12 月 19 日，由中国驻老挝大
使馆主办、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
“中华文化进校园”活动在琅勃拉邦和平

南欧江集控中心首推老挝员工“师带徒”培训

学校举行，全校及附近两所中小学近 500
余名师生、南欧江发电公司受邀参加。中
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李志工在致辞中表示，

2020 年 2 月 15 日，老挝南欧江集控中心首批老挝员工“师带徒”协议

“中华文化进校园”活动已连续多年举办，

签字仪式在集控中心举行，14 份协议的签订代表着 14 对老挝员工之间师徒

覆盖范围也从万象市逐步扩展到老挝各省，

关系的缔结，标志着南欧江项目老挝员工“师带徒”培训机制正式落地，也

目前已成为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品牌文化

标志着中国电建在老挝推行属地化管理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集控

活动。此次“中国文化进校园”活动分为 6

中心老挝员工占比已达到 63%，成为南欧江项目中高端本土人才最集中的部

个展区，包括图绘青花瓷盘、体验印刷术、

门。这些人员大多数都是琅勃拉邦当地人，也有毕业于中国高等学府的“海

猜字竞赛、学唱中文歌、中国剪纸、中国
陈忠
武术等。

归”，也有中国电建派送到国内大型水电站学成归来的专业技术人才。
龚婷 周兴龙
龚婷

V

属地
融合

CSR

VISION

社会
履责

公司恪守环境责任，用务实举措落实绿色发展，做绿水青山环保理念的践行者。

柬埔寨国家电力学院 300 名师生参观甘再水电站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建设“一带一路”朋友圈，做人文关爱回馈社会的贡献者。

上马相迪项目公司七项社会责任项目获政府表彰并颁发证书

2019 年 12 月 26 日，柬埔寨国家电力

2019 年 12 月 9 日，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援建

学院院长带领近 300 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的甘大吉省马相迪地区古瓦巴尼道路、巴路瓦至德然杰

到甘再水电站实地参观学习，在贡布省电

道路、佛市场足球场等七项社会责任项目，同时受到甘

力局局长以及中国水电甘再项目公司负责

大吉地区政府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上马相迪项目公司

人带领师生参观了电站大坝、PH3 电站厂房

安全总监郭忠春、协调委员会主席基德巴尔度、用户委

等。柬埔寨国家电力学院院长及大学生们

员会主席达马俊等出席仪式。

的到来，成为 2019 年到甘再现场参观学习

截至目前，上马相迪项目公司累计完成社会责任

的又一个大型参观团体，也是本年度人数

项目 165 项，为尼泊尔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基础建设、

最多的学生团体。柬埔寨国家电力学院院

惠民工程作出积极贡献。

熊强

长表示，希望学生们到甘再电站现场实地
学习书本外的知识，真正了解水电站发电
运行原理，了解甘再电站的贡献、作用及
地位，为走向工作岗位打好坚实基础。
殷发武

牧牛山项目保护珍惜物种楔尾鹰 助袋熊搬新家

南俄 5 发电公司组织村民体检 切实当好村民健康“守护者”

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公司严格执行澳大
利亚环境部和塔斯马尼亚州环保局批复的环
境管理计划，与当地环保部门、设计单位、
总包商和业主工程师等紧密合作，高标准
推进牧牛山项目环保合规工作，积极打造“中
澳两国示范性优质新能源项目”。
项目公司首次从美国引进世界最先进
的鸟类监控预警系统，减少风机运行对当
地濒危物种楔尾鹰的影响；并携手当地农
场主，为袋熊搬新家。项目自开工以来，
未发生过一例阻工事件、环保事件或当地
民众的投诉。

何珊

2019 年 11 月 19 日-21 日，老挝南俄 5 发电公司
组织医疗团队为老挝普坤县板井村和南汀村村民体检
及诊疗，体检及诊疗的项目包括：身体五官检查、血
压测量、血常规检测及疾病诊疗等，共有 1300 余名
村民参与了体检及诊疗活动。公司还为村民提供了价
值近 5000 美元的应急药品及医疗设备用于后期日常疾
病诊断与治疗。
板井村和南汀村地处老挝北部偏远山区，山高路
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极其落后。南俄 5 电站建设
以来，分别为库区上游板井村和下游南汀村建设了卫
生院，提供了 4 名医疗志愿者及 4 名教育工作者，成
为大山深处村民们远近闻名的“守护者”。
宁海龙 李媚

宁海龙

V

爱心
捐助

CSR

VISION

公司开展爱心捐助活动，播撒和平友谊的种子，做共享共创美好未来的奉献者。

老挝南欧江运维管理中心

明古鲁发电公司持续开展关爱孤儿公益活动
动。Mandiri 孤儿院位于明古鲁市
Kampung Melayu 镇 Padang Serai
村，目前收养孤儿超过 60 人。发
电公司为孤儿院送去了画板、白
板、彩笔板凳等教学用具以及米、
面油等生活物资，配置了 30 余顶
蚊帐，还邀请了具有明古鲁特色
的手鼓乐队，为孤儿院全体保育
员及儿童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2019 年 11 月 6 日，明古鲁发电公司相关负责人前往明古鲁市郊 Mandiri
私人基金孤儿院。这是继 2019 年 4 月后，再次到此地开展关爱孤儿公益活

声乐表演。孤儿院院长 Umi 对此
深表感谢。

魏文刚

甘再项目公司向省政府捐赠 LED 路灯
2019 年 12 月底，柬埔寨甘再项目公
司向贡布省政府捐赠了一批 LED 路灯。此
次捐赠的路灯将安装在贡布市至甘再水电
站公路两侧，待路灯安装完成将极大方便
沿途群众平安出行，完善当地乡村基础设
施，同时也将进一步带动周边旅游开发建
设。捐赠仪式上，贡布省省长杰岱感谢项
目公司长期以来积极参与柬埔寨各项公益
活动，帮助改善驻地社会民生工程。同时
高度评价并肯定了甘再电站在防洪灌溉、
吸纳人员就业、缓解电力紧缺等方面所作
的重要贡献。
罗怀荣

V

NEWS

VISION

甘再水电站和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委托运维合同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卡西姆电站工程高标准通过达标投产验收
和三项评价

2019 年 12 月 5 日，柬埔寨甘再水电站和尼泊尔上马

2020 年 1 月 8 日，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在京组织召

相迪 A 水电站委托生产运行、维护和管理服务合同签约

开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2×660MW 工程新技术应用等专项咨询

仪式在北京举行，电建海投公司和水电十局、水电十一

报告编写专题会议。中电建协专家组成员、公司总工程师

局分别签订了《柬埔寨甘再水电站委托生产运行、维护

张国来及相关单位代表出席会议。中电建协专家组认为，

和管理服务合同》和《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委托生

卡西姆燃煤电站工程符合达标投产的各项条件，通过达标

产运行、维护和管理服务合同》。

投产验收。

邓明进

田赋珺

资
讯

邵岩华

NEWS

巴瑞萨发电公司顺利完成第二批土地转让

公司召开南欧江流域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和
集控中心汛前工作专题会

老挝水泥公司产品顺利通过老挝国标认证

香港公司首次获得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明书》

2020 年 3 月，老挝水泥公司狮牌水泥产品顺利通过老

2019 年 11 月 19 日，香港公司成功取得了香港特别

挝国家标准认证。相关证书的审核颁发一般要 3 个月以上，

行政区税务主管当局出具的与中国内地双边税收协定的

但水泥公司凭借狮牌水泥良好的口碑、过硬的产品质量、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明书》。这意味着香港公

充足的前期准备和融洽的工作配合，在短短 1 个月时间内

司将首次享受《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

顺利通过各项检查并取得老挝国标认证，得到了老挝科技

双重课税和防止偷漏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母子公

部计量司的高度肯定和认可，为公司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持

司分别在内地和香港的企业而言意义深远。

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王莹

张和志

资
讯

NEWS
甘再水电站实现连续安全运行 3000 天

卡西姆内部刊物《奋斗者》创刊

截至 2020 年 4 月 3 日，甘再水电站实现连续安全生

2020 年 1 月，卡西姆项目内部刊物《奋斗者》创刊

2020 年 1 月 13 日，巴瑞萨发电公司与孟加拉 ISOTech

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组织召开南欧江流域水情

公司在 Amtoli 政府土地注册部门土地注册官的见证下，顺

测报系统和集控中心汛前工作专题会，全面检查和梳理

产运行 3000 天。甘再始终将安全工作置于首要和突出地位，

出版，共设动态聚焦、奋斗为本、文化融合、职工园地

利完成土地转让手续。土地转让是巴瑞萨项目建设过程中

建设情况，明确汛前相关工作安排，确保南欧江流域梯

通过安全性评价、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认证，发挥安全文

四大板块，每季度出版一次。这是在卡西姆项目联合党

一项关键性的工作，巴瑞萨发电公司成立了土地工作小组，

级电站安全度汛。公司副总经理俞祥荣、总工程师张国来、

化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作用，形成了“我的安全我负责，

工委统一领导下，宣传卡西姆项目“以奋斗者为本”的

主动作为，持续向土地注册官提交申请、说明并进行沟通，

高级顾问付元初，昆明院副总经理高才坤，南欧江流域

他人安全我有责，企业安全我尽责”的良好行为规范，打

海投子企业文化、展示卡西姆项目核心理念、促进中巴

最终达成一致，获准注册。

公司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人员参会，会议在公司总部、

造了具有甘再特色的安全文化。

文化有机融合的重要载体，并将继续传承发扬公司“海

冯文博

文化”的精神和内涵，为公司树立形象、凝心聚气、塑

昆明院及老挝南欧江运维中心设三个视频会场。
田少强

文迪

田赋珺

造品牌、传播文化起积极作用。

殷发武

周高明

D

创新
发展

INNOVATION

DEPTH

公司创新驱动持续深入，贯穿到企业发展全过程，不断涌现出一批创新创效成果。

公司两项科技成果荣获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
面板全断面软岩堆石坝关键技术》和《老

软岩堆石高坝坝面防渗，建成了目前世

挝南欧江梯级电站胶凝砂砾石（CSGR）纵

界最高（85m）和软岩填筑比例最大（81%）

向围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两项科技

的无覆盖复合土工膜面板堆石坝。

成果分别荣获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

而依托第二项关键技术，建成的老挝

步奖二等奖，这是公司首次荣获中国大

南欧江五级水电站 CSGR 纵向围堰堰高为国

坝工程学会的奖励。公司总工程师张国

内外最高（45 米）、纵向围堰综合坡比为

来参加会议。

国内外最陡（1:0.7），科学经济地解决了

2019 年 11 月 11 至 12 日，中国大坝

上述第一项关键技术，依托老挝南

工程实际难题，对筑坝材料缺乏地区，尤

工程学会 2019 学术年会暨第八届碾压混凝

欧江六级水电站，创新性地将复合土工

其是海外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快速优质施

土坝国际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议表彰了

膜面板防渗体系和软岩筑坝技术相结合，

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具有较好的推广应

2019 年优秀科技成果。公司《复合土工膜

首次成功地将无覆盖复合土工膜应用于

用价值。

海外投资项目信息化系统（PRP）建

个部门和所有在建项目公司，有序推
进 PRP 系统的培训、应用。PRP 系统
16 个模块的应用，已累计完成 55000

年度电力科技创新奖管理类二等奖。

余数据流，各在建项目公司应用信息

PRP 系统旨在实现海外项目管理

化手段综合管控项目水平逐渐提升，

周期管控，助力公司提升科技项目管

司信息化在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软件

理水平。

领域创新能力的权威肯定，是公司信

“海外项目运营监管平台”实

息化在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工作上的

现对公司所有运营项目生产经营数据

又一个里程碑。

采集、跨境安全传输，可以在总部形

“科技进步管理系统”包含科技

成数据汇集并进行各维度的分析和展

2020 年 4 月，公司“科技进步

项目管理、专家库管理、科技信息成

示，为公司总部跨境远程监管运营项

管理系统”和“海外项目运营监管平

果管理、科技预算管理等功能。该系

目提供强而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台”被国家版权局正式授予《中华人

统实现公司对科技项目申报、评审、

刘莎莎

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电建

管理平台》和《海外高盐雾地区大型海

股份公司在河南郑州召开电建集团 2019

水冷却塔防腐蚀应用技术研究》三个项

年度科技创新工作会暨科技创新管理培

目均荣获 2019 年度中国电建科学技术

训研讨会。会议表彰了电建集团 2019

奖三等奖。电建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姚强

年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公司《尼泊尔

出席会议并讲话，电建股份公司总工程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泥沙调控关键技术研

师宗敦峰主持会议。电建海投公司总工
朱竞伍
程师张国来参加会议。

究与应用》《柬埔寨甘再智慧电厂综合

应用成效日趋显著。
菅志刚 冯堃

年 9 月 PRP 系统建成后，公司组织 10

公司荣获 2019 年电力科技创新信息化类一等奖
2019 年 11 月 22 日， 由 中 国 电

化及应用系统创新工作获得电力行业

力企业联合会主办的“电力创新成果

的认可和肯定。公司将深刻领会国家

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公司申报的“基

信息化发展战略要求，通过“互联网

于大数据驱动的海外电力生产管控平

+”技术的创新成果应用，加强公司

台”项目首次荣获 2019 年度电力科

科技信息化创新建设，推动业务系统

技创新信息化类一等奖。

纵深应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信

该项荣誉的获得，表明公司信息

管理等业务流程和业务数据的全生命

权登记证书》，这是国家版权局对公

公司三项成果获电建集团科技创新进步奖

设与应用》管理创新成果荣获 2019

的标准化、流程化、信息化。2018

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

罗明清

公司信息化管理 PRP 系统荣获
2019 年度电力科技创新奖管理类二等奖
2019 年 12 月，公司《“一带一路”

公司再获两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息化支撑。

孙晶莹

公司跨境物流运输贴码跟踪系统正式启用
2019 年 11 月中旬，公司跨境物

项目公司能够对物流运输进行全流程

流运输贴码跟踪系统在孟加拉巴瑞萨

的追踪和监控，实时查询设备物资详

项目自主采购首批设备物资的运输过

情、仓储及运输情况，及时反馈突发

程中正式启用。跨境物流运输贴码跟

事件或者货损情况，提高了公司物流

踪系统的成功应用，实现设备物资管

运输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和精细化管理

理方式方法的创新。该系统使得海投

效率。

公司、货运代理公司、EPC 承包商和

吴佳茜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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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开展对标、复盘、管理创新“三融”工作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运煤码头

公司深化对标、复盘和管理创新

过名义小组法、世界咖啡等方式凝聚

将复盘的成果应用到日常工作中，持

“三融”体系建设，不断学习国内外

集体智慧，共总结出 7 项经验教训，

续提升公司应急管理水平。

先进企业管理办法，深入开展培训指

提出 7 条建议，形成 9 项改进措施，

导和实践，提高企业内生增长动力，

为公司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工作提供

公司送服务到海外项目，企业发展部

助力精益管理、创新发展。

了思路和方向。复盘研讨会期间，企

一行来到卡西姆发电公司，开展战略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对 2019

业发展部开展了复盘培训并进行了复

规划宣贯及平衡计分卡、对标、复盘

年应急能力建设工作进行复盘研讨，

盘引导，安全环保部回顾了应急能力

和管理创新等业务指导培训，并带领

公司副总经理张奋来、企业发展部、

建设背景、过程、关键节点以及各部

卡西姆发电公司、运维单位进行复盘

安全环保部、办公室等参加研讨。会

门和子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张奋来

实操。经过目标回顾和工作梳理、工

议针对应急能力建设分工部署和应急

指出，公司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应急能

作评估和优缺总结、根因分析、总结

演练两个核心议题展开集中讨论，通

力建设工作，要通过系统总结梳理，

提炼四个步骤，全面探究总结卡西姆

201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

项目运营阶段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提
升项目管理能力。
2020 年 1 月，南欧江流域公司
组织开展系列复盘活动，先后完成对
运维中心建设、水情测报系统实施、
运维委托合同实施、安全年度考核准
备、“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实践
等的总结复盘，流域公司班子成员均
参与其中。南欧江流域公司负责人强
调，复盘是系统思考、集体学习的过
程，项目管理团队通过此次活动梳
理总结运营管理工作规律，把复盘
成果固化为管理办法和制度流程，
有助于确保南欧江项目长期、稳定、
高效运营。
2020 年 1 月 9 日， 老挝水泥公
司一行来到甘蒙水泥有限公司（KCL）
对标学习，KCL 生产部相关负责人负
责接待。水泥公司到 KCL 水泥公司对
标学习，是对水泥行业标杆企业的一
次观摩学习，有助于水泥公司精益管
理、挖潜增效。
杨玲 吴爽 钟海山 李效光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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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串起一带一路上耀眼的明珠
日前，老挝能矿部部长、老中友

看来，7 个梯级电站“犹如‘一带一

学兼优的孩子，去武汉大学进修水利

高下游防洪能力；保证农田灌溉，减

好协会主席坎马尼和中国驻老挝大使

路’上一串耀眼的明珠，照耀着老中

水电专业。随着项目二期投产发电，

少水土流失；配套发展新产业以减少

姜再冬共同启动发电水晶球按钮，滚

友谊源远流长”。

又有 52 名老挝籍新员工到四川同类

烧荒和植被砍伐，以及保护生态平衡。

滚江水带动下，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该项目不仅缓解了老挝国内

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投资开发的老

电力短缺、方便了民众生活，降低了

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二期首台机

用电成本，还建起了向周边国家供电

组正式发电。这标志着该项目迈入全

的输电网络。”

流域一体化联调联运，将为老挝经济
社会发展输送优质清洁电能。

型水电站进行为期 4 个月的岗前培
训。”黄彦德说。
在调度岗位工作一年多的坎蓬
去年到成都学习，还到中国大型水电

独具老挝特色的新居漂亮温馨。
村民颂苯说：“你看我们的新房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

站实习了 3 个月。“着力推进员工属

子，钢筋混凝土结构，里外宽敞明亮，

事长盛玉明介绍，南欧江梯级水电站

地化是保障电站项目长期稳定发展的

多漂亮啊！村里建起了码头、医疗室、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保障老挝 12% 的

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对老挝人民的承

学校，给水系统和供电系统一应俱全，

“缓解了老挝国内电力短缺

电力供应，有效促进北部地区电网建

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总

道路整齐宽阔。我们的日子不比大城

方便了民众生活”

设升级和输送互联，助力老挝电力出

经理杜春国说。

市的差！”

口创汇和区域电力一体化进程。
蜿蜒，是湄公河左岸在老挝境内的最

“着力推进员工属地化是保障

大支流，自北向南，在琅勃拉邦省附

电站项目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然

近汇入湄公河。南欧江天然落差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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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移民幸福新村，中国电
“我们的日子不比大城市的差”

发源于中老边境的南欧江婀娜

2020 年 1 月 10 日，《人民日报》要闻版刊发了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二期
首台机组正式发电的通讯报道（节选）

离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不远
的惠娄移民新村，红瓦白墙，一幢幢

建连续多年规划建设了 28 个。
让村民搬得出，还得让他们的生

“绿色生态”在制定南欧江梯级

活稳得住、能致富。为此，中国电建

水电站项目开发方案时就被放在了重

与相关方面合作，引进先进种植技术，

要位置。

为村民提供芒果树、菠萝蜜树、柚子

琅勃拉邦市区的南欧江电力运

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电建组织

树、椰子树等树苗，邀请种植专家讲

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是对接

维管理中心集控中心内，中国电建南

编制《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生态

解各类果树种植及日常养护知识。南

支撑将老挝打造成“东南亚蓄电池”

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黄彦德正指挥协

流量及监测》及电站环境恢复工作方

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投入 1000 多万

和改善老挝北部民生的重要项目。根

调本地员工对电站数据的监控，以实

案，加强流域植被、珍稀动植物保护

美元，为当地新建、改扩建公路 500

据计划，该项目分 7 个梯级电站，共

现各梯级电站“少人值守、全流域高

宣传；积极参与国际性交流合作，让

余公里，修建大中桥梁 20 余座。

两期建设。

度数字信息化调度运行”。

外界真实、透明地了解项目开发全过

颂苯买了一辆汽车，做起了客运

程，实现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联合

生意，“这么好的路，要充分利用起

目前，一期二、五、六级电站已

项目建设期间为当地培训焊工、

投入商业运营，累计发电约 47 亿千

木工、钢筋工、驾驶员等工种。项目

科研院所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向社会

来。中企把路修到村口，可以直通县

瓦时，输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二

运营期间，当地大量行政、商务、运

提供经验借鉴和案例分享，营造良好

城、省府，与 13 号公路相连。这样，

期一、三、四、七级电站将在 2020

营、维护等人才加入，项目累计为当

的项目生态环境。

我就可以把村里产的咖啡豆、香蕉等

年内全部投产发电，计划年平均发电

地提供 1 万多个就业岗位。

量 50 亿千瓦时。在老挝副总理宋赛

“公司已选派 14 名移民新村品

项目建成后，将发挥联合调度综
合效应：调节流域内季节性旱涝，提

拉到琅勃拉邦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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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我们要与中国朋友共同奋斗

人民日报：“艰难时刻更显责任担当”

们是在中国电建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

业的蓬勃发展。他向本报记者介绍，

的资助下，到武汉大学学习水利水电

多年来的属地化管理和本土化经营经

相关专业知识的。这些来自老挝南欧

验，确保了南欧江梯级水电站在疫情

江畔的学生希望学成回国后，到南欧

期间的有序建设和平稳运行，“中国

江梯级水电站工作，为自己的祖国和

企业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艰难时

家乡作贡献。

刻更显责任担当”。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塔玛翁

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和他的同学们全部选择了留在武汉。

“树立了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态都很好。我
住在学校宿舍里，每天安心学习中文、

尼泊尔水力资源丰富，上马相迪

补习功课。”塔玛翁告诉记者，学校

A 水电站承担着首都加德满都电力供

统一为留学生供应一日三餐，保证每

应的重要任务。面对疫情，电站管理

名学生都能得到照顾，老师们经常询

团队不断细化疫情防控措施，科学调

问大家的状况，为大家送来关怀。
“感谢中国电建资助我来中国
学习，感谢特殊时期中国朋友给予的

配现有在岗技术力量，尽力分解量化
2020 年 3 月 7 日，《人民日报》要闻版报道了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和
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在疫情期间稳步推进生产运营的情况（节选）

关心帮助。在武汉大学近一年半了，

成时限精确到以小时计。
今年以来，库区来水量较去年同

当前，各国在加强防控新冠肺炎

工、机电安装和运维筹备等工作，力

期略有增加。针对这一情况，上马相

豆皮和热干面，武汉就像是我的家。”

疫情的同时，也在努力确保社会生产

争把疫情对施工的影响降到最低。截

迪 A 水电站与尼泊尔电力调度中心密

塔玛翁说。

和民众生活的正常进行。

至 2 月底，南欧江一期投产机组累计

切沟通，及时调整每周发电计划与机

发电超过 47 亿千瓦时，给老挝及周

组维修计划，1-2 月份累计发电量突

边国家提供了稳定的电力支持。

破 4890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加

我喜欢珞珈山、东湖，喜欢吃这儿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华外籍人

2020 年 2 月 23 日，《人民日报》要闻版刊发了电建海投公司资助的
6 名老挝留学生坚守武汉大学，与中国人民共克时艰的感人故事（节选）

日常工作，将工作任务明确到人，完

士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积极采取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

有效措施，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关切

“中国企业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南欧江二期各级电站正在施工
中。在建设现场，针对人流、物流量

和要求。许多坚守在中国的外国友人

745 万千瓦时，有力缓解了加德满都
长期以来分区轮流停电的困境。

表示，他们对中国政府采取的疫情防

作为老挝重大水电项目，由中企

相对较大的特点，公司统筹参建各方

水电站建设高峰时期，聘用了当

控措施充满信心，相信中国必将战胜

投建的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多措并举

执行联防联控机制，就疫情可能对项

地 1500 多人参与工程建设。进入运

疫情。

防控疫情。作为疫情防控措施，南欧

目生产建设的影响、在途设备物资、

营期后，尼方聘用人员 146 人，占员

国，与中国人民共克时艰、共同抗击

现在，塔玛翁和他的同学们每天

江项目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待返岗人员等进行了全面摸排，编发

工总数的 73%。电站合同部副主任希

疫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们纷

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情况，知道中国

确定了“首责防疫、力保度汛、稳推

《疫情防控处置方案》
和应急处置卡，

苏巴 20 多年前曾在中国留学。他说：

纷表示，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有效

经济社会正逐步有序恢复正常运转。

电站建设和电力生产”工作目标，成

加强防疫知识宣传，与就近医院建立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树立了中国企业

的疫情防控措施，生活在中国很安心，

在与远在老挝的父母视频连线时，塔

立流域疫情防控机构，统筹谋划和协

联动，现场进行集中管理，严格执行

的良好形象。特别是在此次疫情防控

相信坚韧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

玛翁告诉家人：“武汉大学的老师同

调执行防疫工作。

人流物流的消毒体测和防护工作。

过程中，中企展现了应对危机的能力

疫情。

学和中国电建对我们很照顾，大家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在
华工作和生活的外国友人选择留在中

老挝学生塔玛翁和他的 5 名同
学 2018 年 9 月到武汉大学就读。他

老挝南欧江流域发电公司副总

和对当地社会的责任担当。经过几十

武汉很安全，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措

疫情影响，但项目施工依然有序进行。

经理本蓬·格萨达萨 2008 年就来到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

施，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中国电建集团及时调配资源，调整施

水电站工作，从参与移民搬迁到负

各类风险挑战。我坚信中国经济将很

工顺序，稳步推进大坝混凝土面板施

责电力营销，12 年来，他见证了企

快恢复，迎来更好的发展。”

虽然项目人员、物资进场等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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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主流媒体报道上马相迪项目公司
援助当地贫困学子事迹

公司在明古鲁、牧牛山、南欧江二期
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

理助理兼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会、公
2019 年 11 月，上马相迪项目公司开展库区巡检工作时，了解到尼泊尔安娜普纳自然保护区贫困学子比斯

司总经理助理孙树华、明古鲁发电公

努古龙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情况。此后，由安娜普纳自然保护区申请，经上马相迪项目公司集体决策，决定对比

司有关负责人等参加媒体见面会。

斯努古龙求学之路和平身志愿进行帮助，资助她就读博卡拉医药大学，圆她 16 年追求大学梦以及为贫困山区

2019 年 12 月 7 日，
《人民日报》、

行医的美好愿望。尼泊尔拉姆郡镜子日报、休闲网等尼泊尔主流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凤凰
卫视、塔州华人报等媒体出席澳大利
亚牧牛山风电项目首批风机并网发电
新闻媒体见面会。盛玉明出席中外

25 岁，因婚姻安排让她与大学再次失

媒体见面会并接受记者提问。公司

之交臂。两次未能成功入学的挫折，

副总经理徐庆元、公司总经理助理

未能打断比斯努古龙求学的梦想。

兼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会、牧牛山

2019 年下半年，已成为两个孩

项目公司有关负责人等共同参加媒

子母亲的她再次向医药大学提交申

体见面会。

请，并立志学成之后回到安娜普纳自
然保护区雪山深处行医，最终服务于
高山雪原的人民。拉吉斯说：“你们

2019 年 12 月 26 日，
《人民日报》、
2019 年下半年，围绕三个项目首机并网发电的重要节点，公司接连举办组织
3 场中外媒体见面会

可能不知道，我们保护区内至今没有

央视网、环球网、《工人日报》《中国
电力报》
《中国能源报》
《万象时报》、
老挝国家电视台等中老媒体参加老

一家正规的医院，没有一个专业的医

2019 年，公司顺利实现“一年

视台、澳大利亚星空电视台、塔州华

挝南欧江二期首机发电新闻媒体见

生，你们可能无法理解人们对医疗的

三投”目标，印尼明古鲁、澳大利亚

人报、印尼 Metro TV、印尼 Rakyat

面会。杜春国出席见面会并接受记

渴望，对疾病的畏惧，对生命的热爱。”

牧牛山、老挝南欧江二期三个项目在

Bengkulu 等国外主流媒体记者来到

者提问。见面会由电建集团新闻中心

她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她的

下半年相继提前实现首机并网发电。

现场，用多样化的报道形式，挖掘“一

主任孙建立主持，公司总经理助理、

愿望得到了回应。2019 年 12 月 11 日，

围绕海外项目建设的重要节点，公司

带一路”沿线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的

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黄彦德、公

尼泊尔中国水电 - 萨格玛塔电力有限

加强与国内外主流媒体互动交流，接

中国故事，重点报道项目对当地经济

司总经理助理兼党委工作部主任李

公司举行援助安娜普纳自然保护区贫

连举办了三场中外媒体见面会。公司

社会、民生就业、生态环保等方面所

胜会等共同参加媒体见面会。

困学习助学仪式，电建海投公司副总

董事长盛玉明、公司总经理杜春国分

作的积极贡献，在国内外社会各界产

安娜普纳自然保护区主任拉吉斯

经理、上马相迪项目公司董事长俞祥

别出席上述见面会。相关新闻报道 5

生强烈反响。

介绍说，比斯努古龙今年 34 岁，也是

荣亲自为贫困学子比斯努古龙送上祝

次上央视、3 次上人民日报、2 次上凤

2019 年 11 月 15 日，8 家国内主

她第三次得到博卡拉医药大学录取。

福和助学金，公司副总工、运营管理

凰卫视、2 次上环球时报，切实把宣传

流媒体和 9 家印尼当地媒体组成的

电建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

她曾于 2003 年考上大学，但因为远居

部总经理彭锟、上马相迪项目公司总

力转化为竞争力、影响力、生产力。

中外媒体采访团，在印尼明古鲁燃

负责任、守信用、有担当、代表先进

雪山、家庭困难等诸多因素影响，被

经理晏洪伟、自然保护区主任拉吉斯、

煤电站举行首台机组发电庆典仪式

生产力的央企形象，也有利于提升中

迫辍学在家，年轻时错失了一次深造

受助对象家属等共同出席活动。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凤凰

期间进行了 4 次集中采访。盛玉明

国电建在项目东道国的美誉度和品牌

卫视、《工人日报》《中国电力报》

出席中外媒体见面会并接受记者提

影响力，为项目持续稳健发展提供舆

《中国能源报》等国内主流媒体记

问。公司副总经理徐庆元、电建集团

论支持。

者，以及《万象时报》、老挝国家电

新闻中心副总编辑耿兴强、公司总经

《尼泊尔拉姆郡镜子日报》版面（节选翻译）

的良好机会；第二次她考上大学时是

熊强

媒体见面会期间，《人民日报》、

三场高规格的媒体见面会，展现
了中国电建不一样的视野、理念、愿
景、目标、责任和能力，展现了中国

谭毅 桑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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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正是扬帆时
——写在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首批风机并网发电之际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

2019 年 12 月的南半球，正是初夏时节。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
塔斯马尼亚州的中央高地上，草木蓬发，牛羊健硕，同它们一同成长的，
还有草原上的一座座风机，映衬着秀美的海岸线，蔚为壮观。

这 座 由 48 台 GW140-3S 型 智 能

国际业务优先发展的重任。短短的

风 机 组 成 的 风 电 矩 阵， 总 装 机 为

七年间，已拥有 8 个投产项目，4 个

148.4MW，年上网量 4.4 亿千瓦时，

在建项目，10 多个前期项目，在建

是由中国电建集团旗下电建海投公

及投产电力项目总装机达 439 万千

司和金风科技投资建设。

瓦，年发电量突破 100 亿度。

12 月 6 日，牧牛山风电项目首

能否进入欧美高端市场，往往

批风机并网发电仪式现场，塔斯马

是衡量一家中国企业实力的重要标

尼亚州能源部长盖伊 • 巴尼特代表

尺。立志于高质量建设具有国际竞

塔州政府为电建海投公司颁发“嘉

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的电建海投

奖状”，表彰该公司为塔州新能源

公司，加快深入发达或准发达市场，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这也标志着中

以多元化的资产类型和区域布局，

国电建集团进入发达国家的首个投

为公司长期发展储备动能。

资项目的顺利实现，为电建海投公

同时，着眼于国际能源发展的

司实施新能源发展战略，开辟出一

前沿，全球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

条阳光大道。

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电建海投公司
优化调整发展，组织召开新能源战
略研讨会，着力推进风电光伏等新

风起牧牛山

能源业务布局。
澳大利亚，作为南半球经济最

巨轮远航，向海而生。

发达的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电建走出国门，从摸着石

政局稳定、法律体系健全，营商环

头过河，到一叶舢板过江，再到巨

境友好，对外资开放程度高，并制

轮驶向深蓝，燃情四海，筑梦五洲，

定了在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誉满世界，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23.5% 的目标。

产业链最完整的电力建设企业。
电建海投公司作为中国电建专

二者合一者，谓澳大利亚是也。
中国电建集团副总经理李燕明，

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的法人主体，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总经

承担着集团调结构、促转型、推动

理杜春国先后带队赴澳大利亚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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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报告等一系列工作。

联赛开展，为澳大利亚特有的传统

提高办事效率，想项目之所想，急一

正在完成皮特 • 唐尼家族 20 多年来

运动项目 Campdrafting 赛事加油助

线之所急，让总部部门成为项目“分支

的夙愿。

威……

而对于唐尼来说，他的家族可

自开工以来，牧牛山项目未发

“有了海投公司这样的良好的

以通过出让项目的开发权和未来的

生过一例阻工事件、环保事件或当

企业文化氛围和管理水平，总部各

土地租赁获得收益，但唐尼更看重

地民众的投诉，成为“唯一一个没

职能部门长期提倡服务、指导、监

的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对于这片土

有负面，都是正面报道”的项目，

督多职能并重，才能够让精前端、

地和这片土地上生灵的珍视和善待。

大大超出了当地政府和媒体的预期，

强后台的矩阵管理真正实施起来。”

项目建设伊始，项目公司便主

何时有时常会发出这样感叹。

开辟发达国家市场业务积累宝贵经

收购的形式，与金风澳洲公司就牧

验，盛玉明对牧牛山风电项目寄予

牛山风电项目合作意向达成一致。

厚望。

项目管理的传统做法也无法复制。

商，并大力支持当地足球和橄榄球

牧牛山风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机构”的延伸……

调研电力市场和项目，最终以股权

岁的农场主皮特 • 唐尼说。

压缩管理链条、横向协同办理、

动与当地相关方沟通交流施工组织

有力提升了中国电建在澳大利亚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内部拧成一股绳，外部则要打

流程、项目设计方案，并在项目附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第 7 频道

造“命运共同体”。牧牛山项目 BOP

近的博斯维尔小镇建立了社区服务

新闻网、胜利新闻、天空电视台等

全场土建、场外道路升级改造、输

中心，定期举办各类宣传活动，回

主流媒体将牧牛山风电誉为“game

电线路建设、大件设备运输、主机

应关切，消除疑虑，赢得了广泛理

changer——改变州运的重大项目”。

设备吊装等承包商均选用当地知名

解和支持。

“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实现

企业，在有效应对风险，推进项目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牧牛山项

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能源领域的合

实施的同时，还带动当地机械租赁、

目公司特别注重对施工现场的环境

作共赢。不仅为 63500 户家庭提供

港口贸易等配套产业发展，提供了

保护，遵照澳洲标准，编制了动植

可再生清洁能源，也进一步增强澳

200 多个工作岗位。

物保护、噪音防护等多项环保措施，

大利亚政府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发

针对当地濒危动植物、遗迹建筑、

展的信心，推动 2022 年前塔州全岛

如何才能突破“森严壁垒”，

最大的工程建设承包商，对于来自中

噪音污染等潜在因素制定管理计划，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 100% 的目

哈泽尔兄弟公司是塔斯马尼亚州

实现一线管理、总部对接、属地适应

国的企业，给于了高度评价。“中国

力求最大程度减少对自然及人文环

标实现，为澳洲清洁能源项目开发

然而，作为经济连续 27 年正增

的协调统一？牧牛山项目公司以资源

企业管理规范严谨，对质量安全的要

境的影响，让风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与建设树立了典范和标杆。”塔州

长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于外来

整合为导向，提出了“介入式服务”

求非常高，牧牛山风电项目让我们成

融为一体，倾力打造“中澳两国示

能源局长盖伊 • 巴尼特说。

理念，以“精前端、强后台、属地化”

为了好伙伴，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范性优质新能源项目”。

风动牧牛山

投资者采取“热烈欢迎”但诸多限
制的政策。
电建海投公司迅速组建以投资

塔斯马尼亚岛素以秀丽风光和

三部为主体的专业团队，巧干实干，

朴素人文而著称，约 40% 被正式列

环环相扣，逐一击破，实现了在项

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世界自

目开发模式、投资架构、实施架构、

然遗产。

碧波海阔浪潮涌，风好正是扬

矩阵式管理模式，牢牢把握“进度、

“楔尾鹰，是塔斯马尼亚州濒

质量、安全、成本、环保”五大要素

危物种，牧牛山项目公司从美国引

为中国电建叩开了发达国家的大门，

进世界上最先进的鹰类监控保护系

实现管理路径的创新和专业人才的

统 IdentiFlight， 可 通 过 360 度 全

培养，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迈出了

管控，大踏步推进工程建设。

风吹牧牛山

首先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中
国电建澳大利亚发展有限公司和牧

初春的塔斯马尼亚草原，娇嫩

帆时。牧牛山项目的成功投资建设，

景摄像头及中央分析单元在几秒钟

坚实的一步，更为电建海投公司全

商务模式的全方位创新，创造了中

然而，对于牧牛山发电公司总

牛山项目公司，“一套人马、两块

的芳草，为挨过了一个冬天的澳洲

内完成项目附近楔尾鹰图像的捕捉、

面推进新能源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

资企业赴澳市场开发到投资落地用

经理何时有和他的小伙伴们来说，

牌子”，只有 7 名中方工作人员，

黑牛，带来了一年里最爽口开胃的

识别、预警等一系列动作，紧急情

的基础。

时最短记录。

首先面对的是在发达国家实施项目

均有海外留学经历，个个是独挡多

食料。

建设的一系列挑战和现实问题。

面的精兵强将。

2018 年 4 月 11 日， 牧 牛 山 风

况下可通过通信系统自动停止风机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我们整个唐尼家族都在中央

运行来避免鸟类碰撞。对他们的工

牛羊，风机挺拔向苍穹。中国电建

在澳大利亚，对项目承包商的

精锐之师更需稳固给力的后方

高地上以放牧澳洲黑牛为生，所以

作，我非常满意。”澳大利亚可再

正在异国他乡，大洋彼岸，为山川

市场监管、资质审查、履约监察、

支援。电建海投公司总部设立了跨

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牧牛山。虽

生能源监管局（CER）主席大卫 • 帕

增添一份秀丽，为溪水保留一汪清

实施标准均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外

部门、跨职能的综合性项目实施工

然地处偏远，但这里有着丰富的风

克说。

澈，为天空绽放一片湛蓝，唱响“大

老国别并举”，将以牧牛山项目为

国人工作签证办理条件也异常严苛，

作组，全面对接服务一线，协助项

力资源，早在我 20 多年前，我们家

在塔斯马尼亚地区历史最悠久

起点，挺进澳大利亚市场，实现可

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电建全产业链的

目建章立制、合同管理、支付审核、

族就想在这里建设一座风电场，实

的汉密尔顿农业展会上，牧牛山项

再生能源业务的“先行先试”，为

优势无法施展，派遣足额人员实施

计划管理、技术管理、文件归档、

现绿色可再生能源的自给自足。”60

目还成为少年组剪羊毛比赛的赞助

电项目正式签署《股东协议》及《股
权收购协议》。
我们坚持“水火风光并进、新

风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
写美好篇章。
李胜会 刘向晨 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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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编制安装标准和工作清单，

设。矽钢堆成的定子铁芯呈圆形如

副经理魏万德告诉笔者，在线棒端部

并印发至施工方作业班组，让施工

同长城的砖块一样整齐排列，凹下

绑扎过程中，因为上下层线棒端部有

人员熟悉自己所承担工作的质量标

的铁芯槽内分两层已嵌入了紫铜制

层间端箍，线棒下端绑扎位置与地面

准和工序。

成的线棒。

间隙狭窄，给斜边垫块绑扎带来不便。

盘车工作正式开始后，郭瑞全过

一级水电站这台 4 兆瓦机组铁芯

需要俯下身体用手去摸索空隙，凭感

程跟踪亲自审查各项数据，对存疑数

内径 6070 毫米，定子内侧有放置定

觉去绑扎，避免绑扎好的斜边垫块出

据条条梳理督促，最终盘车全程历时

子线圈 ( 定子线棒 ) 铁芯线槽 312 槽，

现褶皱，影响定子下线整体工艺的美

5 天，检查结果各项指标均为优良，

并分上下两层布置，共有 624 根长近

观。因此，负责这项工作的员工把检

一次盘车合格且优于国家标准。

2.67 米、宽 58.4 毫米、厚 22.5 毫米，

查褶皱作为一项重点检查项目，拿着

重 22 公斤的铜质线棒嵌装其中，其

手电，用手摸、用眼看，一旦发现问

工艺、质量、绝缘要求非常高。

题，就立即带领人员对其进行拆除，

在接下来的焊接过程中，质量控
制的关键，就是要预防焊接过程中出

南欧江见证
——老挝南欧江一级水电站首台机组机电安装工程建设纪实

现层状撕裂。这是因为，1 号机组机

施工人员在定子铁芯内侧的圆

为灯泡贯流式，与常见的机组相比，

形圈内有序排开，如同医院做手术的

“对工程负责、对企业信誉负

配水环管岔管及凑合节数量更多，结

大夫，面戴口罩，手戴橡胶手套，左

责”，在定子下线现场并不是一句

构更复杂，焊接难度大大增加。

手拿手术刀、右手拿手术钳，又像负

空话。严格的工作制度和施工人员

为此，施工方的焊接专责工程

责扫雷的战士全神贯注地在一道道铁

严细的工作作风，保证了各项安装

师提前“闭门修炼”，翻阅大量技

芯槽内上下仔细搜寻。他们需要对线

指标都达到优良。

术资料和书籍，仔细研究适合现场

棒嵌入铁芯槽后从线棒防护层挤出的

条件的施工工艺，整理出一套技术

防电晕硅胶进行清理。这考验着施工

控制措施及焊接方案。

人员的耐心细心，因为稍有不慎就会

优化创新
满足工序要求

最终，焊接团队出色地完成了

破坏线棒的内绝缘；同时还要有吃苦

配水环管焊接工作，创造了单台机

精神，忍耐硅胶、环氧胶等化学制品

配水环管焊接 6 天完成、UT 检测一

气味对呼吸道的刺激。

次性合格率 100%、水压试验一次性
合格的佳绩。
老挝南欧江一级水电站位于琅勃拉邦省巴乌县境内，被誉为南欧江的“窗口”电站。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1 时 08 分，南欧江一级水电站首台机组成功并网，这也是南欧江二期项目首台机
组并网发电。

凝心聚力

2019 年 12 月 16 日 20 时 31 分，中企首个海外全流域投资建设的梯级水电站项目南欧江一级水电站首

完成定子下线

台发电机组顺利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试验，机组设备各项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三年多来，项目参建各方中老员工团结协作、努力奋斗，为实现南欧江一级水电站首台机组发电目标的
实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定子是水轮发电机的核心部件，
定子下线则又是定子安装工作的重
要工序。
1 号机定子下线工作的计划时

为确保各检查点间隙、摆度及

间仅为 35 天。这 35 天里，当人们

操作方法满足技术要求，一级电站

走进 1 号机定子下线现场，这里没

南欧江一级电站大坝为混凝土

项目部在作业前组织参建各方召开

有机器轰鸣，没有人声鼎沸、没有

闸坝，布设 4 台灯泡贯流式机组，

专题会，罗列本次作业的管控重点。

闲杂人员来来往往，呈现的是一派

总装机容量 18 万千瓦。2019 年 10 月，

项目部组织施工方技术质量管理人

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

相信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做

首台机组开始盘车，安装进入关键

员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厂家

两层宽约 90 厘米的工作台，在

得更好！”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副

阶段。

提供的图纸技术资料，结合工程实

规整的圆形发电机定子内侧平整搭

总经理郭瑞在安装进入关键阶段时
过程控制
严把安装质量关
“对工艺质量要有坚定的信念，

坚定地说。

一级电站主管机电安装的项目

重新进行绑扎。

与此同时，一级电站项目部合
同施工方利用 BIM 技术应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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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项目部试验人员起早贪黑，
对机组各系统进行严谨调试。他们
秉承着对工艺的高度要求，以工匠
的精神，在作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顺利完成了各项测试，全部指标符
合或优于规范要求，机组性能良好。
最终，南欧江一级水电站首台
机组实现一次启动成功、一次过速
成功、一次并网成功、一次试运行
成功，机组运行稳定，各项技术指
标达到优良，所有单元工程优良率
达 95.6%。

了机电安装施工过程中的一次创新。
项目部对设计图纸进行优化设

深耕细作

装完成，标志着机组全面总装调试
全部展开。

增强电建品牌影响力

计，解决各专业之间的碰撞问题，

电缆敷设及配线质量直接影响

优化油气水管路、电缆桥架、设备

首台机组节点目标的实现。电缆敷

在机组运行维护工作中，南欧

布置。同时，通过虚拟构建建筑物

设和配线作业面多，工艺要求高，

江发电公司和运维方对老籍运维人

的三维信息模型，优化现场各专业

数以万计的电缆就像是一个神经网

员展开技能培训。项目合理搭配中

管路布置，用于指导施工、关键节

络，不容许出错。

方员工和老挝员工，开展“导师带徒”

点控制，工程量统计及人力资源、
设备资源的有效配置。

项目部与施工方共同研究，将
中国员工、当地雇员合理搭配，分

等培训活动，提升了老方人员的操
作水平和综合能力。

成多个作业面，有效提高了施工效

“中国电建对我们进行的专

路径图，将全厂电气系统进行分类

率和质量，电缆敷设工作由预计划

业培训，我学到了现代化电厂该怎

整理。当管道支架、管路走向不合

的 65 天工期，缩减到了 50 天，为

么运行，掌握了很多技能，也对中

理情况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电缆

后续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国电建优秀的企业文化有了深刻理

根据电缆敷设清册及电缆敷设

走向路径进行二次设计规划，保证

机 组 发 电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解。”老籍电站运行值长李正白说。

管路安装完成后的整体观感质量，

主 机、 调 速 器、 励 磁、 监 控、 保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使全厂桥架布置更为合理。

护、主变压器、油气水系统、厂用

一桩桩、一件件事迹感动南欧江，
映射出中老友谊繁花似锦的春天。

最终，整个厂房的桥架、电缆

400V、直流电源、GIS 升压站、公用

敷设、小管路的安装给人赏心悦目

辅机、消防、应急电源等各系统的

正像老挝政府总理通伦·西苏

的感觉。

单体测试及系统联合调试耗时长、

里视察南欧江一级电站时曾说过的

标准严、要求高。

一样：“POWERCHINA 队伍实力很强，

“这种慢功夫，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有信誉、有能力、负责任的

团结一心

是要通过反复不断的试验，摸清各

合作伙伴。POWERCHINA 交给老挝政

全力以赴保发电

系统设备的脾气、秉性，再把各系

府和人民的一定是一个高标准、高

统的参数按照定值固化，使得机组

质量的发电站，南欧江水电项目全

长期稳定运行是必然性而非偶然。”

部建成必将给老挝的经济带来新的

电气试验负责人王大勇介绍说。

活力！”

2019 年 10 月 3 日，南欧江一级
电站首台机组灯泡头顺利吊装完成，
至此 1 号机组所有大型部件全部吊

为满足通过 72 小时试运行工期

陈忠 杨武

刘永强

老挝南欧江二期一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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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结硕果 实干笃行践初心

做“牧牛山开拓精神”的践行者

——记公司 2019 年劳动模范、安全总监、安全环保部主任 邓吉明

——记公司 2019 年度劳动模范、电建澳洲公司 / 牧牛山项目公司总经理 何时有
刘嘉晨 陈黛丽

高展鹏

他，爱岗敬业、爱企如家，是公司安全绿色新发展的守护者；他，真抓实干、主动作为，是公司本质

他以“五大坚持”为引领，落实“6655”要素管控，推行“介入式、下沉式、穿透式服务管理”，发扬“牧牛山开

安全新征程的护航手；他，勇于担当、拼搏奉献，是新时代努力奔跑的海投追梦人！

拓精神”，带领团队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打破同机型全球吊装纪录，为公司进军发达国家高端电
力市场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位争相学习的范

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2019 年 5 月，

本；制定的应急能

在老挝南欧江流域防汛专项检查期

力建设行动计划成

间，他从七级电站到一级电站，一路

为系统内第一份可

讲到琅勃拉邦总部，听课人除海投员

执行、能落地的应

工外，项目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

急行动指南……

职工也纷纷参加。

在 工 作 中，

右一为邓吉明

精益求精，履职尽责显担当

又懂安全管理、深度融入海投文化的

投 语 录” 中 的 安

复合型安全管理人才，公司先后有 5

全 文 化 理 念， 构

人成长为股份公司安全管理专家。

建公司安全管理新思路，持续夯实公
司安全管理基础，推动公司安全管理

安全，是公司建设期和运营期项

斗志昂扬，砥砺奋进续华章

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管理能力持续提

目“五大要素”组织管控的重要一环，

升，为公司连续四年荣获股份公司“安

在各项工作中，邓吉明始终坚持

决不能有任何闪失。30 年电力建设

全生产先进企业”、为公司安全工作

管理创新，推动安全工作不断走向新的

生涯，经过多岗位工作经历和业务锤

作出突出贡献。

高峰。他坚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树立系统化管理海外项目安全环保新样

炼，夯实了他勤恳务实、勇挑重担的
工作作风。

查培并行，躬身一线教有方

板；他坚持“送服务到海外，送培训到
一线”，邀请水利部专家赴老挝开展安

2016 年 8 月，邓吉明刚来到公
司时，安全环保部刚成立，迎接他的

作为安全总监，最重要的职责是

全生产“三类人员”培训；他践行“别

是全新挑战和沉甸甸的责任。为此，

监管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每年年初的

人吃堑，我们长智”，组织培训教材和

他尽快熟悉掌握公司管理要求和项目

安全生产工作会期间，邓吉明会与各

事故警示教育活动，提升全员安全生产

情况，统筹策划责任体系、制度体系、

项目安全总监探讨一线工作，给子公

意识；他在“安全生产月”筹划组织具

预案体系，部署安排重点工作。

司“四个责任体系”负责人讲安全生

有海投特色的安全主题活动，促进安全

在他的带领下，安全环保部狠抓

产课，组织全体员工作答安全生产试

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

“四个责任体系”落实，有效杜绝了

卷。之后，赴海外各项目开展体系建

来到公司的 1300 多天里，邓吉

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

设、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

明每天都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他

升。部门修订的管理制度高度契合公

标准化、应急能力建设等各项检查。

说：“我要加倍珍惜公司提供的这么

司实际，有力地规范和保障了安全管

作为水利部、国家能源局及股份

好的平台，勤奋工作，只争朝夕，为

理体系稳定运行；发布的安全工作计

公司的安全管理专家，邓吉明这些年

公司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划、隐患排查方案等文件成为其他单

走遍了公司的海外项目，毫不保留地

不断用奋斗点亮幸福海投！”

端，强后台”的矩阵管理模式：充分

一会一结的工作频率统筹协

整合资源，实行“一岗多责”；选拔

调相关单位，推动并网注册

属地专业人才，培养激发属地人才的

审批成功落地。

工作能力和潜力；公司总部设立国内
实施工作组，全面对接服务一线，实

开疆拓土

他为公司培养了一批既懂生产、

他 始 终 遵 循“ 海

洲并网注册新规，他以一日

筑牢新能源市场前沿阵地

现了前后方的高效协有序运转。
这支平均年龄 32 岁、仅 12 人的
前方团队和国内支撑，在他的高效管

凭借高效的沟通能力和

理下，团队协作力和整体战斗力不断

攻坚克难

踏实稳健的工作作风，何时有带领电

提升，出色完成了市场开发、项目建

践行牧牛山项目开拓精神

建澳洲团队逐渐在新市场打开了知名

设管理等各项工作。

度，获得源源不断的外部支持。

平日里，何时有经常和大家分享

一年多以前，他远赴澳大利亚主

中国驻澳使领馆领导多次莅临公

学习心得体会，“学霸”气质尽显。

持牧牛山风电项目建设和新能源项目

司和项目现场考察指导工作；在决定

在他的带领下，电建澳洲公司大小会

市场开发工作，从无到有搭建起电建

牧牛山项目按期并网成败的 GPS 注册

议采用英文召开，读书分享会等业余

澳洲公司业务板块。

工作中，澳洲电力市场监管机构也为

活动也全部用英文介绍和主持，团队

项目大幅提升审批进度，以远超同期

成员的语言、沟通表达能力都得到了

装工作开始以来，吊装进度曾经一度滞

项目数月的速度完成审批；咨询机构、

锻炼和提升。

后。何时有带领团队迎难而上，与参建

合作伙伴为新项目牵线搭桥。

自 2019 年 4 月牧牛山项目风机吊

各方沟通协调，帮助承包商优化施工组

目前，项目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牧牛山项目团队和他本人先后
获得了公司“先进单位”“先进工作

织，把握住宝贵的吊装窗口期，吊装速

环保零投诉，安全零事故，进度、质量、

者”“海投之星”“优秀外籍员工”

度从开始的一个月 2 到 3 台提升到一个

成本受控。当地媒体盛赞牧牛山项目

等一系列集体和个人荣誉。这也是他

月 9 台，一举打破了同机型全球吊装纪

是“改变州运”的重大项目，塔州能

本人第二次获得公司“劳动模范”这

录，创造了新的“牧牛山速度”。

源部长特别为项目颁发了“嘉奖状”。

一殊荣。
“天道酬勤，行稳致远”，一本

他统筹协调各参建单位按期完成
了 280 公里，涉及 10 多个地主、30

聚合放大

盖满印章的护照记录了他十年海外征

多处专项工程的升级改造，解决场外

打造国际化团队精锐战力

程的酸甜苦辣。进入公司以来，他先
后经历了南欧江梯级水电站、卡西姆

道路的大件运输要求。面对塔州历史
上最严重山火，他以最快的速度组织

为了实现一线管理、总部对接和

燃煤电站、牧牛山风电项目等的开发

疏散人员、转运设备物资，并使项目

属地适应的协调统一，他与总部领导

建设。扎根海外十余年，回首来路，

在灾后短期内实现全面复工。面对澳

和相关部门反复探讨，打造了“精前

不忘初心；展望未来，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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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挑重担 让电建之光闪耀印度洋畔

奋战项目开发一线 全力“护航”皎漂落地

——记公司 2019 年劳动模范、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总经理 / 印尼代表处总代表 赵勇

——记公司 2019 年劳动模范、投资四部副总经理 梁永彬

魏文刚

王瑞

他管项目、拓市场，历练老成；他在美洲、欧洲、亚洲等海外国别常驻，工作经验丰富；他忠诚奉

他肩负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开发负责人职责，不惧新国别市场、新项目类型的双重挑战，紧抓有利

献，恪尽职守，终将电建之光闪耀在了印度洋畔！

时机，按照“6655”要素管理理念，全力推进中国电建首个海外燃气电站投资项目成功落地！

冲锋在前的项目管理者

支持理解。

在 3 天内完成缅甸皎漂燃气

用小时数、合作条件等核心问题达成

2019 年，他带领团队克服困难和

电站项目财务模型的搭建，

原则性共识。

明古鲁项目由电建海投

挑战，圆满实现了“双投产”的年度

从而同外方就合作条件进行

技术可行是项目在开发阶段要

公司与印尼当地公司合资建

目标，向着全厂 COD 的目标砥砺奋进！

洽谈。他仔细摸索、连续工

首先考虑的关键因素。他和团队一方

作，最终很好地完成了该项

面展开对燃气供应源头及参数的深入

工作。

调研，另一方面积极同所有主流燃气

设运营。面对合作方介入、
当地政府部门流程、参建单

把握先机的市场开发者

正是凭借这股干劲和钻

轮机及联合循环主机供应厂家进行沟

研的态度，他渐渐掌握了投

通，并多次组织设计院和厂家进行选

资业务的基本技能。他陆续

型配合，选出最佳配置方案的同时，

参与或负责孟加拉、肯尼亚

确定最低供气量和供气压力作为谈判

等多个国别的大型火电站投资项目推

底线。最终，中缅双方就供电容量和

进工作，担负起项目技术和经济可行

供气参数达成一致意见。

位磨合低效等外部因素影响，
他提出“内强管理、外抓协
前排右一为赵勇

调”的工作要求。
一方面，赵勇全面负责发电公司

积极奉献的共产党员
印尼明古鲁 2×100MW 燃煤电站是

作为公司印尼代表出总代表，赵
勇积极开拓，做好新项目跟进。

左一为梁永彬

公司持久跟进的拉苏洛水电项目

行政工作，为“四位一体”组织管控

在他的带领下，经过 9 个多月持续跟

模式在明古鲁项目的成功实践发挥重

进与确认澄清，历经 5 次印尼国家电

要作用，确保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力公司延期公布资审结果，于 2019 年

热忱敬业，经验累积
自 2006 年研究生毕业后，梁永

中国电建首个通过竞标获得的国际火

他亲抓商务合同工作，历时近半

上半年最终收到了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彬一直从事海外电力工程承包业务，

电投资项目，是中国电建在印尼首个

年、10 余次会议 , 完成了制约项目试

新能源部签发的资审通过通知函，正

先后通过国际商务、建造师、咨询

投资项目，也是印尼明古鲁省目前最

运行的煤炭招标及合同的谈判、签署，

式进入下一采购环节。

工程师等资格考试，在国际商务、

性评审，以及投资协议、股东协议的
审核和谈判工作。

整个皎漂项目开发过程中，梁永
彬为及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难题或响
应缅方的洽谈诉求，10 余次往返缅甸

皎漂开发，全力推进

有力保证项目调试及后续运营用煤。

此外，他带领团队获得 188MW 西

合作模式、管理模式等都在摸索中前

他超前筹划，为项目运营期获得了所

爪哇省 Cimanuk 梯级水电项目前期参

进，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

得税 10 年免税 2 年减半的税收优惠批

与开发邀请，并完成踏勘考察报告；

2016 年 9 月，怀揣着对从事海外

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开发负责人。皎

在缅 300 余天。“天道酬勤，行稳致

准，增效成果显著。他用“人盯人”

系统梳理项目公司权证许可；收集、

投资业务的向往，他加入公司，成为

漂项目是电建海投公司境外第一个燃

远”，在梁永彬和整个开发团队的持

赵勇是一名有着 23 年党龄的老党

在建项目管理和工程项目投资等方

和国内；为了论证技术方案、确定技

大的在建投资项目。项目开发模式、

面积累了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

术指标，多次前往设计院沟通。项目
2018 年 2 月，梁永彬被任命为缅

开发至今，梁永彬累计出差 400 余天，

员。与小股东沟通、PLN 谈判、参建各方

战术确保安全工作常抓不懈，项目至

汇总和翻译印尼能矿部多部重要法

投资四部的一员。依靠火电专业背景

气电站项目，也是中国电建首个海外

续努力下，皎漂项目购电协议终于在

关系协调，哪项工作最重要、最紧迫、

今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

律法规；维系当地合作方和潜在代

和项目经验，他很快承担起缅甸、土

燃气电站投资项目。梁永彬深感责任

2019 年 11 月正式签署，为项目推进

理方的良好关系，为后期市场开发

耳其、巴西、马来西亚、老挝等国别

重大，立即带领团队详细梳理项目文

打下坚实基础。

奠定基础。

一系列火电项目投资信息的评估和甄

件，针对项目条件和瓶颈问题赴缅甸

“组织能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

别工作。

同合作方及缅甸电力与能源部进行深

的事，让优秀的人更加优秀”。来到

入沟通。

公司三年多的时间里，梁永彬脚踏实

最复杂，他就主动站出来，亲抓亲管，

另一方面，赵勇竭力协调当地事

展现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务，与印尼各级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

在特殊国别、特殊环境下，作为

系，与购电方印尼国家电力公司总部

爱岗敬业，积极奉献，职工心中

明古鲁支部支委成员，他提出党员学

及其苏门答腊各分支机构建立友好关

好模范；外抓协调，内强管理，项目

刚到公司时，对购电协议、执行

遵循项目前期投资开发阶段的

习教育常态化、系统化、全员化、多

系，确保了建设审批、涉网试验见证、

建设有手段；洞若观火，练足内功，

协议等接触尚且有限的梁永彬深知，

样化“四化”新理念，提升了党员教

倒送电、并网等顺利实现。他做好主

项目开发路子宽。他用智慧与汗水，

协议是开展业务关键之关键。他加紧

“技术、消纳、土地、环评、回报、

在公司提供的平台上不断成长，为公

育成果，得到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经

流媒体的正面宣传，冷静应对虚假宣

让电建之光闪耀在印度洋畔，或许这

学习，尽快理解和掌握投资协议的架

协议”六大要素管控理念，他带领团

司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商参处的高度赞赏。

传，获得印尼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光还能闪耀到更远的海岸。

构、内容及核心要点。2016 年 10 月，

队仔细论证，稳步推进。2019 年 6 月，

第一项工作挑战未约而至，他需要

中缅双方就协议架构、燃气供应、利

地、勤恳敬业、积极开拓、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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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营销战线的尖兵

“一带一路”上的老水电

——记公司 2019 年度劳动模范、巴基斯坦卡西姆发电公司副总经理 肖欣

——记公司 2019 年度劳动模范、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副总经理 方平光

胡浩 时鹏程

桑文林

刘永强

毕业六年，驻外六载，历经项目一线的摸爬滚打，他从青涩的职场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海外干将，

自1994年大学毕业以来，他一直在水电行业摸爬滚打，从事经营、合同和海外项目管理工作，在马来

从团队参与者成长为团队负责人。他在年龄两倍于他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面前不卑不亢、自信从容，

西亚、刚果（布）、老挝等国驻外工作十多年，俨然一名“水电老兵”了。习惯啃硬骨头、打硬仗，这是

守护着卡西姆电站电力营销的生命线，在“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绽放青春！

中国电建人深入骨髓的一种气质！

强管理，攻坚克难出业绩

左一为肖欣

重坚守，守得初心担使命

负责人，他一方面加强自身学习，取

2019 年， 凭 借 团 队 合

得了迪拜证券交易所颁发的注册董事

作和他个人突出的业务领导

责任。在项目投产发电的最关键时刻，

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相对

会秘书执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扎

能力，团队和他本人分别获

作为领导干部更要拿出战胜疫情的勇

滞后，电力市场机制不够健

实抓好团队能力建设，团队中已有 3

得“法治与风险内控先进单

气，圆满实现项目建设目标。

全，给项目电力营销带来很

名 90 后年青人成长为卡西姆发电公

位”“优秀总法顾问”“公

“组织能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

大挑战。他认真分析形势，

司中层干部。

司劳动模范”“集团优秀项

的事，让优秀的人更优秀”，他说自

目经理”等荣誉。

己也要再进一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带领团队落实项目运营期的

他按照公司属地化管理要求，带

“电量、电费、安全、效益、

领项目当地员工融入团队。团队成员

责任”五大要素管控理念，

华卡斯承担了电量营销、电费回收等

秉承“卡西姆原则”攻坚克

重要工作，业绩出色，获得了中国驻

难，提出“度电必争、毫厘必较”的

巴使馆颁发的“中巴经济走廊”优秀

奋斗口号，内挖潜力激发活力，向外

巴籍员工的荣誉称号。

实现多年的入党心愿。现在老方是一
履职尽责的态度

名预备党员了，今年就要转正。他激
动地表示，信仰的鞭策，一定能让他

商务合同的专家

周围的同事都知道，他遇急事急

在岗位上作出更大贡献。

办、马上见效，但绝不是情绪、不

卡西姆电站是目前中国电建海

对标补齐短板，在项目电力营销、电

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员获得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方平

是烦躁。老方自嘲说多年来这个习

外最大的投资项目。肖欣职业生涯的

费回收和投融资管理等各项工作上取

电建海投公司“先进工作者”“海投

光对待商务合同事务，可谓是精打细

惯没改掉，和同事谈论事情不经然

第一站，始于卡西姆项目的市场开发

方平光说身上的担子就是义不容辞的

深埋内心的情结

之星”“优秀外籍员工”等荣誉，在

算而不失严谨。他时常告诫商务合同

地音量就会升高，新来的同事也许

对长期驻外工作的项目建设者来

和对外商务工作，逐渐成长为承担项

2019 年，面对巴基斯坦复杂的

国家级期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伊

团队，合同管理的好坏直接反映一个

还会纳闷他们在争论什么。时间久

说，疏于对家人的照顾一直是内心的

目公司电力营销、电费回收、对外商

政治局势和欠佳的宏观经济，肖欣坚

堡团队还获得了电建集团和海投公司

企业的管理水平。南欧江流域梯级水

了也就明白了，他是在用谈合同的

痛点。他总会找时间和家人通过网络

原则与你聊事情，对待事情讲究有理

聊聊生活。老方说儿子今年要高考，

有据、合法合规。

这是心里最牵挂的事情。鼠年春节回

得重大突破。

务、风险管控等多个业务领域的副总

持问题导向、主动作为，与巴方开展

“青年文明号”。他本人也荣获电建

电站项目二期投资 17 亿美元，责任

经理。

数十轮的谈判和沟通，不仅为卡西姆

集团“十大杰出青年”、电建海投公

重大，要把工作精细到每一个条款、

项目顺利完成首次双机扩大性 C 修和

司“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

每一个数字，要能把控要素、分析风

在方平光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

卡西姆项目“疫情防控先进个人”等

险、处理合同问题，不断提高业务能

厚厚的“书”，那不是别的，是他的

团聚，但疫情的到来，只能匆匆又别。

荣誉。

力，保障合同的执行力。

日常笔记。重复利用 A4 废文件的合

家人离开的时候，他叮嘱儿子安心复

订本，记得密密麻麻。他说这是多年

习，抓好学业。

由于巴基斯坦当地电网基础薄
弱等原因，卡西姆项目在投产发电后

500KV 送出线路升级改造、COD 电价核

的这一年里发生跳闸和全厂失电，对

定等重点工作作出积极贡献，也为项

项目发电设备及资产安全构成严重威

目争取实现了全年累计发电 87 亿千

“海投语录”有言：海投人要保

胁。对此，他主动思考，推动巴方对

瓦时，有力保障了项目在巴基斯坦的

持“谦虚的外表，骄傲的内心，勤奋

他带着团队创新构建项目合同管理体

从事合同工作养成的习惯，认真敬业

的工作”。肖欣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系和风险内控体系，紧盯“6655 要素”

可见一斑。

践行海投人的优秀精神品质，在中国

管控中项目投资阶段的“六大要素”

电建海外投资事业的广阔平台上，守

管控，以及项目建设期的“五大要素”

电网升级改造和优化购电协议条款，

稳定运营。

并与巴方签署相关协议，有效解决了
制约卡西姆项目生存的送出线路严重

带队伍，传承青春奋斗梦

跳闸问题，为足额偿还银行贷款奠定
了基础。

在“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下，

护项目持续经营生命线，带动青年

尤其是成本要素管控，保障项目投资

伊堡团队成员清一色 90 后，团

团队奋发向上、共同成长，成为公司

建设目标，对外梳理特许经营协议，

队平均年龄只有 28.8 岁。作为卡西

青年劳模勇挑重担、不断成长的真实

提升项目履约能力。

姆发电公司副总经理、伊堡团队分管

缩影。

不成家，一家人就相约在南欧江项目

老方说，能在“一带一路”沿线、
中老经济走廊上做项目，尤其是在南
欧江全流域项目上工作，有一种在给

关键时刻的坚守

国际社会做贡献的价值感，更是多少
人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他干了一辈

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上保安全、
生产建设任务和疫情防控任务叠加，

子水电项目，还要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继续扎根，传递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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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工作会上，8 名外籍员工被授予年度“优秀外籍员工”称号。来自 7 个国家的 8 名外籍员工，

2020
优秀外籍员工

涉及开发、建设、运营等工作岗位，都是所在工作领域的佼佼者，亦是公司外籍员工的一个缩影。他们投身“一
带一路”建设，热爱中国文化，认同电建理念，跟随“电建海外战队”为公司全球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
搭建起了项目与当地之间友谊的桥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公司培养吸纳大批外籍员工，
持续推进项目员工属地化与本土化建设。

平安（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
熟练掌握中、老、英三国语言，融入HSE管理团队，助力老挝南欧江
生态保护。
她说：“我在南欧江项目见证了这里的山更加挺拔，水愈发清澈，人

克里希·卡里姆比尔（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公司）
一专多能，在项目建设、运维及澳洲市场开发中表现突出。
他说，投身崭新项目，开启美好起点，注入无穷动力。

越来越有精气神。”

费萨尔（巴基斯坦卡西姆发电公司）
熟稔巴基斯坦税务业务，为卡西姆发电公司财务管理作出突出贡献。
已在中国电建工作5年的他经常说，公司规范管理，同事勤勉敬业，

寇比（孟加拉巴瑞萨项目公司）
工作热情，参与项目前期多项手续办理工作。
他期待，电站建成后，为这个人口众多且严重缺电的国家带去更多

平台成就自己的成长。

光明。

阿布·巴卡尔（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

普拉西达（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

专于人力资源管理，为项目公司广招印尼贤才。

内外多方协商，助推上马相迪A水电站超额完成发电任务。

他表示，公司在充分考虑印尼国情、文化特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他见证电站从开工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过程，是中国企业文化长期

的前提下做管理，这份尊重赢得员工理解和信赖。

熏陶，养成他沉稳睿智、温文尔雅的气质。

李淑银（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

诺萨迪·培乌通（老挝水泥公司）

不断学习中柬两国财务会计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税法，精准完成甘再水
电站各类申报的财务达人，练就流利中文。
她说，喜爱中国公司，热爱中国文化！

勤勉高效地完成资金管理工作，成绩显著。
让她骄傲的是，公司生产的水泥被源源不断运往中老铁路施工现
场，已 累 计 供 货 突 破 6 0 多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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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之星”是公司工会和团委联合推出的评优活动，每月

年度海投之星

评选出 2 到 3 名表现突出的普通员工。再优中选优，评选出“年
度海投之星”，更好地展示员工精神风貌和所作的积极贡献。

柳胜楠

张咸润

机电物资部

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

努力做好公司海外运营项目设

积极参与南欧江二期和芭莱项

备贸易运输管理和收回海外贸

目商务工作。

易资金的收汇工作。

于淼

王哲

南欧江发电公司 / 投资一部

卡西姆发电公司伊斯兰堡办公室

努力为芭莱项目和欧洲市场开

按照运营期“五大要素”指引，

发工作贡献力量。

“度电必争、毫厘必较”，守
护公司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活
水源。

王辉

高岐涛

明古鲁发电公司

资金管理部

做好明古鲁项目行政、党群、

致力于成为在关键时刻绝不掉

人力等工作，为项目建设运营

链子的，有着一技之长的，散

提供保障。

发正能量的多功能办事员。

廖碧婵

张宇

人力资源部

投资四部 / 皎漂项目公司

管好薪酬，完善福利，耐心细致

做好皎漂项目前期开发和项目

做服务，提升海投员工幸福感。

执行，树立正确态度，磨炼坚
定意志。

薛宇

童灏

审计部 / 纪委办 / 监察部 / 巡

牧牛山项目公司

查办

负责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现场

遵循“服务、指导、监管”六字

工作。no pain, no gain.

方针，做好内部审计、工会出
纳等工作，担起部门秘书职责。

中
国
海
军
，
一
路
平
安
！

回忆起 2020 年元月那一天，海风吹拂着

下午 3 时整，在巴基斯坦海军军乐团的

中巴两国国旗，明媚的阳光融化了晶莹的目

奏乐声中，中国海军舰队缓缓启动。巴海军

光，温暖澎湃我们的爱国心。

官兵列队挥舞两国国旗，向中国海军致敬，

1 月 14 日，巴基斯坦卡拉奇军港之畔，
为期 9 天的 “海洋卫士—2020”中巴海上联
合演习在这里闭幕，中国海军官兵即将离开
巴基斯坦。

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刻感受到了“比
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钢硬”的中巴友谊。
当中国海军官兵在舰艇上列队，挥动手
臂与大家告别时，在场的卡西姆项目员工也

中国海军即将启程之际，中国电建巴基

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与各中资机构、华

斯坦卡西姆项目 40 余名员工受邀来到卡拉奇

侨华人代表共同高喊“一路平安！”大家共

港，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及其它中资企业

同表达对中国海军的不舍和最深的祝福。直

一道，欢送中国海军舰队启航！

至舰队驶远，人群才动身离去。

“ 军 迷 ” 们 都 了 解，“ 海 洋 卫 士 —

作为率先“走出去”来到巴基斯坦的中

2020”是已举行的中巴海上联演中规模最大

央企业之一，中国电建始终秉持“共商、共

的一次双边联合演习，参演兵力多元、海上

建、共享”原则，致力于深化两国合作，并

课目覆盖面广，充分反映了中巴两国全天候

以实际行动为巴基斯坦人民带来了众多福祉，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搭建中巴文化交流平台和巩固中巴两国传

其中，中方参演兵力以南部战区海军兵

统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一带一路”

力为主，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援

高质量的发展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出突出

潜救生船等舰艇 5 艘，舰载直升机 2 架，以

的贡献。

及海军陆战队员 60 余人。巴方参演兵力主要

未来，中国电建卡西姆项目将继续充分

包括 F22P/F21 型护卫舰 2 艘、快速导弹攻击

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全力打造巴基斯坦

艇 2 艘、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1 架、舰载直升

一流发电企业，树牢大国央企形象，为推动

机 2 架，以及特种作战队员 60 余人。

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为持续加
深中巴两国合作保驾护航！

周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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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南欧江“千里眼”，也许只能是它众多的美誉之一，这
是孕育和孵化它的南欧江水电人对它的爱称，它的大名其实是南
欧江集控中心。
2020 年春节，笔者走进正在试运行阶段的老挝南欧江集控中

水库水位等信息的共享，让政府部门实时掌握南欧江流域的水情
信息，加速老挝政府构建防灾减灾新模式。
凭借大气和现代化的“外貌”，集控中心还成为了展示中国
电建企业形象的重要窗口。

心，一幅视频监控巨幕透过清晰的电控玻璃展现在眼前。大屏上

2019 年 12 月 26 日，老挝能矿部部长坎玛尼应邀参加南欧江

一个个功能各异的监控平台。这里处处散发着现代化、智能化的

二期首台机组发电仪式。在参观南欧江集控中心之后，坎玛尼先

气息。

生连声赞叹：“感谢中国电建将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带到

2012 年，一群中国水电人来到南欧江畔，开启了全流域开发
工作。
随着南欧江一期项目电站陆续投产发电，全流域联合调度逐
渐成为电建人的共识，南欧江梯级调度中心应运而生，这也正是
南欧江集控中心的雏形和前身。

老挝来！”
是啊，集控中心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
标准、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成为南欧江项目员工属地化发展
的“领头羊”。目前，集控中心老挝员工占比已达到 63%。
新的员工不断加入，新的技术不断汇入，新的系统不断引进，

对电建海投公司而言，我们有着丰富的海外项目建设管理和

新的活力不断迸发，让南欧江集控中心在 2019 年完成了从梯级调

电力投资开发经验，但流域梯级电站联合调度管理还是头一次。

度到集控调度的转变，开启了“从有到优”的新旅程，技术突破

所以，南欧江梯级调度中心从无到有，大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和人才培养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0 年，南欧江集控中心一

建设一个能够“远方监视、实时掌控、优化调度、应急指挥”
的综合性多功能集控中心，成为我们的目标，以后甚至还要实现
远程控制。
2019 年底，集控中心在大家热切的期望中，如期建成，成为
老挝境内第一家投运的流域梯级水电站集控中心。
如果说南欧江流域七个电站是这条母亲河上的“七颗明珠”，
那么集控中心就是辐射这千里河道的“大脑”和“眼睛”。
每天有成百上千条数据信息汇总到这里，有数十个中英老文
报表从这里发出，分别报送到电建集团、电建海投公司、老挝各
政府部门、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等。南欧江水情自动测报系统也即
将接入老挝国家水文信息中心，实现实时降雨监测、径流预报及

定会展现出更大活力，服务于南欧江梯级水电站的电力生产和建
设施工，服务于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龚婷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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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新春团拜会

卡西姆项目防疫生产两手抓，确保煤炭供应、稳定机组运行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举行新春联欢晚会，李志工总领事及
其夫人与南欧江流域公司表演者合影

卡西姆 2020 年春晚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
总领事龙舟到访项
目，为中澳员工送上
新春祝福和慰问

牧牛山项目风光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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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江三级电站首台机组转子吊装

南欧江运维管理中心

南欧江四级电站

大美明古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