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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调研组
莅临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调研指导工作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
实现融资关闭

公司召开2019年工作会
暨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

公司2018年累计发电量
突破100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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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一带一路”的海投画卷

建设中的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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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北京，聚焦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细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贡献与展望。
五年多来，“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
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
电建海投追梦“一带一路”，精心绘制着布局广阔的“大写意”。
“八投产、七签约、四开工、三发债”，电建海投不负光明之约，足迹遍及南亚、东南亚、澳
洲、非洲等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走向海外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投资类电力项目总装机逾
400万千瓦。
2018年，电建海投实现年度发电量突破100亿度里程碑目标，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达到
4496小时，创造了海外中资发电企业最佳指标，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绿色新动能。
电建海投追梦“一带一路”，精心勾画着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六年多的发展，电建海投发挥了全产业链一体化“走出去”优势，精细雕琢筑造丝路精品，坚
持属地发展和文化融合，促进民心相通，深化中外友谊，彰显中国担当。
六年多的发展，电建海投提炼出指导项目开发、项目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管理的海外项目全
生命周期“6655要素管控”理念，为新征程、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六年多的发展，电建海投沉淀出体现海外投资管理思想的“海投语录”，战略、文化和管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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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浪潮中，电建海投遵循海外投资规律，一步步脚印，一
个个成果，深耕“一带一路”的步伐行稳致远；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远行，逐梦“一带一路”的征
程信念坚定。
追梦“一带一路”，《电建海投》愿与您登高望远，携手前行，豪情满怀，海纳百川，投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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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HONORS
The Company’s 8 achievements won “2018 Eclectic Power Innovation Award”

The Company’s advanced models were commended by the superiors

FOCUS
HIGHLIGHTS

Hao Peng, Party secretary of SASAC, highly praised the Port Qasim Project in Pakistan

The Letter of Acknowledgement of Kyauk Phyu Combined Cycle Gas Turbine Project is signed

Australian Wild Cattle Hill Wind Farm project realized financial close

The Company held 2019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second worker’s congress

Maintaining strategic firmness and improving quality benefits
Promoting the new leap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or PowerChina

SENIOR EXECUTIVES
The investigating group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vestigated Port Qasim Project in Pakistan
Jiang Zaidong, Chinese Ambassador to Laos, investigated market operations of PowerChina in Laos
Directors of PowerChina investigated overseas investment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Yan Zhiyong attended and guided the party of democratic life of the Company

Sun Cui investigated and guided work in the Hong Kong Company

The Company held 2019 situation and strategy senior executive seminar

要闻
P08/ 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对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给予高度肯定
P09/ 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签署促进协议
P10/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实现融资关闭
P11/ 公司召开 2019 年工作会暨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
P13/ 保持战略定力 提升质量效益
推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发展实现新跨越

高端
P17/ 中宣部调研组莅临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调研指导工作
P18/ 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调研电建老挝市场经营情况

The Company’s achievement won the second award on the national level for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of na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The Company won “2018 Excellent Achievement Award for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Company's project won “Award of the first Excellent Case Selection Activity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Overseas Image Construction”
The Company won “Excellent Project of National Energy Chemistry Geology Trade Union”

The Company won the title of "2018 Leifeng Advanced Group in the Power Industry"

The Company won the first prize of “2018 Equip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ompan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won “Chinese Electric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as "2018 Advanced Safety Production Enterprise of PowerChina"

The Company won the title of "Pacesetter Reporter Station" of the Group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PARTY BUILDING
The Company deployed 2019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P20/ 晏志勇出席指导公司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held 2019 news propaganda working meeting

The Company successfully held the theme activity of “2019 Dream Pursuing in Overseas Investment”
"China-Laos Tourism Year" and “Cultural and Art Show for Visiting Employees of PowerChina” is
successfully held
Stories of Power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FRONTLINE
The Company's cumulative generating capacity in 2018 exceeded 10 billion kWh

The Company held 2019 power generation working meeting

Nam Ou River class-1 power station started installing the tube pedestals for machine 2

#1 boiler hydraulic pressure test of Bengkulu project in Indonesia was successful at the first attempt

EPC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of Barisal Coal-fired Power Plant in Bangladesh was held

一线
P24/ 公司 2018 年累计发电量突破 100 亿千瓦时

P29/ 公司一批先进典型受到上级表彰
P30/ 公司成果喜获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国家级二等奖
P30/ 公司荣获 2018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奖项
P31/ 公司课题荣获“首届国有企业海外形象建设优秀案例奖”
P32/ 公司荣获全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工作优秀项目
P32/ 公司荣获“2018 年度电力行业雷锋式先进集体”称号
P33/ 公司荣获 2018 年全国建筑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P33/ 公司科技项目荣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步奖
P34/ 公司荣获“2018 年度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先进企业”
P34/ 公司连续三年荣获集团“标兵记者站”称号

VISION

The Company held construction of honest administration and anti-corruption working meeting

P23/ 公司召开 2019 年形势与战略高层研讨会

P28/ 公司 8 项成果荣获 2018 年电力创新奖

视野

P19/ 电建集团（股份）董事调研公司海外投资业务

P22/ 孙璀到香港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荣誉

Dream Pursuing in Overseas Investment - the company song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A tide of using Xuexi.cn Platform becomes popular in the Company
The China-Laos joint interviewing group of “the Belt and Road, You and Me” interviewed the relevant
personnel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on Nam Ou River

党建
P35/ 公司部署 2019 年党建工作
P37/ 公司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P38/ 公司党委召开 2019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P40/ 公司成功举办“2019 逐梦海投”主题活动
P42/ “中国 - 老挝旅游年”暨慰问中国电建员工文艺汇演成功举办
P44/ 《海投故事》正式出版发行
P45/ 公司司歌《逐梦海投》正式发布
P46/ 公司掀起推广使用“学习强国”热潮
P47/ “一带一路，有你有我”中老联合采访组采访南欧江项目

P25/ 公司召开 2019 年度电力生产工作会
P26/ 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 2 号机组管型座开始安装
P26/ 印尼明古鲁项目 1 号 锅炉水压试验一次成功
P27/ 孟加拉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举行电站 EPC 合同签约仪式

PRACTICE AND THOUGHTS
Full-industry chain value creation of overseas projects
—constructing a "Four in One"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control mode

论道
P48/ 海外项目的全产业链价值创造
——构建 “四位一体”项目组织管控模式

Thoughts on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response in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market

Discussion on the financing mode of investment-driven EPC mode

内刊

P52/ 境外投资市场风险识别与应对的相关思考
P56/ 投资拉动 EPC 模式的融资方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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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Barisal Coal-fired Power Plant in Bangladesh carried out "Spring Bud Assistance" donation activities

Bengkulu project in Indonesia performed donation to local orphanages

Cambodian Kamchay project company actively fulfilled its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Upper Marsyandi Project Company in Nepal helped local educational business

Nam Ou River Project in Laos carried out a community donation activity of "neighborhood watching,
love warming the world"
Laos Cement Company carried out the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of "culture-to-the countryside drive,
warming China-Laos friendship”

责任

EXAMPLE

P60/ 孟加拉巴瑞萨发电公司开展“春蕾助学”爱心捐赠活动
P61/ 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对当地孤儿院进行爱心捐赠

The "most caring person” in a foreign country

Go forwards with burdens and bravery work as a cornerstone of the Belt and Road

P62/ 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Old aspirants were determined to be dream-catcher

P62/ 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助力当地教育事业

Foregoers for the new journey of Port Qasim Project in Pakistan

Sheng Yuming and Du Chunhuang met with Wang Hong, general manager of the first sales
department for China Export & Credit Insurance Cooperation
The Company information was selected to SASAC Work Exchange

The Company has completed transnational remote bid evaluation and open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pany’s tw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ere authenticated and accepted by
the Group
Laos Nam Ou River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 showed brilliantly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ustralian Wild Cattle Hill Wind Farm project was officially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power generation

The Company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the water diversion system of Nam Ngum 5 Project in Laos

Laos Cement Company sales in 2018 reached a new high value

P77/ 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新征程的带头人

P63/ 老挝水泥公司开展“文化下乡·温暖中老情”志愿服务活动

Senior Staff “Lao Xuan” on the Belt and Road

P79/ “一带一路”上的老宣
P80/ 走拼搏创新路，做奋勇追梦人

资讯
P64/ 盛玉明、杜春国会见中国信保第一营业部总经理王虹一行
P64/ 公司信息入选国资委《国资工作交流》

镜像

MIRROR IMAGE
TALENT

P64/ 公司首次完成跨国远程异地开标评标
P64/ 公司两项科技成果通过电建股份鉴定及验收
P65/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精彩亮相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P65/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正式获得发电证书

Prashidha: I would like to be a fireworm

“Story of Lala's Promotion” at Nam Ou River Project in Laos

My “Star” Girl

达人
P81/ 普拉西达：我愿化身为一只萤火虫
P83/ 老挝南欧江“杜拉拉”升职记
P85/ 名叫星星的你

P65/ 公司全面检查老挝南俄 5 水电站引水系统

STORY

P65/ 老挝水泥公司 2018 年水泥销量创新高

COVERAGE

Xinhua News Agency: "Seven pearls" on “the Belt and Road"

P76/ 老骥志当追梦人

P78/ 平凡岁月铸就辉煌业绩

纵深

—Green development stories of Laos Nam Ou River hydropower station

P75/ 负重前行，勇当“一带一路”奠基石

P63/ 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开展“邻里守望，爱心温暖世界”社区捐赠活动

Nget’s New Year wish

FRONTIER

P74/ 闪耀在异国他乡的“最美职工贴心人”

Ordinary days help make great achievements

Go forwards on a striving and innovation road, and be a brave dream-catcher

NEWS

典范

前沿
P66/ 新华社：“一带一路”上的“七明珠”

A reversal reunion after trials of a long journey

YOUTH
Star of Year 2018

故事
P87/ 艾特的新年愿望
P89/ 跨越万水千山的逆向团聚

青春
P91/ 2018“年度海投之星”

——老挝南欧江水电站的绿色发展故事
Global Times: BRI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Nepal

P68/ 环球时报：“一带一路”为尼泊尔带来机遇

China Daily: Belt, Road project improves lives in Laos

P69/ 中国日报：“一带一路”项目改善老挝民生

China Economic Network: 46 Pakistani undergraduates were recruited for Qasim power station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72/ 中国经济网：中巴经济走廊卡西姆电站
招聘第二批 46 名巴籍大学生

LITERATURE
Stepping into the future

Go forwards as you wish

INSIDE BACK COVER
Photographs

内刊

文苑
P92/ 走向未来
P94/ 自在潇洒走一回

封三
P96/ 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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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

投创未来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天道酬勤

行稳致远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别人吃堑

我们长智

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大能力

风险管控永远是第一位的

奖励阶段性成果，形成正能量

组织能让平凡的人

落实五大坚持

做出不平凡的事，

坚持战略引领

让优秀的人

坚持问题导向

更加优秀

坚持底线思维

李克强总理高度评价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孟拉加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签约并开工建设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签约并开工建设
公司喜获“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公司 2018 年累计发电量突破 100 亿千瓦时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荣获巴基斯坦年度环保大奖

坚持复盘理念
建设六种核心能力

坚持管理创新

投资开发能力

内刊

项目融资能力

打造中国电建四大重要海外平台

建设管理能力

海外投资平台

运营管理能力

海外融资平台

资源整合能力

海外资产运营管理平台

风险管控能力

全产业链升级引领平台

公司党建工作再获电建集团考评第一名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纪录片《丝路霞光》荣获电力奥斯卡“年度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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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
对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给予高度肯定

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签署促进协议

中国的“铁哥们”，也是中国在南亚

础设施投资建设中都有丰富经验，中

的重要支持力量。卡西姆项目具有非

国政府及银行、信保等金融机构对中

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带动了中国技术、

国电建的海外业务都非常关心和支

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国文化“走

持。中国电建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

出去”，同时也对中国实现“两个百

势，投资好、建设好皎漂项目，使之

年”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发挥了重要

成为中缅双方在电力领域合作的标

作用。他代表国资委对海外中国电建

杆。会谈结束后，各方共同参加协议

人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表

签署仪式并合影留念。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再次

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以“一带

在猪年到来之际向坚守在一线的电建

一路”建设为契机，实施后将显著改

人拜年。

善皎漂地区电力短缺现状，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巨大动力。正如习总

郭广领在连线中汇报道，卡西姆

2019 年 2 月 2 日下午，国资委党

煤电站总经理郭广领向郝鹏简要汇报

委书记郝鹏在国资委监管大厅检查国

了卡西姆项目建设、运行情况，郝鹏

资监管系统建设情况，并现场调看海

听取汇报后对卡西姆项目给予高度肯

外实时监管系统，了解中央企业在海

定和赞扬。

外项目投资开发情况。中国电建巴基

郝鹏认真听取汇报，并向春节期

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作为四家中

间坚守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的中巴员

央企业重点海外项目之一，接受了

工致以诚挚的春节问候。郝鹏表示，

郝鹏的视频连线检查。卡西姆港燃

卡西姆项目短短 33 个月时间提前完
成全部工程建设，并
顺利进入商业运行，
目前发电量占整个
巴基斯坦发电量的
10%，为巴基斯坦提
供了安全可靠的电力
能源，成绩来之不易。
他强调，巴基斯坦是

09

港燃煤电站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

2019 年 4 月 28 日， 在 第 二 届

两国借此把经贸合作不断提升到新高

书记在本届高峰论坛开幕式中所讲：

目，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

度。孙洪水总经理代表中国电建对中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

施大型电力能源项目，备受中巴两国

之际，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促进协

缅两国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电建的

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建设高

政府关注，于 2015 年 4 月在中国国

议签署仪式在京举行。电建集团（股

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孙洪水表示，

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

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签署

份）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洪水，

缅甸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

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

《实施协议》和《购电协议》，被巴

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缅甸电力与能

也是中国电建深耕多年的重点市场。

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

基斯坦政府称为“一号工程”。该项

源部部长吴温楷，缅甸交通运输部部

中国电建在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基

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目于 2015 年 5 月正式开工，2018 年

长吴丹欣貌，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帝林

4 月进入商业运行，目前是巴基斯坦

翁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公司董事

南部的重要火电基地，满足当地超过

长盛玉明和 Supreme 集团董事长 Dr.

2000 万人的用电需要，为改善巴基斯

SeinMyint 代表合作双方同缅甸电力

坦电力短缺做出了重要贡献。郭广领

与能源部签署协议。

表示，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将在国资委

签署仪式前 , 各方进行了亲切友

党委和电建股份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

好的会谈，吴温楷部长称赞中国电建

下，持续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标杆

在缅甸电力项目投资与建设中所展现

典范，为祖国 70 华诞献礼。

的专业能力，并欢迎中国电建参与到
康从钦

宋瑞

李旌

缅甸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洪亮大使表
示，中国电建在缅甸经营已有 30 多
年之久，中缅两国正积极进行“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这是两国发展的共同机遇，希望中缅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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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实现融资关闭

11

公司召开 2019 年工作会
暨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
体系日益夯实；深入开展党建工作，
党的领导作用持续加强。
会议深刻研判公司改革发展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明确公司改革发展
积聚的优势与动力，提出了 2019 年
工作总体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新发展理

2019 年 4 月 11 日， 澳 大 利 亚

身打造“一个主体，两种贷款”融资

念，认真贯彻电建集团（股份）工作

牧牛山发电公司收到了由中国工商

模式的新能源投资项目。作为中国电

部署，落实“五大坚持”，建设“六

银行悉尼分行、澳大利亚西太平洋

建进入发达国家新能源市场的“先行

种能力”，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银行和澳新银行组成的银团发放的

先试”项目，牧牛山项目在融资过程

2019 年 3 月 6 日，公司 2019 年

引领更加有力，市场布局更加科学，

着力加强党的领导，持续优化业务

首笔贷款 5200 万澳元，标志着牧牛

中首次使用“国际市场公开询价”模

工作会暨二届三次职代会在京召开，

发展动力更加充足。公司营业收入、

布局，不断提升质量效益，努力实现

山项目顺利实现融资关闭。该项目

式，历经“21 选 3”过程，成功引入

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2019 年各项任务目标，奋力谱写新

成功实现了着眼充分挖掘项目商务

本地外资银行组团承贷。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17.16%、85.29%、23.22%，全面超额

时代中国电建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新

该项目聘用 KPMG 作为融资顾问，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

完成年度目标，对集团贡献率持续增

篇章。

于 2018 年 9 月正式组建银团，期间

落实电建集团（股份）工作部署，

长，向着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

聘请了涵盖法律、技术、税务、保险、

总结 2018 年工作，分析形势，部署

版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市场等领域的 9 家咨询机构参与融资

2019 年重要任务。

结构优势，探索全周期无追索项目
融资道路的全新尝试。
此前，牧牛山项目于 3 月 28 日
签署融资协议，牧牛山发电公司与上

绕四个方面开展好全年工作。一要抢

2018 年，公司荣获“首都文明

抓发展机遇，优化业务布局，提升海

单位、全国建筑业文化示范企业、全

外投资战略引领力。要坚定推进战略

述银团在悉尼举行了融资协议签约仪

工作。基于股东双方的精诚合作、公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作

式。该项目在协议签署半个月内即圆

司各部门的积极协作，公司高效完成

了题为《保持战略定力 提升质量效

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落地，项目开发要关注“技术、消纳、

满完成融资关闭，锁定后的利率水平

了融资结构设计、融资方案谈判、项

益 推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发展实现

等 30 多项集团及省部级以上荣誉，

土地、环评、回报、协议”六大要素，

也创公司历史新低。

目尽职调查、社会责任审查、融资协

新跨越》的工作报告；公司总经理、

企业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进一步彰

扎实推进市场开发。二要坚持精益管

议谈判等工作。

党委副书记杜春国传达了中央经济工

显，公司发展软实力显著增强。

理，聚焦质量效益，提升项目关键要

在签署融资协议的仪式上，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李铮代表公司感

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和澳新银

作会议精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

盛玉明在报告中总结回顾了公司

谢相关各方对牧牛山项目的辛苦付出

行均属澳大利亚四大银行之列，二者

责人会议精神、电建集团（股份）公

2018 年改革发展党建情况，他指出，

质量、安全、成本、环保”五大要素

和积极贡献，她强调，公司看好澳大

为项目提供贷款资金，有助于公司建

司 2019 年工作会议精神并作了总结

2018 年，公司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

管理，持续加强运营项目“电量、电

利亚的投资机会，有信心在澳洲取得

立在澳洲融资市场的良好声誉。项目

讲话。

绩，公司发展迈出了新步伐，主要体

费、安全、效益、责任”五大要素管

长远发展，并希望借此机会与澳洲金

融资关闭的实现，不仅保障了项目建

2018 年，公司积极参与“一带

现在：全面完成经营任务，主要经济

控。三要持续管理创新，增强内生活

融机构建立良好关系，为公司在澳洲

设资金需求，也增强了公司在澳洲市

一路”建设，抢抓全球新能源投资机

指标再创新高；持续深化精益管理，

力，提升内部管控价值创造力。精准

的业务发展、战略落地共同努力。

场业务开拓的信心，标志着公司在融

遇，坚持开发、建设、运营并重的工

运营质量效益显著增强；紧盯关键节

把控“架构、保险、土地、成本、风险、

资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突破。

作思路，外拓市场，内强管理，从容

点目标，在建项目管理有序受控；加

协议”融资六大要素，着力在提升财

应对复杂挑战，顺利实现“两签约、

快培育增长动能，业务市场布局更加

务资金管理、创新企业内部管理、强

两开工、一运营”目标，公司战略

优化；大力推进管理创新，管控支撑

化投资风险管控、强化科技质量管理、

牧牛山项目是中国电建在发达国
家首个融资落地的投资项目，也是澳
洲市场首个以长期绿证协议为基础量
内刊

盛玉明强调，2019 年要紧紧围

吴博 周雷皓 黄大为

党森峰

素管控力。突出抓好在建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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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安全生产管理、增强设备物资保

续推进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

障、打造专业人才团队上下功夫。四

与会代表结合公司实际对工作

要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文化培育，提

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地讨论，大家畅

升公司发展政治保障力。持续提升党

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一些

建质量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培

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13

保持战略定力 提升质量效益
推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发展实现新跨越
——在公司 2019 年工作会议暨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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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跟国
家改革开放步伐，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抢抓全球新能源投资机遇，
坚持开发、建设、运营并重的工作思路，外拓市场，内强管理，从容应对
复杂挑战，顺利实现“两签约、两开工、一运营”目标，公司战略引领更
加有力，市场布局更加科学，发展动力更加充足，企业改革发展和党建各
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公司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澳大利亚等新国别新领域，培育了
增长新动能。
大力推进管理创新，管控支撑
体系日益夯实
战略引领与组织支撑不断增强。
公司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战略研
判，准确把握市场机遇，年内对公司
“十三五”规划进行优化调整，组织

育特色海投文化，增强企业发展合力。
就贯彻落实好工作会议精神，杜

表彰了 2018 年先进单位、先进部门、

春国强调，要学习传达，深刻领会，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先进基

把思想统一到会议精神上，确保与公

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

司工作思路、工作部署保持一致。要

产党员和年度海投之星。
公司还组织开展了领导班子及

工作谋划中，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中层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民主测评工

科学谋划年度目标实现路径。要明确

作；进行了公司领导人员述廉议廉民

任务，分解责任，把工作落实到节点

主评议、领导人员后备干部推荐等

目标上，围绕工作任务抓好目标节点，

工作；公司党委和公司分别与总部部

确保按期完成。

门和子企业代表签订了党建工作责任
书、党风廉政与反腐败工作责任书、

实，杜春国提出八点要求。一要围绕

经营业绩责任书、平衡计分卡责任书、

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不断提升投资开

安全生产责任书和质量工作责任书。

发能力；二要围绕融资模式优化和创

公司领导、咨询、高级管理人员、

新，不断提升融资能力；三要围绕在

三副总师、总部部门负责人、职工代

建项目管控，不断强化项目建设管理

表及子企业党政负责人、安全总监等

能力；四要围绕精益化管理，持续提

350 余人在主、分会场参会。本次大

高项目运营管理能力；五要围绕风险

会设立北京主会场，并在北京总部、

管控工作，持续提高全周期风险管控

昆明公司、香港公司以及新加坡公司、

能力；六要围绕企业本质安全，持续

老挝公司、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公司

提升安全管理能力；七要围绕员工

等设立 12 个视频分会场。

属地化，持续提升中高端人才整合
能力；八要围绕强化党的建设，持

朱晓儒 刘向晨

召开新能源战略研讨会，超前谋划新

益生产和电力营销，所有运营电力

能源业务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

改革发展党建主要工作回顾

项目全面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全年发电量和电费回收双双创新高。

全面完成经营任务，主要经济
指标再创新高
2018 年，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

认清形势，把握方向，把思路凝聚到

就做好公司 2019 年重点工作落

内刊

会议期间，公司党委、公司还

一体”组织管控模式落地，强化精
公司 2018 年

深化全面预算管理，编制五年滚动
预算；加强投资成本管控税务管理；

紧盯关键节点目标，在建项目
管理有序受控

全方位开展资产评估、尽职调查、
投资架构、财务分析等，配合市场

要求，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利润、

公司全面落实“四位一体”组

资 产 总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16%、

织管控模式，建立常态化履约及分

85.29%、23.22%， 全 面 超 额 完 成 年

包专项检查工作机制，围绕关键线

以保障项目为主线开展采购业务，

度目标，对集团贡献率持续增长。

路、重要节点，强化过程管控，确

持续向管理要效益，节约采购资金，

公司全年发电量历史性突破 100 亿

保了在建项目“五大要素”有序受

办理出口退税，始终把安全生产摆

度，创造了公司跨越式发展的里程

控，实现了一系列重要节点；年内

在重要位置，年内建立健全了 13 项

碑，向着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

PRP 系统顺利上线试运行，成为集

安全管理标准，夯实安全管理根基；

级版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团首家按时完成的平台类子企业；

聘请专业机构深入南欧江流域和卡

2018 年，公司荣获“首都文明

电 子 招 标 评 标 室 投 入 使 用， 开 展

西姆项目开展隐患排查，全面提升

单位、全国建筑业文化示范企业、

了全球首例跨国异地同步开标评

现场安全管控能力。

全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

标工作。

位”等 30 多项集团及省部级以上荣
誉，企业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进一
步彰显。
持续深化精益管理，运营质量
效益显著增强

李旌

财务管理与资金工作卓有成效。

开发、服务公司决策。
机电物资与安全管理保障有力。

科技信息与质量管理创新推进。
围绕项目关键技术问题，充分发挥

加快培育增长动能，业务市场
布局更加优化

水电、火电技术管理委员会及外聘
专家团队作用，深入开展技术服务

公司坚持“水火风光并进、新

和咨询，公司技术管理工作更加务

老国别并举”，加快谋篇布局，建

实有效。深化科研攻关和成果交流，

立竞争资讯系统，多方式获取优质

年内 3 项课题在集团获一等奖、三

公司狠抓电力运营项目“五大

项目资源，在持续深耕老挝、柬埔

等奖，相关课题参加国际会议交流。

要素”管控，全面深入推进“两位

寨等传统国别市场的同时，开拓了

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网络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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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荣获电力企业信息安全创

综合办公能力，档案管理、社会责任、

想为主线，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年先进典型、全国企业文化杰出人

位一体”组织优势，要围绕项目运

新奖。质量管理进一步深化，顺利

信息报送、非传统安全等工作扎实

党委领导作用充分发挥，为公司持

物、首届国企海外形象建设优秀人

营重点、难点，细化落实“两位一

完成三标体系审核认证，多项工程

推进，公司荣膺中资企业首个海外

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物”等荣誉，公司副总经理、总会

体”实施方案，明晰“两位”的职责，

荣获中国电建优质工程奖。

履责示范基地，获集团“综合办公

风险管控与审计监察成效明显。
深入推进法治海投建设，通过建立

先进单位”等荣誉。
平台公司与人力资源支撑有力。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公司党委

计师李铮光荣当选中国妇女第十二

建立更加高效的工作机制，完善对

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次代表大会代表；形成学先进、争

运维单位的考核、评价、奖惩体系，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公司党

先进良好氛围，激发了榜样力量。

使现场管理的体制、机制、流程、

法律顾问制度，打造了一支“商法

平台公司持续强化自身建设，定位

委十九大精神研习成果在《国企党

标准更加适应生产需要。确保实现

融合”的法律合规风控团队；完善

更加清晰、管理更加有效、创效更

建》《当代电力文化》等刊载。二

全年各项运营管理目标。

公司合规管理体系，探索建立“灰

加突出。香港公司积极整合资源，

是加强“三基建设”。年内新组建

犀牛”风险管理机制；全面参与项

创新融资，强化资金保值增值和税

两个运营项目联合党工委并有效运

目前期尽调、协议谈判、投资架构

收筹划管理，成功取得香港居民纳

作；落实党建进章程要求，修订《公

设计等，重大决策、经济合同、规

税身份证明。新加坡公司着力强化

司党委议事规则》；扎实推进“两

章制度法律合规审核达 100%，积极

风险管控，全力完成供应保障任务，

表一计划”，层层签订党建责任书，

坚定推进战略落地。项目开发

功夫，强化财务资金对公司发展的

在项目股权转让等工作中发挥法律

持续提升贸易效益。昆明公司自身

并将其纳入平衡计分卡考核，强化

要关注“技术、消纳、土地、环评、

促进和保障作用，关注项目融资“架

支撑保障作用。扎实开展审计监察

“造血”功能持续增强，服务保障

结果运用；组织党组织书记述职评

回报、协议”六大要素，优化完善

构、保险、土地、成本、风险、协

工作，强化整改落实，推动公司经

作用进一步发挥。公司干部人才队

议，取得良好效果。三是加强主题

新能源业务布局，强化国别市场研

议”六大要素。重点做好全面预算、

营发展质量效益水平持续提升。

伍建设不断推进，“一石三柱”培

活动。以“党建质量提升年”为契机，

究，强化投资模式创新。扎实推进

融资管理，持续开展税收筹划。
着力在创新企业内部管理上下

持续管理创新，增强内生活力，
抢抓发展机遇，优化业务布局，
提升海外投资战略引领力

提升内部管控价值创造力
着力在提升财务资金管理上下

管理创新和综合业务不断提升。

训体系荣获首届“电力行业国际化

组织开展“银企支部共建”“党旗

建立复盘、创新、对标“三融体系”，

人才培养优秀成果十佳项目”；人

在电站飘扬，我为防洪度汛保平安”

极获取项目信息，要抢抓国家扩大

功夫，围绕增强内生活力目标，加

全年完成各类复盘报告 40 余个，深

才队伍数量、质量和结构进一步优

等主题活动，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

开放的有利时机，深度参与“一带

大力度推进管理创新。持续完善公

入开展对标，编制完成国别市场研

化，实现了员工与企业的共成长，

作用。四是加强“两个责任”。狠

一路”和“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司平衡计分卡考核机制，强化考核

究报告 16 个，助力海外投资市场开

员工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增强。

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

有效落实项目开发节点，锁定重点

成果应用，发挥激励机制作用；完

责任、监督责任，严格推动监督执

国别市场、重点项目，主动出击，

善复盘、对标、创新管理，深入总

纪第一种形态常态化，扎实开展海

在项目开发节点上实现新突破。

结提炼公司各项管理经验；各平台

蝉联集团管理评价考核第一名；优
化考核机制，将平衡计分卡考核延

深入开展党建工作，党的领导
作用持续加强

公司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一

外廉洁从业教育。五是加强巡视巡

伸到平台及项目公司，有效激发内

一年来，公司党委以学习贯彻

察。公司党委严把巡视整改质量关，

部活力，狠抓战略落地。持续提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积极落实国资委党委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组织开展自查自纠，构建长

坚持精益管理，聚焦质量效益，
提升项目关键要素管控力
加强在建项目管控，突出抓好

步明确定位，发挥资源整合、关系
维护、市场营销、项目保障等作用。
着力在强化投资风险管控上下功

效机制。六是加强文化建设。深入

在建项目“进度、质量、安全、成本、

夫，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

宣贯海投语录、海投理念。七是加

环保”五大要素管理，积极推广应

域法律风险管控服务，构建“大合规”

强对外宣传。不断举旗帜、拓渠道、

用 PRP 系统。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和

管理体系；深入推进依法合规经营，

建载体、展形象，持续讲好海外投

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四个责任体

坚守不发生重大风险底线；加强项

资故事。八是加强群团工作。深化

系”，严格执行有关环保法律法规

目法律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项目公

推进“三送、月月有主题、海投之星”

及 CA 协议要求，强化项目执行概算

司法律风险防控能力。紧盯重点项

等特色活动，组织各类群团活动 100

管控，做好动态对比分析，科学合

目、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加大审

余项，公司员工精神风貌在集团第

理优化设计，确保投资受控。深化

计力度，统筹审计立项规划，有重点、

二届在京单位职工运动会中得到很

落实“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有步骤、有深度、有成效地推进公

好体现。九是加强典型选树。年内

扎实推进年度节点目标。

司内控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和过程

一批公司员工荣获“全国优秀企业

内刊

2019 年重点任务

市场开发，提升市场开发能力，积

发；持续提升公司管理绩效，公司

老挝南欧江六级电站

15

提升运营企业效益，持续加强

家、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家、国务院

运营项目“电量、电费、安全、效益、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改革开放 40 周

责任”五大要素管控。充分发挥“两

跟踪审计等。
着力在强化科技质量管理上下
功夫，以服务生产为导向，积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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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权威科研机构围绕重大项目技术

着力在打造专业人才团队上下

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难题、综合技改等展开攻关，强化

功夫。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贯彻党章和

安全监测，全面提升技术保障水平；

线、干部标准和国企领导人员“20

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将全面从严

增加科研立项和形成成果，深化专

字”要求，着力培养高素质干部队

治党的要求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环

利、工法和知识产权管理；深化质

伍及后备干部梯队，选优配强各级

节，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于企业发展

量专项监管；积极开展重大工程质

班子和领导人员，持续培养选育优

全过程。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认真抓

量奖项申报，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秀年轻干部；做好人才招聘工作，

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一

着力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上下

寻找优秀人才加入公司；积极推动

步强化“两个责任”落实，进一步深

功夫，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中高端人才本土化，筑牢人才支撑；

化政治巡察，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体

坚守“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

进一步推动三项制度改革落地，激

系建设 , 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

建立健全全员责任制，切实将安全

发全员活力；强化“一石三柱”培

优势。

管理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训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员工综合素

把营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作为重大

质和能力。

加突出的位置，坚决遏制生产安全
事故，全面提高公司安全发展能力。

中宣部调研组
莅临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调研指导工作
斯坦的声誉度和知名度，展现中国
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成绩，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是
中国政府和巴方政府共同组织策划，
由中国电建和卡塔尔 AMC 公司共同投

持续培育特色海投文化。围绕提

资开发的混合所有制能源项目，是“中

升公司文化软实力目标，持续宣贯海

巴经济走廊”探索更多国家参与建设

投语录、海投精神、海投理念；大力

政治责任，把防控安全风险摆在更
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文化培育，
提升公司发展政治保障力

的首次尝试，是“走廊”首批落地实

加强海外传播能力建设，积极发掘和

施的能源类合作项目，也是中国电建

讲好生动鲜活的海外投资故事；强化
舆情管控，积极营造良好的发展舆论

着力在增强设备物资保障上下

持续提升党建质量水平。坚持

功夫，要适应公司业务发展新形势，

“四结合、四落实”，深入推动学

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工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持续增强企业发展合力。坚持以

作机制，持续加强对境外项目设备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往深里

人为本，服务企业生产、情系职工发

物资管理的服务、指导和监管；创

走、心里走、实里走；认真落实“中

新开展多样化的一般贸易业务；加

17

目前主导的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项
2019 年 3 月 30 日，中宣部国际

田哲一在认真听取汇报后，对

传播局副局长田哲一一行四人，莅

中国电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临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调研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向

指导工作。电建集团新闻中心主任

世界展现负责任、守信用、有担当、

煤电站已累计发电超过 95 亿千瓦时，

展，创新开展群团工作。持续加强“三

孙建立，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助理、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央企形象，给予

实现纳税近 2 亿美元，工程建设高

央企业基层党建推进年”部署要求，

送关爱、志愿服务、海投之星”等特

党工部主任李胜会，卡西姆联合党

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央企业积

峰期带动所在国万余人就业，运营

强运营项目备品备件采购及设备物

持续推进“三基建设”；推动党建

色载体建设，提升职工幸福感、获得

工委书记、发电公司总经理郭广领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海外

期为超过 600 名巴方员工提供了长

资仓储规范化管理；建立完善公司

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推进党

感；广泛开展“月月有主题”活动，

等陪同调研。

经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

期稳定就业岗位，为促进巴国家经

特种设备管理体系，指导推动项目

内主题活动常态化，切实激发基层

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持续关心

调研组一行深入现场，来到电

法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接国

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特种设备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党建活力实效。

关爱、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激发推动

站码头、主厂房、集控室等区域实

际话语体系，构建立体传播格局，

海投发展的青年力量；持续发扬劳模

地查看，全面了解卡西姆电站生产

擦亮塑造中国品牌，营造良好的外

精神、工匠精神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运营情况，对电站优良的运营指标、

部舆论环境。

倡导天道酬勤理念，传递爱岗敬业精

高标准的环保设施投入、员工属地

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化的深入开展等工作表示了赞许。

建设中的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
内刊

氛围。

目总投资额 20.85 亿美元，年均发电
量可达 90 亿千瓦时。
截止 2019 年 3 月，卡西姆港燃

刘向晨

周高明

中国电建
表 示， 将 在 中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上，调研组

宣部和国资委

观看了卡西姆项目专题片《丝路霞

党委的坚强领

光》，相关负责人先后汇报了中国

导 下， 以 更 加

电建、电建海投公司及卡西姆项目

有为的精神状

坚持国家站位，积极主动发声，增

态、 更 加 开 阔

强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

的 工 作 思 路，

经验做法、取得成效及下一步重点

进一步提升中

工作安排。

国企业在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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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
调研电建老挝市场经营情况

19

电建集团（股份）董事调研公司海外投资业务

2019 年 1

典型经验，并表示中国电建将在大

平，实现项目安全、可靠、长期、

月 4 日 下 午，

使馆的支持下，继续保持优良传统

持续的发展目标。随后，董事一行

中国驻老挝大

和务实作风，为推动老挝经济发展、

对甘再水电站进行了现场检查指导，

使姜再冬一行

促进中老务实合作和传统友谊努力

重点检查了项目现场安全生产管理、

到访中国电建

奋斗。中国电建老挝代表处全面汇

运维检修、新施工工艺应用效果等，

万象大厦，对

报了中国电建国际公司概况和在老

充分肯定了海投公司的项目运维管

中国电建在老

工程承包情况。

理水平，并高度赞扬公司员工吃苦

挝市场经营情

姜再冬高度评价中国电建深入践

况进行调研指

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对中国

导。大使馆经

电建在老挝多年来深耕细作取得的丰

济商务参赞处

硕成果深表赞赏，赞叹中国电建是央

参赞王其辉，电建海投公司、中国

企“走出去”的优秀代表，充分肯定

电建集团（股份）董事陈元魁、裴真，

战略意义及海投公司充分发挥中国

电建老挝代表处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中国电建在海外党建、社会责任等方

独立董事徐冬根、栾军、戴德明，

电建全产业链优势等情况。李铮就

姜再冬一行首先参观了中国电

面的实践成效，表扬中国电建在积极

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丁永泉等一行 6

香港公司的成立背景、当前治理结

建老挝代表处及电建海投老挝公司，

融入当地、推动老挝经济社会发展、

人，对电建海投公司柬埔寨投资项

构与组织结构、经营效益与资产质

了解电建万象大厦的办公生活环境，

深化中老传统友谊等方面做出的重

目及电建海投香港公司进行考察调

量、五年来主要工作成效及下一步

与中老员工见面并表达了新年问候。

大贡献。他希望中国电建充分利用

研。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

工作规划进行了专项汇报。调研团

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助理、老挝公

企业自身优势和中老关系顺利发展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铮陪同调研。

认真听取了汇报，就重点亮点问题

司总经理黄彦德代表中国电建对大

的良好环境，争取更大的发展，在

在柬埔寨甘再水电站，项目公

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并分别针

使馆长期以来对中国电建的关心和

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

司负责人就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经

对此行调研的投资电站、平台公司

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姜大使来老

效益，重点在属地化经营、社会责任、

营、重大事项、党建工作、项目亮

进行了点评。调研团队对电建海投

履新表示热烈祝贺，尤其是姜大使

环境保护等方面持续加大工作力度。

点、重要成果及风险管控措施等进

及香港公司快速发展、投资与融资

第一时间调研考察中国电建在老企

姜再冬建议中国电建充分利用澜沧

行了详细汇报。股份公司董事及独

并行运作、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

业情况，令中国电建全体在老员工

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推动企业在

立董事认真听取了汇报，对海投公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成绩高度肯定，

备感振奋和鼓舞。

老能源电力项目的开发，做好对外

司在海外项目实施的标准化管理及

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与落实电

耐劳、勇于创新、积极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的努力和实践。
在电建海投香港公司，盛玉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至 28 日，

汇报了海投香港平台的特殊使命、

宣传和协调。最后，姜再冬感谢中

风险管控给予高度肯定，对项目公

建集团国际化战略、企业自身管理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和在

国电建长期以来对使馆工作的支持，

司实施“两位一体”及推行属地化

体系建设、业务拓展等多角度提出

老投资情况，重点介绍了中国电建

他将择机赴中国电建项目现场调研

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

了建议，并表达了对海投公司未来

在老挝市场开发、投资项目管理、

考察，以加深对中国电建的了解，

同时强调，在项目的运维及经营管

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愿。

党建工作、非传统安全管理、社会

并一如既往大力支持中国电建的各

理中，要高度重视企业党风廉政建

责任及对外宣传方面的独特优势和

项工作，为企业排忧解难。

设及风险管控，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座谈会上，黄彦德全面汇报了

冉青松 彭朝鑫

杨才 于正刚

贾鹏 桑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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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志勇出席指导
公司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动发展作用。四是海投公司发展已

“水火风光并进”思路，以积极作为、

做了大量扎实的会前准备工作，领

进入重要的转型升级阶段，防范风

奋发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状态创造

导班子及成员的对照检查深刻透彻，

险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要分析目

新业绩。四要坚持廉洁自律纠正“四

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奔主题，

前转型升级任务和现状，针对已有

风”，为公司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发

实现了预期效果，对于进一步推进

项目进行深度复盘，通过建设期和

展环境。五要抓好整改确保会议效果，

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运营期的问题梳理，加强对前期开

实施闭环管理，构建长效机制，团结

要意义。同时，晏志勇还指出了本

发工作的指导和完善。五是要更为

带领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推进中国电建

次民主生活会需要完善和进一步加

全面系统的研究属地化、全球化工

海外投资业务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电

强改进的方面。

作；在国际市场的资本、资金运作

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作出新的更大的

晏志勇结合贯彻落实电建集团

领域持续加强探讨，探索更多资源

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股份）党委部署要求，对海外投

和途径，创新方式方法，实现海投

国成立 70 周年。

资业务和电建海投公司改革发展提

在全球业务中的集约化发展。六是

出了六点希望与要求：一是领导班

在开展海外业务中要切实关注境外

子及成员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

安全，关爱关心海外员工；认真进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行形势研判，进一步加强重点国别

2019 年 2 月 20 日，电建集团（股

党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情

结合此次民主生活会，要按照学懂

市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管理；推进

份）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出席

况和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及准

弄通做实要求，切实推动学习贯彻

海外投资业务更好更快发展。

指导电建海投公司 2018 年度党员领

备情况；电建海投公司党委书记、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电建海投公司党委表示，将进

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并作重要讲话。

董事长盛玉明代表公司党委班子围

二是要进一步紧密结合实际，在政

一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

电建集团（股份）办公厅主任吴旭

绕本次民主生活会主题，重点从思

治建设和业务拓展方面着力加强领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良等督导组成员出席会议。公司党

想政治、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三

导班子建设，真正适应海外投资业

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海外投资战

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主持会议，

个方面查摆了存在问题和不足，深

务的新发展；要持续加强党的建设，

略规划为引领，奋力推进公司实现高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等

入剖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今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积极落实

质量发展。一要持续加强政治理论学

在京公司领导参加会议。

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公司领

“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年”部署要求，

习，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按照电建集团（股份）党委部

导班子成员按照要求，认真报告了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抓好职责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署要求，电建海投公司党委认真做

个人有关事项及廉洁从业情况，围

分管范围内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

推动工作。二要重点加强政治能力建

好专题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

绕会议主题，查找问题、深刻剖析，

反腐败工作，进一步提高民主生活

设；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旗帜

议、深入开展谈心交流、认真撰写

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质量。三是要进一步梳理和思考

鲜明讲政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对照检查材料等各项会前准备工作。

内刊

主生活会高度重视，按照有关要求

晏志勇代表电建集团（股份）

海投发展战略、发展定位、发展思路、

要进一步强化“一岗双责”，扎实推

会议通报了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党委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他

落实措施及实施路径等；要按照集

进全面从严治党。三要不断提升业务

2018 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国资委

指出，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对此次民

团战略导向，勇于承担平台引领带

发展能力，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李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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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璀到香港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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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 2019 年形势与战略高层研讨会

2019 年 1 月 17 日 至 19 日， 公

会议围绕市场开发、项目管理、

产的项目充分发挥作用为公司创造效

司在京召开 2019 年形势与战略高层

公司管理三大类等 27 项内容，以头

益；要使海投基业长青，让海投人有

研讨会。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脑风暴的方式进行深入研讨。与会领

着尊严和骄傲。

长盛玉明主持。公司总经理杜春国及

导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思想碰撞

与会领导围绕党建与生产经营

公司领导班子、咨询、高管、各部门

中激发出智慧的火花，在激烈讨论中

的深度融合、经营活动分析、管理流

主要负责人近 40 人参加会议。会议

谋划出新的思路。自成立以来，公司

程优化、平台公司定位、属地化管理、

认真分析了公司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

实现了快速发展，2018 年资产总额、

年轻人才培养、风险控制、讲好海投

务，客观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明

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成立时 6

故事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

确了具体改进措施和今后努力方向。

倍、26 倍和 41 倍，发展令人鼓舞。

了建设性的建议。最后，会议共梳理

会议听取了公司财务现状及未

目前，公司在 10 余个“一带一路”

出 50 多项合理化建议及重点工作，

来发展建议、中央企业警示案例分析、

沿线国家有 8 个运营、4 个在建和 10

并列入各部门、各项目平衡计分卡考

海外投资业务对标分析、国内外火电

余个前期项目，电力项目总装机 400

核指标，会后抓好落实。

运营管理对标分析等对标分享。

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 100 亿度，不

优秀的企业都是在冬天谋篇布

仅获得了良好的项目投资回报，而且

局。盛玉明指出，公司已经连续七年

成功引领集团全产业链走出去。

召开务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大家

2018 年 12 月 6 日，电建集团（股

指示，就集团公司当期发展形势、

份）公司总会计师孙璀莅临海投香港

党建及改革思路情况进行了分享 ,

盛玉明指出，海外投资要遵循投

针对公司管理、业务管理、项目管理

公司调研指导工作。集团公司董事会

并对电建海投及香港公司的健康快

资规律，提升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

进行全方位研讨，思想发生碰撞，观

办公室副主任李积平，电建海投公司

速发展进行了高度评价。孙璀在调

维，纯商业化项目应成为主流，要抓

点发生交流，贡献思想与智慧，形成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兼香港公司总经

研结束时表示，电建海投是中国电

住投资窗口期和市场机会。2018 年公

企业的管理思想。企业的管理既要有

理李铮陪同调研。

建的重要平台，香港公司五大职能

司牧牛山风电项目成功签约并开工建

硬指标，也要有软文化。公司要善于

在汇报会上，李铮就香港公司

平台皆有人才发展机会，所培养的

设，标志着公司实现新能源领域和发

将文化与理念讲出来，化为能力与智

平台建设、重大项目财务收支及风

将是集团紧缺型人才，希望大家珍

达国家市场的双突破。发达国家政策

慧，使每个人成为正能量体，形成势

险管理、资本运营及规划、运用海

惜机遇，勤下功夫，擅于总结，积

稳定，但环保要求严格，公司要因地

不可挡的发展气势，形成海投独特的

投“五大坚持”推动香港公司发展

极创新，共同为集团公司发展努力

制宜，探索新的海外投资和管控模式。

基因、开放包容的文化和管理思想。

等情况进行了专项汇报，同时就香

奋斗。

港公司的党建工作、人文关怀以及
团队建设进行了详细汇报。
孙璀认真听取了各项汇报后，
站在集团角度就重点工作、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详细询问、点评和专项

杜春国指出，投资项目要实现投

会议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汇聚

李积平在调研中结合亲历的境

资收益，投资协议和购电协议是前提

了众智，为公司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外项目执行经验，就如何加强境外

和基础。项目建设可形成价值，项目

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公司健康快速发

风险管控等事项提出了宝贵建议。
于正刚
焦婧

运营则要做到电力消纳和电费回收；

展集聚了磅礴力量。

要重建和优化市场开发模式、管理体

高超 齐晓凡

制，加强电力消纳和电费回收工作，
强化属地化管理，让已经变成优良资

内刊

2019.04 第 7 期

24

F

一

FRONTLINE

FOCUS

公司 2018 年累计发电量突破 100 亿千瓦时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2 时，
公司 2018 年累计发电量突破 100 亿千

造了海外中资发电企业年度发电利用
小时数的最佳指标。

25

公司召开 2019 年度电力生产工作会

营与建设的顺畅衔接，明古鲁项目要

负荷。
近年来，公司坚持市场开发、项

学习卡西姆经验，充分做好各类试验

瓦时，实现中国电建海外投资电站年

面对当地国电力消纳乏力，国际

目建设、运营生产并重的发展思路，

取证等生产准备工作；三是卡西姆项

发电量里程碑突破，向着打造电建集

煤价波动大，送出线路、电网故障频

将电力生产运营上升到战略高度。公

目公司要按计划完成 COD 核价，做好

团重要四大海外平台，实现 1221 战

发，货币兑换不及时，非传统安全风

司连续两年召开电力生产经营工作

2019 年两台机组扩大性 C 修工作，

略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为发电公司

险加大等不利因素，公司党委书记、

会，确立了“安全、稳定、长期、连续”

督促线路的升级改造工作，提高送出

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

董事长盛玉明，总经理杜春国等多次

的指导方针，明确了五大管控要素，

线路可靠性，保证电站设备安全；四

了强劲支持，也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

赴生产一线，调研指导电站发电生产、

持续优化“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是积极推进南欧江北部送电越南工

献上了一份大礼。

电费回收等工作。各海外发电公司按

大力推进电力生产规范化、标准化和

作；五是各发电公司要加强防洪度汛

公司累计发电量突破 100 亿千瓦

照 2018 年电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部

信息化工作，着力抓好生产准备工作，

工作，提高应急处理能力，科学调度，

时节点中，各项目具体情况包括，巴

署，着力加强“电量、电费、安全、

成立电力营销委员会，超前谋划电力

度电必争；六是要加强专业学习，特

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72.32 亿千

效益、责任”五大要素管控，以精益

营销和电费回收工作，有效实施属地

别是对海外电力运维规律的探索；七

瓦时、老挝南欧江一期水电站 13.82

化管理、标准信息化建设、属地化经

化经营和跨文化管理，让“听得见炮

是加强安全管理，严格标准化作业，

亿千瓦时、柬埔寨甘再水电站 5.40

营、工作复盘、对标学习等为切入点，

声的人”决策，脚踏实地，精准施策，

亿千瓦时、老挝南俄五水电站 5.03

全面优化发电生产管控模式，持续提

实现了公司电力生产经营工作的扎实

亿千瓦时、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按时完成年度

推进。

3.56 亿千瓦时。公司发电机组年度发

检修及技改，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确

电利用小时数为 4496 小时，同时创

保设备可利用率，最大限度提升发电

陈国梁 刘向晨

深入分析和经验分享。在“两位一体”

做好培训；八是在各发电公司推广实

司 2019 年度电力生产工作会议在昆

组织管控模式和五大要素管控、电力

施平衡记分卡管理；九是加强精益管

明隆重召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营销、运营项目主协议、发电设备创

理，提升效益。

盛玉明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公司

新管理及实践四个专题研讨会中，参

会议期间，公司发布了各运营

副总经理俞祥荣、张奋来，公司高级

会代表就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

项目主协议执行指导手册，并向南

顾问付元初，公司相关部门和公司所

需要解决的事项进行了热烈而有效的

欧江一期项目颁发了“两位一体”

属各发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研讨。

组织管控最佳案例奖和平衡计分卡

2019 年 3 月 26 日 至 27 日， 公

参加会议。

绩效考核最佳案例奖。运营管理部

给予了高度肯定，对各发电公司的报

对五大要素管控进行详细解读、宣

营销、强化精益管理，以五大要素管

告、经验分享逐一点评，从对标学习、

贯，并对各运营项目主协议执行情

控落地推动电力生产高质量发展》的

指标管控、平衡计分卡管理、运营项

况进行了解读分析。

工作报告。报告对公司 2018 年电力

目五大管控要素、“两位一体”组织

公司各职能部门和各发电公司

生产工作进行回顾，对公司电力生产

管控模式实施、设备管控体系建立等

参会代表对公司 2019 年度电力生产

面临的新形势进行研判，对 2019 年

方面进行阐述并作出指示。

工作建言献策，并表示将认真贯彻落

运营管理部作了题为《聚焦生产

内刊

盛玉明对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效

工作思路、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进行

盛玉明提出九点要求，一是各

实本次会议部署，做好 2019 年度各

部署，并做《海投公司 / 股份公司电

发电公司要认真学习传达工作会和本

项电力生产工作，为提升公司电力投

力运行对标分析》报告。各发电企业

次电力生产会议精神；二是南欧江一

资效益做出更大贡献。

汇报了 2018 年电力生产工作情况，

期和二期项目要统筹好运营一体化

对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作了

工作以及集控中心生产准备，确保运

陈国梁 邓明进

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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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
举行电站 EPC 合同签约仪式

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 2 号机组管型座开始安装

2019 年 4 月，老挝

装，在吊装前需要按照要求对焊缝进

时，海投公司将以“介

南欧江一级电站 2 号机

行 MT、UT 探伤，吊装时需对部件进

入式管理”的业主服

组管型座正式开始进入

行起吊、翻身后将设备吊入基坑内然

务管理理念帮助和支

安装工序。

后放置的楔子板上，摘钩后需要调整

持各合作单位，高效

中心及高程、里程及垂直度，为后续

解决项目过程中的问

的安装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题，共同保障巴瑞萨

南欧江一级电站管
型座共 4 套。每套结构
均为内壳体，外壳体，

项目取得圆满成功。

南欧江一级电站 2 号机组管型座

骆家聪表示，上

上立柱，下立柱。其中

安装有序推进，自此，一级电站 1 号、

内壳体外壳体均为四瓣、

2 号机组进入全面安装阶段，安装工

海电建与海投公司在

上下立柱各一节。拼装

作进展顺利。

卡西姆、明古鲁项目

管型座的第一步是将已

中保持着良好合作，

张华南 赵天明

焊接完成的下立柱及内壳体吊装到

本次签约孟加拉项目

位，本工序使用主厂房桥机进行吊

标志着双方的合作进

印尼明古鲁项目 1 号 锅炉水压试验一次成功
2019 年 2 月 28 日 14 时 56 分，

的工作范围和作业内容进行梳理、

结束，为下一步的炉墙砌筑、锅炉酸

印尼明鲁古 2×100MW 燃煤发电项目 1

盘点和细化；在优化作业程序、落

洗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机组按

号锅炉水压试验一次上水、一次成功。

27

实工作责任的同时，针对现场所面

2019 年 3 月 22 日，孟加拉巴瑞

入了新阶段。他希望双方在今后的国

萨燃煤电站项目电站 EPC 合同签约

际业务中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上海电

仪式在上海举行。电建海投公司董

建将配置优秀项目班子成员，整合资

事长盛玉明，上海电建公司董事长

源，和参建各方通力合作，科学组织、

骆家聪，公司副总经理钟海祥，上

严谨安排、全力以赴，在严把质量关

海电建公司副总经理沈刚毅、张昶

的前提下优化成本、控制进度，出色

等出席签约仪式。

完成项目建设，与海投公司一起努力

签约仪式上，盛玉明对电站 EPC

将巴瑞萨项目打造成海外精品工程，

期投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合同的签署表示祝贺，并向上海电建

建设中国电建在孟加拉的标杆项目。

吴书胜 魏文刚

对项目的高度重视表示感谢。盛玉明

巴瑞萨项目作为中国电建集团

参与水压试验的 10800 道锅炉受

临的到货集中置场饱合，施工用地

监焊口无一泄漏、金属壁无渗湿、受

狭小组合率偏低，两机同步施工资

表示，上海电建具有丰富的海外项目

布局孟加拉市场的第一个大型电站投

压元件无明显残余变形，符合《电力

源紧张等现实

经验，希望今后与海投公司精诚合

资项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公

建设施工技术规范》规定的水压试验

困难，发电公

作，相互包容，以高度敬业的态度将

司依托集团全产业链优势，推进“四

合格标准，明古鲁项目 1 号锅炉水压

司讨论制定了

巴瑞萨项目向前推进，全力实现项目

位一体”组织管控体系落地的重要体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切实可行的应

2021 年底的发电目标和 COD 里程碑

现，是实现产业链向价值链转化的重

对方案。

节点。盛玉明介绍，海投公司近年来

要举措。本次电站 EPC 合同的签署，

为了迅速高效完成水压及水压

吴书胜

相关工作，保证锅炉水压一次上水、

锅炉水压

的发展离不开能力体系和制度体系的

是巴瑞萨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

一次成功，发电公司充分发挥业主

试验的成功标

建设，希望上海电建在“四位一体”

后续快速稳定推进后续工作奠定了坚

在“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中的

志着明古鲁项

组织管控体系中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

实基础。

主导和引领作用，深度介入管理，

目 1 号锅炉本

势，打造和维护项目“命运共同体”，

组织业主工程师、EPC 承包商、湖北

体及管路系统

团结一致、扎实推进，深抓进度、质量、

工程公司等参建单位，对水压试验

安装工作基本

安全、成本和环保五大要素管控。同

内刊

韩小云 菅志刚

菅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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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批先进典型受到上级表彰

公司 8 项成果荣获 2018 年电力创新奖
2018年11月27日至28日，2018年
中国电力创新成果交流会与全国电力

盛玉明获2018年国务院政府特殊

杜春国荣获年度“全国优秀施工企

蔡斌获评2018国企海外形象建设

获信息化类二等奖。

津贴，并获评全国优秀企业家、中

业家”荣誉

优秀人物及电建股份公司改革开放

近年来，公司高度重视管理创

大会表彰了2018年度中国电力创新奖

新工作，紧紧围绕集团和公司的战略

项，电建海投公司共有8项成果获奖

部署，认真落实“坚持管理创新”理

（其中3个一等奖、5个二等奖），中

念，聚焦海外投资业务，从市场开

国电建数字化转型之路等大奖成果在

发、建设管理、移民生计、人才本土

大会上进行了推广。此次峰会是集高

化、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等方面，结

峰论坛、展览展示、创新成果转化专

合企业实际进行管理方式、管理理

场交流为一体的创新盛会，国家能源

念、组织模式的探索创新。公司建立

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华北电力

管理创新制度及激励机制，每年举办

大学及各理事企业等领导参加会议，

管理创新大赛，多层级开展管理创新

电力企业代表围绕电力行业两化融合

培训，多形式举办管理创新成果交

推进展开交流。

流，鼓励员工立足岗位进行管理创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以“三

新。“坚持管理创新”理念已经深入

融”为核心的跨文化管理实践研究》

人心，公司员工将创新应用于日常工

荣获管理II类一等奖；《海外电力投

作，持续完善管理方法、优化管理流

资企业以“五大坚持”理念为指引的

程、创新管理模式，推动公司实现健

国际项目开发与管理》和《海外水电

康可持续发展。

投资建设“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中国电力创新奖由中国电力企

构建与应用》荣获管理I类一等奖；

业联合会组织评审，是中国电力创奖

《电建海投公司中高端人才本土化实

项的最高奖项，也是直接申报国家创

施路径的探索实践》《提升风险管控

新大奖的通道之一。2018年，经过形

能力的海外电力项目投资企业法治风

式审查、网上初审、现场复审、专项

控一体化管理创新实践》《水电投资

评定及奖励委员会的审定等严谨的评

企业以突破移民生计发展瓶颈为目标

审程序，组委会在6000多项的申报成

的全周期生计管理》《以提升海外投

果中评出270多项成果进行奖励。

系建设》荣获管理I类二等奖；《柬

内刊

埔寨甘再智慧电厂运营管理平台》荣

行业两化融合推进会在成都召开。

资项目应急能力为目标的应急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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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玲

国电建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企
业负责人”荣誉称号

2018年4月19日至20日，中国施

40周年“新典型”

工企业管理协会第33次年会暨2018年

2018年12月12日，2018•中国企

2019年初，经国务院批准，2018

工程建设行业发展论坛大会在合肥召

业海外形象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作为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开。协会副会长、集团（股份）公司

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首届国企海外

正式公布，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

副总经理姚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形象建设优秀案例及优秀个人评选活

所、企事业单位超4000名专家学者以

总经理杜春国荣获年度“全国优秀施

动结果同时揭晓，公司副总经理蔡斌

及技术人员入选。公司党委书记、董

工企业家”称号。

荣获“国有企业海外形象建设优秀人
物奖”。

事长盛玉明荣列名单之中。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对于高层次专业技术
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奖励制度，
获评者被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李铮当选中国电建唯一代表参加中
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
获评多项个人荣誉

专家”。2018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8年10月30日上午，中国妇女

选拔工作要求，获评者需要具备良好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

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并模范履行

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岗位职责。选拔工作围绕国家重大战

洋、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开展，甄选

到会祝贺，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

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

此次大会，中央企业系统（在京）49

题提供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科

名代表首次单独组团，她们是从中央

学理论依据，专业技术业绩、成果和

企业330多万女职工中推选产生的优

贡献突出的个人。

秀代表，电建海投公司副总经理、总

2018年6月6日，2018年全国企业
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在江苏江

会计师李铮作为中国电建唯一代表参
加了会议。

阴举行。大会表彰了2017-2018年度

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李铮

全国优秀企业家，盛玉明获此殊荣。

先后荣获“2018中国财务管理全球

2019年1月22日，电建集团（股

论坛”评选的“2018中国十大资本

份）公司2019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召

运营CFO年度人物”称号，“数豆中

开，会议期间表彰了集团公司改革开

国·年度领导力CFO”奖，国际专业

放40周年先进典型人物，盛玉明荣获

会计师组织ACCA颁发的“中国CFO领

股份公司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企业

导力卓越奖”，以及电建集团（股

负责人”荣誉称号。

份）2018年度先进工会工作者。

2019年1月22日，电建集团（股
份）公司2019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期间对集团公司改革开放40周年先进典
型人物进行了表彰，蔡斌荣获股份公司
改革开放40周年“新典型”荣誉称号。
公司其他先进典型受到上级表彰
2019年1月22日，电建集团（股
份）公司2019年度工作会议期间，公
司总经理助理、老挝公司总经理黄
彦德荣获股份公司2019年“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
2019年3月21日，在郑州召开的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二届四次全委会暨2019年工
会工作会议上，电建集团（股份）
工会表彰了2018年工会先进集体及
个人，赵新华、潘韵萍、周志辉、
王耀东等4位同志分别荣获集团（股
份）2018年度先进工会工作者、先
进女职工、最美职工贴心人、工会
积极分子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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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果喜获
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国家级二等奖

31

公司课题荣获
“首届国有企业海外形象建设优秀案例奖”
好国家形象贡献力量。

2019年4月2日，

主的“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旨

2018年12月12日，2018•中国企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主

在发挥集团全产业链优势，紧紧围

业海外形象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中宣

此次峰会揭晓的首届国企海外

办的2019年全国企业

绕工程建设目标，以合同约束为前

部副部长蒋建国、国务院国资委副主

形象建设优秀案例评选，是由中国报

管理创新大会在北京

提，采取多维度、多形式的组织管理

任翁杰明等领导出席会议。作为本届

道杂志社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召开。以公司董事长

方式，聚焦建设期的进度、质量、安

论坛的一大亮点，首届国企海外形象

组织开展，该奖项以“挖掘典型案

盛玉明为第一主创人

全、成本、环保“五大要素”管控，

建设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结果在论坛上

例建设企业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为宗

申报的公司创新成果

实现集成管理、资源共享、强强联

揭晓，公司报送的《‘四个聚焦’海

旨，根据各领域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

《海外电力项目全产

合、合作共赢，通过全过程精益管

外投资特色传播模式案例》荣获“首

中所发生的故事等进行案例征集，为

业链价值创造的“四

理，风险管控，提升建设管理能力，

届国有企业海外形象建设优秀案例

国有企业把握最新国际传播趋势、提

位一体”组织管控模

提高工程质量效益，降低经营成本，

奖”。

升海外传播力和形象建设水平提供可

式构建》（以巴基斯坦卡西姆火电站

使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具有市场竞争

蒋建国在致辞中指出，企业提

项目为例）喜获第二十五届全国企业

力，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和全产

升海外形象建设，要保持战略定力，

近年来，公司在“走出去”发

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国家级二等奖。

业链价值创造，实现编队出海。

坚持创新，强化主体意识，把企业国

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

际化的战略纳入管理，推动企业履行

展海外业务过程中，直面中资企业海

海外社会职责；要加强沟通与交往，影

外发展和本土化经营面临的挑战，

响有影响的人，增进国际上对中国企业

扎实有效进行海外形象建设，通过坚

的了解；要注意接地气，加深对当地人

持“四个聚焦”，即聚焦保障机制建

文环境的理解，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

设、聚焦传播渠道搭建、聚焦主动密

力；要加大传播力度，提高与外国媒体

集发声、聚焦讲好中国故事，着力激

打交道的能力。

发外宣活力，提升外宣成效，推进借

以业主方为主导核心，构建以

武夏宁 袁莉

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为

公司荣获
2018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奖项

借鉴的优秀案例。

翁杰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企

机求显，促进文化融合，为海外业务

业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更在改

发展创造了良好舆论环境，实现了海

革开放中进一步成长。国企要从树

外电力能源投资持续健康发展，促进

2018年12月12日，2018中国企业

建与实施》获得二等奖，以上成果从

立弘扬国家形象的高度来思考谋划

了中国技术、标准、设备、文化“走

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发布会暨中企研第

项目建设、税收筹划、财务质量和财

企业形象建设，统筹好各类资源，

出去”更好的融入国际商业生态圈。

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

务尽调等角度充分展示了中国电建海

通过讲好企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高峰论坛创

外投资项目的先进经验。

音，努力成为中国故事的生动讲述

设于2013年,至今已经举办了6届,连

者、自觉传播者。

续5年开展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并

发布2018年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
果，公司3项管理创新成果分获一等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成

奖、二等奖，并作为获奖代表领奖。

立于1991年7月，业务主管部门为国

此次峰会由中宣部（国务院新

发布报告,并在2015年发起成立中国

公司成果《海外发电企业“两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企

闻办）、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中国

企业海外形象联盟,旨在进一步提升

位一体”电力生产组织管控模式构建

研开展企业体制改革、企业转型升级

外文局主办，中国报道杂志社承

中国企业品牌和国际影响力、助力建

与实施》和《实现海外投资税收筹划

等企业改革与发展相关课题的调查研

办，以“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

设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

的中间控股平台设立及风险防控体系

究、咨询服务，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

海外形象建设再出发”为主题，多

建设》获得一等奖，《基于财务质量

国家政策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角度、深层次探讨新的国际环境和

在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刘向晨 张一凡

分析的境外投资财务尽职调查体系构

杨玲

时代背景下，企业如何提升自身形
象、打造品牌价值，为塑造中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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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全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工作优秀项目
2019年1月，中国能源化

33

公司荣获
2018 年全国建筑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之后的又一殊荣。

学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

工会工作优秀项目的通报》

公司精心培育“海文化”，坚持“五

会在西安召开，公司申

极开展集中采购电子平台、进出口贸

（能源化学工发〔2018〕34

个融合”，组织“月月有主题”，即

报的《基于“互联网+”

易与国际物流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电

号）表彰了全国能源化学地质

每月在公司总部和海外各项目公司

的海外电力投资企业设

力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及设备资产管理

系统优秀工会工作项目，公司

开展特色鲜明的文化主题活动，统一

备物资保障体系的建立

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努力创建

《以五个融合开展“月月有主

思想，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创造和

与实施》荣获一等奖。

基于“互联网+”的设备物资保障体

题”活动》荣获“全国能源化

谐，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海外投资环

随着海外投资业

系，有力保障了海外在建项目顺利实

学地质工会工作优秀项目”，

境，推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

务发展，公司设备物资

施和运营项目稳定运行，商业效益显

这是继公司工会荣获“全国模

设备、中国文化更好融入国际经济生

保障工作顺应新形势下

著。公司本次申报的管理创新成果经

态圈发挥了重要作用。

的管理要求，着力解决

过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初评、复评、最

国别市场多、项目类型

终审定等程序，从400多项申报成果

范职工之家”“全国电力行业工会工

李胜会

作优秀单位”“中国电建先进工会”

公司荣获
“2018 年度电力行业雷锋式先进集体”称号

2018年12月6日，2018年全国建

多、时间跨度长的管理难点，将信息

筑业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交流大

化作为提高管理能力的重要抓手，积

中脱颖而出，并荣获一等奖。
王亮

公司科技项目荣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步奖

2018年11月，在中国电力传媒集

条件，也给孩子们送去爱心助学金和

项目继荣获

国内外类似工程推广应用积累了实践

团和《雷锋》杂志联合举办的“电力

学习用品，为他们的求学梦助力加

2018年度中

经验和工程实例。

行业雷锋式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事迹

油。此外，财务资金团队近年来还开

国电建集团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经国家科

征集评选”活动中，公司财务资金团

展服务留守老人、植树造林、“一带

科技进步奖

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于2001年

队以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精神，获

一路知识伴你行”等学雷锋志愿服务

之后再获殊

3月设立。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坚持

得“2018年度电力行业雷锋式先进集

活动，为崇礼县东南沟村的留守老人

荣，也是公

客观、公平、公正和宁缺毋滥的评审

体”荣誉称号。

送去御寒棉衣，并通过购买当地农产

司首次荣获

原则，采用专家网络初评、专业评审

品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用实际行

中国电力科

组、评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等多层

动改善他们的生活。

学技术进步

次评审方式，实现了评审环节的充分

奖。

民主和不断创新。中国电力科学技术

自2014年起，团队以“开展助
学帮扶，助力青年成长，服务公司
发展”为导向，积极践行雷锋精神。

公司财务资金团队的帮扶活动

财务资金团队以国家级贫困县河北张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获得了崇礼

家口市崇礼县作为服务对象，在崇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财务

《高土

奖涵盖了电网技术、水力发电技术、

石坝复合土

火力发电技术、核电技术、新能源发

工膜面板防渗关键技术研究》依托老

电技术等众多专业领域，具有相当的
代表性和权威性。

礼县清三营小学接连开展“情系崇

资金团队也通过拍摄爱心助学公益活

2019年4月，公司与昆明勘测设

礼，爱心助学”“相约崇礼、金秋助

动视频等形式，不断扩大助学活动的

计研究院、水电十五局联合申报的科

挝南欧江六级水电站，建成世界上软

学”“支教+联谊，北京有个家”等

力度和影响力，发动越来越多员工参

研项目《高土石坝复合土工膜面板防

岩填筑比例最大、最高的无覆盖复合

渗关键技术研究》荣获2018年度中国

土工膜堆石坝，多项技术实现突破，

电力科学技术三等奖。这是该科研

取得了3项专利和1项省部级工法，为

学雷锋服务系列活动，为清三营小学
带去先进的教学设备和理念，提高学

与到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
尹源

白存忠

校的信息化教学水平，改善学校寄宿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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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2018 年度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先进企业”

2019年1月24日，电建股份公司
在北京召开2019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

公司部署 2019 年党建工作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续第二年开展“三个一”宣传、录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等

制各级领导讲安全微视频，增强全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员安全责任；持续践行专业的人做

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专业的事，聘请专业咨询机构、集

和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牢固

团内外专家深入项目一线开展隐患

司、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五大

排查，提升现场安全管控能力；公

老挝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中国

坚持”落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

司在建设项目上构建“四位一体”

水电 - 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司 4 个党

一步夯实安全管理根基，提升安全生

组织管控模式，用统一安全管理标

组织，围绕海外项目联合党组织作用

产能力。

准、组织培训机构到现场、预付

发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加强专业

会上，老挝南欧江发电有限公

议。海投公司等11家企业获评2018年

公司建立完善了覆盖各级单位

60%年度安全生产费用、开展交叉互

人才团队建设、组织开展党内主题活

度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先进企业，这是

的安全生产“四个责任体系”，确

检和对标学习等手段，充分发挥业

动等内容进行了经验交流；与会人员

公司连续三年获此殊荣。公司总经理

保各单位安全生产“组织到位、实

主主导作用，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还就公司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

助理、老挝公司总经理黄彦德连续第

施到位、保障到位、监督到位”；

任，取得良好成效，树立了系统化

党建工作、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

二年被评为股份公司“安全生产先进

健全完善了公司安全管理标准，

管理和现场形象的海外安全环保标

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试行）》进行

个人”。

健全完善HSE制度16项，夯实安全

准化样板。

2018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了研讨。
张秋霞 吴爽

发展根基；创新安全宣教方式，连

公司连续三年荣获集团“标兵记者站”称号
一支优秀记者、通讯员队伍，推动新

品，获奖人数和篇幅均列集团第一。

闻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通过认真评

这些新闻作品，在聚焦“一带

选和审核，集团公司共评出6个“标

一路”倡议大局，着眼“讲好电建

兵记者站”、11个“先进记者站”、

故事”大事，力推“重要节点里程

12名“标兵记者”、44名“优秀记

碑”大作的同时，注重走基层、转作

者”、120篇好新闻作品、27篇好副

风、改文风，把笔触和镜头对准基层

刊作品。

一线，对准海外员工，对准管理、施

2018年12月10日，电建集团（股

公司李胜会荣获“标兵记者”

工、运营主战场，善于从小角度切入

份）表彰了2017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

称号，刘向晨、康从钦获得“优秀记

大主题，以小人物折射大人格，用小

进集体、优秀个人和好新闻作品，公

者”称号，《闪耀“中巴走廊”的

事情反映大作为，倡导清新朴实、生

司荣获“标兵记者站”称号，这是公

中国名片》等两篇获评好作品一等

动鲜活的文风，努力打造了一批能够

司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奖，《拧紧基层党建螺丝钉》等两篇

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海投文化、具有

此次评选涵盖集团全部子公

获评好作品二等奖，《这不只是一个

司，旨在鼓励先进，更好地激发全体

工地》等三篇获评好作品三等奖，

一流水准的精品佳作。
刘向晨 张一凡

新闻宣传工作者的积极性，努力培养

《瞧，电建吉娃》等两篇获副刊好作

内刊

刘向晨

2019 年 3 月 8 日，公司党委在

盛玉明在听取基层党建工作经

京召开 2019 年党建工作座谈会。公

验交流和与会代表研讨发言后作了重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出席会议

要讲话。他强调，公司各基层党组织

并作重要讲话；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主持会议。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四个意

各子公司党组织书记、总经理、党务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工作者代表，总部机关党支部书记、

“两个维护”，积极融入中心、服务

委员，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部、纪

发展，高质量推进基层党建工作，为

委办公室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共计 50

公司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余人参加会议。

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这是公司党委首次召开党建工

盛玉明指出，一要提高思想认

作座谈会，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识，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思想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深刻认识新时代提升海外项目党建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电

工作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

建集团（股份）党委部署要求和公司

步强化抓党建的自觉意识、责任意识

党委年度工作安排，落实“中央企业

和担当意识，不断增强抓好党建工作

基层党建推进年”要求，组织基层党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自身学习，

建工作经验交流研讨，进一步提升党

持续提升自身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能

建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

力，主动研究、深入思考公司改革发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展和海外项目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模范作用，凝聚团结动员广大党员干

新挑战，创新提出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部为加快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发展

的方法和措施；突出工作重点，要紧

实现新跨越而努力奋斗。

盯年度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投入更多
2019.04 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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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精力，加大力度抓研究谋划、抓细化

把握思想政治“生命线”，用海投的

把党支部建成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

事、审计、财务等监督力量贯通起来，

部署、抓督促落实，切实推动今年党

发展鼓舞人，用真诚的关心凝聚人。

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三是

让各级党员干部感受到监督常在、震

建各项重点工作出成绩、见实效、上

要在作用发挥上下功夫，要坚持融入

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

慑常在，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

水平；做好责任考核，要以党建责任

生产经营“主战场”，发挥党员作用，

合，聚焦企业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中

公里”。

制为抓手，不断完善抓书记、书记抓，

做到关键岗位有党员、关键环节有党

心任务抓党建，切实激发基层党建活

抓班子、班子抓的党建工作格局，落

员、关键时刻有党员，充分发挥基层

力和实效。四是持续丰富“海文化”，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

实述职评议考核，确保责任落地。二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为公司海外投

一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要严格标准要求，推进六大建设。强

用。要在主题活动上下功夫，各基层

资业务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以实际行动认真践行“两个维护”，

化政治建设，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

党组织要紧密结合海外项目生产经营

会后，公司党委针对参会人员开

引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树牢“四个意

讲政治贯穿公司基层党建工作的全过

进展，围绕项目重要节点及里程碑目

展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务工作者培

识”、坚定“四个自信”。二是认清

程、各方面；强化思想建设，要坚持

标、基层单位急难险重任务，统筹协

训。培训内容主要围绕“公司党建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增

全覆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调党政工团组织，创新开展各类主题

作总体情况、基层党建工作实务、基

2019 年 3 月 7 日，公司在京召

精神，落实 2019 年集团（股份）公

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感，坚决扛起、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每一个支

活动。要在创先争优上下功夫，各基

层党建工作应该注意的有关问题、新

开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部

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三是压紧压

部、每一名党员。强化组织建设，要

层党组织要围绕“四好”领导班子创

时代新要求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基层党

作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树牢“四

实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化支

建、“一先两优”推优、“海投之星”

建工作、其他有关方面知识”共五个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用实

纵深发展，认真抓好强化廉洁教育、

部的政治功能，全面提升支部组织力，

评选等，充分挖掘在海外投资业务中

方面。这次专项培训深入学习宣贯了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切实把思

纪律教育、警示教育，推动全面从严

把公司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

表现突出、业绩优秀的党员干部职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国企党建工

精神，全面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治党取得更大成果。四是扎紧制度“笼

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发展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在文化培

作的重要会议、文件、制度和有关要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集团（股份）公

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

子”，把制度建设和执行贯穿于党风

提高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廉政建设全过程，落实到权力监督制

盛玉明就做好 2019 年党风廉政

优势竞争优势。强化作风建设，要认

育上下功夫，各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国

求，精心梳理总结了公司基层党建工

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精

真贯彻党章和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

别特点、项目情况、员工需求，延伸

作实践经验作法，对党建检查、巡视

神，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的能力与水平，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约各个方面，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

例，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企

拓展海投文化，深入贯彻海投语录，

巡察、责任考核中发现的共性和个性

展，为公司发展实现新跨越提供坚强

推进公司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

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五是牢固树

业生产经营各环节。强化纪律建设，

以共同的价值理念增强团队的向心力

问题整改进行了认真解读分析，讲述

政治保障。

要严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时刻绷

凝聚力。

了基层党建工作实务知识。

会议总结了公司 2018 年党风廉

盛玉明强调，按照“战略契合、

立“大监督”理念，努力实现监督从

能力可及、风险可控、效益可期”原则，

“单独作战”转向“协同作战”，增

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始终做政治上的

赵新华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

与会参培人员纷纷表示，这次培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部署了

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

强监督主体之间的联动性，提高监督

明白人，自觉在原则性、根本性问题

神提出有关要求，一是持续推动学习

训既有中央精神、有关要求的学习贯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公司党委书

体责任贯穿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的质量和效能。

和大是大非面前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彻，又有基层党建工作经验的梳理总

记、董事长盛玉明作了重要讲话，公

指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过程。

会上，按照“横到边、纵到底、

致。强化制度建设，健全完善基层党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往深里走、实

结，还分析了开展具体工作中的薄弱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新华代表

盛玉明要求，公司各单位要建好

全覆盖”要求，层层签订了 2019 年

建制度体系，提升制度建设的针对性、

里走、心里走，结合海外投资实际，

环节和有关问题，同时还深入浅出地

公司党委作工作报告，公司副总经理、

制度、立好规矩，把制度建设贯穿到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书。

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全过程。要高度重

公司领导、总部部门负责人、子公司

实效性，时时、处处、事事维护制度

学懂弄通做实，筑牢坚实的思想基础。

讲解了基层党建实务实操知识，这样

总会计师李铮主持会议并传达了集团

的权威性，让自觉执行制度成为领导

二是持续推动基层党建“三基建设”，

的培训上接天线、下连基层，非常接

（股份）公司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

视，提高政治站位，以“真负责、真

党政负责人、职工代表、业务骨干等

干部的常态，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自

落实“中央企业基层党建推进年”部

地气、很实用，对进一步做好基层党

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

认账、真反思、真整改”的态度，确

350 余人在主、分会场参会。本次会

觉。三要融入生产中心，提升党建效

署要求，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争

保上级党委巡视整改工作组织领导到

议在昆明、香港、新加坡、老挝、巴

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

建工作具有很好的针对性、实效性。
李胜会
谭毅

会上，盛玉明指出，公司各级组

能。要在凝心聚力上下功夫，要牢牢

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位、责任分工到位、任务分解到位、

基斯坦等地设立 12 个视频分会场。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措施落实到位。要认真做好巡察工作，

三中全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把巡察监督与党建、纪检、监察、人

内刊

程晓旭 何志权

李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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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召开 2019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品奖。在电建集团（股份）“庆祝改

是加强建设，提升工作水平；要结合

体 30 余次聚焦报道公司业务；公司

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活动中获得一

实际，建立健全新闻宣传工作激励和

一批员工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

等奖 8 篇，二等奖 6 篇，三等奖 3 篇

考核机制，不断提高新闻宣传工作科

传工作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家、国务院政府特

的优异成绩。

学化水平，推动新闻宣传工作有序运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殊津贴专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先进

盛玉明强调，2019 年是新中国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典型、全国企业文化杰出人物、首届

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不断充实新闻宣传人员，选拔理论水

会精神，着力增强“四力”（脚力、

国企海外形象建设优秀人物”等荣誉，

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

平高、综合素质好、新闻业务精的通

眼力、脑力、笔力），围绕“一个聚

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铮光荣当

年，是改革开放开启新征程的第一

讯员，组建骨干通讯员网络。四是统

焦、两个加强、三个着力”，即聚焦

选中国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年，也是公司全面落实“十三五”规

筹资源，讲好海投故事；进一步加强

公司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加

这些先进典型、优秀代表进一步彰显

划的关键之年。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到

公司门户网站、微信平台、内部刊物

强重点项目宣传和典型人物宣传；着

了员工风采和海投形象，提升了公司

企业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引领，关系到

创新和管理，用好用活这三大载体，

力推进“走出去”“一带一路”体裁

美誉度和知名度。

企业战略的顺利实施，关系到企业的

扩大公司影响力、提升品牌知名度；

行。要进一步加强新闻宣传队伍建设，

外宣工作，着力抓好集团和行业媒体

三是公司对外新闻宣传体系运

和谐健康发展，关系到企业的社会形

要多措并举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互动交

上有份量的重点报道，着力强化公司

行持续有效；2018 年，公司先后在

象。新闻宣传工作既是生产力，也是

流，围绕明古鲁、南欧江二期、牧牛

网站、内刊、微信自身建设；为中国

总部机关、尼泊尔上马相迪、巴基斯

竞争力，更是影响力；各单位、广大

山首机发电等主题，积极主动地在国

电建海外投资实现新发展提供坚强思

坦卡西姆、老挝南欧江项目举办新闻

新闻宣传工作者要认清形势，把握重

内外媒体上发声，联通中外，扩大影

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宣传业务培训，并向中国驻巴基斯坦

点，积极作为，强化舆论引导，融入

响，树立品牌，努力增强市场主体话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党委在

2018 年，公司生产经营取得了

大使馆推荐 1 名“新闻官”，打造了

主战线、守好主阵地、弘扬主旋律，

语权。五是监控舆情，防范突发事件；

京召开 2019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显著成绩和积极进展，实现了“两签

一支精干有力的基层通讯员队伍；尼

扎实做好 2019 年新闻宣传工作。一

要认真落实公司《突发事件新闻宣传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出席

约、两开工、一运营”目标，公司新

泊尔上马相迪、老挝南欧江、巴基斯

是深入学习，提高整体素质；要以习

应急预案》《新闻发言人制度》《互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公司党委副书

闻宣传工作紧盯重点项目、关键节点

坦卡西姆项目，以公司名义先后在推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联网（工作群）管理规定》的要求，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主

和重要事件，大力加强形象传播，

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继续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和国内外网络

持会议。公司总部各部门负责人、

取得了突出成效，促进了公司软实

境外社交媒体建立账户。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涉及公司的有关内容，积极做好舆情

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专兼职通讯员、

力提升。一是集团网站及报纸用稿量

四是公司新闻宣传工作获得多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

研判和疏导化解工作，进一步提升新

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

实现新突破；公司网站发表新闻稿件

方肯定好评；2018 年，公司先后荣

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

闻宣传危机防范和处置能力，促进公

共 40 余人参会。

2163 篇，其中《中国电力建设报》

获“首届国企海外形象建设优秀案例、

工作会议精神，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

司和谐稳定发展。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采用 106 篇，电建集团（股份）网站

全国建筑业企业品牌传播案例、全国

社会主义文化新特征、新要求、新任

赵新华对贯彻落实新闻宣传工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采用 591 篇，继续保持集团子企业排

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先进单位、最美企

务，明确新闻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努

作会议精神提出要求。一是加强学

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

名第一、第二名；公司微信公众号“海

业传播之声金奖、中国电力新闻奖一

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公司改革发

习，提高认识；二是突出重点，创

工作会议和中央企业宣传思想工作

投微语”全年共推送 306 篇新闻。

等奖、全国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一

展的实效。二是高度重视，发挥机制

新工作；三是制定措施，强化落实。

会议精神，围绕“举旗帜、聚民心、

二是公司对外新闻宣传工作取

等奖、年度最佳影片奖、首届国有企

作用；各单位一定要把新闻宣传工作

他强调，各部门、各子公司及广大新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得显著成绩；年内重点完成“12233”

业海外形象建设优秀案例奖、‘京能

作为“一把手”工程，由主要领导重

闻宣传工作者要紧紧把握今年新闻宣

任务，总结公司 2018 年新闻宣传工

宣传任务，即制作 1 部项目宣传片、

杯’微党课微视频大赛二等奖、中国

点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

传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

作，分析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部署公

编著《海投故事》《海投印象》2 本

电建标兵记者站”等多项集团及省部

合抓；一定要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增

有策划、有措施、有落实、有反馈的

司 2019 年新闻宣传工作重点任务，

书籍、编印 2 期内刊、策划 3 次专项

级以上荣誉；有 4 人荣获电建集团（股

强新闻意识，培养新闻触角和新闻敏

推进新闻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争创

对公司 2018 年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

宣传、组织了 3 项媒体采访交流活动；

份）及外部新闻宣传先进个人；有 9

感，从领导干部的高度和深度去思考

新成效，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

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光

篇作品分获电建集团（股份）“好新

宣传重点，布置新闻策划，积极主动

明日报》《环球时报》《紫光阁》《国

闻作品”一、二、三等奖、副刊好作

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新闻宣传点。三

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宣传保障。
李胜会

会议提出了公司 2019 年新闻宣
内刊

资报道》《万象时报》等中外主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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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功举办“2019 逐梦海投”主题活动

的“海投原创”，舞出真我风采，唱

以“海”文化，助推青年员工成长；

动导向，海投文化凝聚人心，海投梦

响海投旋律。

小品《包公审现代案》，在笑声中寓

想催人奋进，将整场主题活动氛围推

教家和万事兴。

向高潮。

祝福祖国母亲，追逐海投梦想。

内刊

从《大中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到

展示出众才艺，尽显卓尔不凡。

最后，集团（股份）领导和公司

《红旗飘飘》《我爱你，中国》，再

《大河之舞 百川入海》的踢踏舞步，

领导为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到《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完美融入海投理念；《非洲鼓演奏》

以及最佳创意、最佳表演、最佳人气

从《海投赞》到 《海纳百川》再到《不

的拍打鼓点，串联起东南亚幸福生

奖单位颁发奖杯，“2019 逐梦海投”

忘初心》，大合唱唱出豪情满怀，齐

活；钢琴小提琴合奏《River Flows

主题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队列列出威武雄壮。一句句铿锵誓言，

In You》的纯净清新，带来听觉完

作为公司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抒发着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一段

美 享 受； 小 合 唱《You Raise Me

部分，“2019 逐梦海投”主题活动

段影像资料，映衬出海投员工的奋斗

Up》唱响海投最美好声音。公司副

自启动以来，在公司领导的亲力督导

足迹。

总经理、总会计师、中国妇女第十二

和鼓励支持下，公司工会紧锣密鼓，

焕 发 青 春 活 力， 演 绎 精 彩 人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李铮带来梅派经

周密组织，各部门精心排练，全力以

生。 开 场 鼓《 海 投 华 章》 气 势 磅

典曲目《梨花颂》，唱腔优美，仪态

赴，最终呈现了一场凝聚士气人心、

礴、鼓舞人心；街舞《Got What You

万方，令人陶醉，梦回大唐。

展示风采亮点、推动和谐发展的文化

Need》 酷 炫 十 足、 个 性 张 扬；《Do

“Hand in hand，和海投一起，
海纳百川，投创未来！”海投公司领

2019 年 1 月 24 日，公司“2019

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向着具有国

Better》帅哥靓女舞出绚丽风景线；

逐梦海投”主题活动在京举办。集团

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目标又迈

《最好的舞台》绽放在海投这片最好

导走上舞台携手全体演职员工，台下

（股份）公司工会主席王禹，工会副

进了一大步。

的舞台；最火《活力海投 - 卡路里》，

员工及家属一起站立，全场共同唱响

堪比少女组合；情景剧《那一年》，

公司司歌《逐梦海投》，海投理念行

主席、群工部主任陶永庆出席活动，

盛玉明向勤劳、智慧、勇敢的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总经

海投员工表示感谢并致敬。在展望

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等在京领导与

2019 年工作时，他强调，2019 年是

广大干部员工及家属一起欢聚一堂，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二届“一带

喜迎新春。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举办，

主题活动现场，灯火熠熠，暖意

公司三个项目将实现首机投产发电。

融融，欢声笑语间洋溢着喜庆祥和的

他号召广大海投员工争做奋斗者，当

节日气氛。活动开始，盛玉明首先发

好追梦人，搏击时代浪潮，续写更多

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向长期以来

荣光，共建共享海投的美好明天。

给予海投公司关心、支持、帮助的各

杜春国宣布公司司歌《逐梦海

级领导、合作伙伴、专家顾问和各界

投》正式发布。此后，公司领导齐聚

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舞台，以海投“最强阵容”，豪迈激

他表示，2018 年公司上下从容应对

昂，饱含真情地朗诵诗歌——《走向

挑战，奋力攻坚克难，项目开发捷报

未来》，深情回眸海投峥嵘岁月，共

频传，在建项目进展顺利，运营项目

话海投美好未来。海投总部员工带来

收益稳健，管理创新硕果累累，全面

了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以真正

盛宴。
刘星 刘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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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老挝旅游年”
暨慰问中国电建员工文艺汇演成功举办
深情厚谊。在“中老旅游年”及南欧

看到这么盛大的精彩表演很欣喜，中

袂倾情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艺术盛宴。

江二期建设向首机发电目标迈进的重

老节目融合得很好，内容很有温度，

来自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业主、设计、

要时期，中老艺术家联袂慰问献演，

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祖国和集团的关

监理、施工、运维等单位的 200 余名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对社会

怀，希望单位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中国员工、老挝员工、越南员工一起

各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电建在老挝事业

翁沙旺表示，感谢中国歌舞团和

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对奋战

中国电建准备了这么一场高水平的演

一级电站的演出主题为《国色 •

在项目一线的电建员工表示慰问和敬

艺活动，对“老中旅游年”和文化交

友谊颂》。演出以一段优美的舞蹈《茉

意，并祝愿“中老旅游年”取得丰硕

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电建

莉花开》启幕，艺术家们随后献上了

成果。

南欧江项目是老挝北部重大项目，对

《阳光路上》《我爱你中国》《好运来》

地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地方政

等经典名曲，以及《月影听竹》《明

独唱、三重唱、合唱及器乐演奏等节

府一定会支持好项目建设，努力深化

月几时有》等饱含中国风的舞蹈。每

目，包括《茉莉花开》《在希望的田

老中全面友好合作。

一个节目都精彩纷呈，现场观众的热

表演艺术家们带来了民族舞蹈、

内刊

野上》
《我的祖国》
《想家的时候》
《说

来自老挝琅勃拉邦省环境厅的

句心里话》《莫尼山》《饮酒歌》《中

素拉蓬带着两个可爱的女儿全程观看

观赏了慰问演出。

情被一次又一次地点燃。最后，演出
在《中老友谊之歌》优美的旋律中谢幕。

老友谊之歌》等曲目，舞蹈《你好，

了表演。素拉蓬说，中老演员们共舞

老挝籍员工娜娜看完后说：“我

2019 年 2 月 26 日晚，正值“中

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爱，向老挝朋

琅勃拉邦》
《老挝占芭舞》
《月影听竹》

一台，展示了各自特色鲜明的艺术节

特别喜欢舞蹈节目《茉莉花开》，让

老旅游年”拉开帷幕及老挝南欧江梯

友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用歌声器乐

《把酒问青天》以及铜管五重奏《掀

目，象征着中老友谊共饮一江水，源

我想起了我们老挝的国花——占芭

级水电站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之际，

传友谊，中方演艺团向常年奋战在友

起你的盖头来》
《Let it go》等节目。

远流长。

花，这种花也经常用来描述女子美丽

2019“中老旅游年”暨慰问中国电建

好邻邦，为“一带一路”添砖加瓦、

演出中，观众不时爆发出阵阵掌

2 月 25 日，中国东方歌舞团、

员工文艺汇演，于老挝央行琅勃拉邦

为中老友谊谱写壮美篇章的中国电建

声，与台上演员互动，并上台献花，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还走进中国电建老

分行宴会厅成功举办。中国东方歌舞

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来

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中国电建员工

挝南欧江流域一级电站，为长年坚守

老挝籍员工占塔纳非常感谢来

团、国家交响乐团、老挝琅勃拉邦文

自祖国和人民的亲切问候。

观看演出后纷纷表示，在海外项目能

在项目建设、运营一线的奋斗者们联

自中国的艺术家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的一面，每个舞蹈演员都太太漂亮啦。
南欧江真棒！”

工团联袂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盛玉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电建

老挝琅勃拉邦省党委常委、副省

进入老挝二十多年来深耕细作，发展

长翁沙旺，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

成为在老最大的中资企业，在老挝积

老挝籍员工平安说，这次演出让

副总领事王珞，电建海投公司党委书

极投资开发绿色能源，相继建设的南

他想起了在中国留学的时光，留学的

记、董事长盛玉明，中国交响乐团党

俄五水电站、南欧江水电站累计发电

时候在中国也看过几次这样的演出，

委副书记兼副团长巩保江，中国东方

近 60 亿度，推动了老挝北部经济的

印象非常深刻，表演都挺好。他说：

歌舞团导演李铭佳，以及来自琅勃拉

快速发展。公司积极对接老挝“东南

“这次演出比较特殊，因为是在电站

邦省政府相关部门、中华理事会、商

亚蓄电池”战略，融入“一带一路”，

现场，所有工人都能看到。给我印象

会、银行、孔子学院、电视台及中国

在建设优质项目、开展合规经营的同

最深的就是《想家的时候》，我觉得

电建等单位的 300 多名中老观众观看

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拉动就业、

中国员工听到这首歌肯定都想家了，

了演出。

改善基础设施和民生条件，促进中老

也会感到很温暖。”

巩保江代表中方演艺团致辞，他

文化交流，展现了中国电建的责任与

向“中老旅游年”表示祝贺，并表示

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老人民的

他说，虽然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得
到歌舞的意境，节目太好看啦！

谭毅 桑文林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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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故事》正式出版发行

2018 年 12 月，展示公司六年海
外投资历程与风采的《海投故事》一
书正式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也是 2018 年公司党委继编印《海
投印象》一书之后，在文化建设领域
喜结的另一硕果。
该书被纳入中国能源化学地质
工会组织出版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讲好中国故事系列丛书》。首
批成书已作为献礼中国工会十七大的
精品书籍在 2018 年中国工会十七大
期间展出。自 2019 年起，该书将陆

公司司歌《逐梦海投》正式发布

建设，奋力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

启动司歌创作，公司各级工会、团青

级版的生动实践和显著业绩。这是公

组织积极协调配合，各单位积极响应、

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认真组织，公司员工纷纷热情创作、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积极投稿，共收到各类歌词创作 30

在国际舞台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企

篇，成为公司文化建设的一次大动员。

故事，传播电建声音的生动体现，也

在此基础上，司歌歌词博众家所

是庆祝公司成立六周年，贯彻“海投

长应运而生，并精心组织作曲，准确

语录”，落实“五大坚持”，培育“海

把握词作主题、契合海投气质理念，

投文化”的具体举措，唱响了奋进凯

三易其稿，四次调整，于 2018 年底

歌，凝聚了发展力量，激发了新时代

顺利完成小样初稿、编曲配器，最终

再创佳绩的新动力。

混音录制完成。

本书故事的作者都是奋战在中

整部司歌歌词凝练，内涵饱满，

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一线的普通员

曲谱澎湃激昂，催人奋进，便于传唱
和普及，传递了“海纳百川，投创未来”

工，他们立足过往事、着眼身边人，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公司举办

以饱满的情感和朴素的叙事手法，记

的“2019 逐梦海投”主题活动上，

企业精神，表达着全体海投人矢志不

录了电建人无愧于央企责任、无愧于

由公司创作团队编创的公司司歌《逐

渝，砥砺奋进，打造电建集团四大重

国家厚望、无愧于时代发展的海外故

梦海投》正式发布。

要海外平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事。这些故事或以宏观视角记录项目

司歌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载体，

将海投建设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

重要里程碑节点，或以微观视角展示

在弘扬企业文化、凝聚员工共识、鼓

化投资公司的坚定信念和共同愿景。

别致的海外投资生活，既有电建人“走

舞员工士气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和价

“追梦前行，风雨兼程，豪情

出去”的坚定与激情，也有东道国“迎

值。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高

满怀，合作共赢……”这首感应着全

进来”的兴奋与热情，其背后折射的

度重视，给予热情关心和悉心指导。

体海投人共同内心律动，承载全体海

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原则，体

在发布仪式上，公司总经理、党委副

投人使命责任和光荣梦想的《逐梦海

现的是东道国的期盼和中国的担当。

书记杜春国宣布公司司歌《逐梦海投》

投》，必将陪伴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海

这些故事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发布，这是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

投员工，携手奔向五洲四洋，点亮世

生动阐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感染

重要内容和精品力作。

界，播撒大爱，海纳百川，投创未来。

力、说服力。

谭毅

为迎接建党 97 周年暨公司成立

续进入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及企业自

六周年，充分展示公司成立至今的发

建书屋推荐书目。

展成就，公司党委自 2018 年上半年

刘向晨 邱清

《海投故事》全书共辑录 81 个
故事、20 万字，划分为奋进、共享、
记忆、融合、匠心、成长、温暖等 7
个章节，并附有 12 个视频，全景式
呈现公司六年来积极投身“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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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掀起推广使用“学习强国”热潮

“一带一路，有你有我”
中老联合采访组采访南欧江项目
都很规范，这个全流域项目非常了

党员职工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起。”

“‘学习强国’里内容太全面
了，既可了解最新的时政要闻，还

在移民新村，中国国际广播电

可以学到最权威的理论解读，甚至

台记者表示：“这里的新村规划得

可以观看《开国大典》《国家宝藏》

整齐划一，村里水电、学校、卫生所、

等正能量的影视文艺作品，是我学

寺庙等公共配套建设齐全，还为移

习提升的好参谋、好助手。”巴基

民新居绿化庭院，提供生计发展支

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共产党员康

持，感受到中国央企在海外真切履

从钦说。

行的责任，中国电建做得很棒。”
来到电站永久营地，老挝国家
电台副台长桑坎表示 :“办公楼屋顶

持续深入汲取营养

有醒目的 POWERCHINA 的标识，营地

海投公司是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学习强国，你下载了吗？”
“今

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澳大利

天学了吗？积了多少分？” ……春

亚、刚果（金）、香港、新加坡、

节假期后，类似的话语成为公司许

迪拜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的 30

多职工上班的见面问候语。自从服

多个各层级公司，也已组织完成“学

务党员学习交流的“学习强国”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的下载注册使用，

习平台正式上线以来，公司党委提

“学习强国”已成为公司职工手机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识，深刻

里的爆款软件。

党员干部职工利用碎片化时间强化
学习提升的重要媒介和渠道，在全
公司营造了“崇尚学习、加强学习”
的浓厚氛围。
实现海内外全覆盖
此前，公司党委下发通知，切实

建创新，激发基层党建活力实效，
推动海外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
度融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
广泛使用，使得公司广大党员干部
职工能够结合项目所在国工作实际，
方便快捷地从中汲取营养，给思想
充电，为精神加油，在提升海外党

认识重要意义，大力推广使用“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使之成为广大

平台和主体，公司党委致力海外党

促进人人参与学习

建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的同时，有力
推动海外投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强调：“‘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

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创新性平台，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建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PC 端有“学

设学习大国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抓

习新思想”“十九大时间”“学习

手，是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加强

文化”“学习慕课”“环球视野”

理论修养、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途

等十几个板块 100 多个一级栏目，

径，我们将持续强化抓好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全力做好“学习强国”

手机客户端设有“学习”
“视频学习”

学习平台的推广使用工作，细致指导

等板块 30 多个频道，聚合了大量可

追视频、晒积分、谈感受，已成了

广大党员职工下载注册使用。

免费阅读的期刊、公开课、歌曲、

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新风尚、

目前，公司除总部机关 16 个职

影视、图书等资料。这些丰富多彩、

新追求。

能部门，在老挝、柬埔寨、尼泊尔、

贴近实际的精品内容，让公司广大

内刊

目前，上强国、看时政、学理论、

刘向晨 杜菲

周高明

像花园一样，配套了篮球场、羽毛
2019 年 4 月 1 日，由中央广播

中取得的成效。

球馆、餐厅、住宿楼及现代化办公

电视总台牵头的“一带一路，有你

联合采访组还了解了现场文明

楼设施，中老员工工作生活在一起，

有我”中老联合采访组来到老挝南

施工，一级电站景观提升及干法生

氛围很好、文化很好，‘一带一路’

欧江梯级水电项目采访。采访组由

产砂石料“零排放”系统运行情况，

上就需要这样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老挝国家电台、

前往移民新村惠楼村实地探访了解

采访组在项目现场采访就业情

老挝巴特寮通讯社、万象时报、星

移民安置与生计发展情况，参观考

况时，听到南欧江项目员工属地化

空电视台等媒体 20 余名记者组成，

察设施配套齐全的电站业主营地，

达到 60% 以上，未来还将继续提升

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观看了《情满南欧江》《中国电建

当地员工用工比例，并持续开展劳

峰论坛做好预热宣传报道。

老挝可持续发展影像志》《南欧江

动技能培训，赞助老挝学生到中国

二期项目建设展示》视频。

留学、选送老挝员工到中国电厂进

采访组深入南欧江一级电站，
对项目建设、生态环保、劳动就业、

采访组对中国电建在投资建设

移民发展等情况进行了实地采访，

南欧江梯级电站过程中，坚持“建

访问了项目相关负责人、政府驻场

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富裕

访问结束，采访组还与当地员

官员、老挝籍员工、移民村代表及

一方百姓，改善一方环境，传承一

工进行了互动，一起唱起了老挝国家

村小学。

行标准化培训，对南欧江项目这一
系列的做法纷纷竖起大拇指。

方文化，培养一批新人”的理念，

广播电台维莱鹏创作的歌曲《一带一

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黄彦德

为促进项目属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路》，随着旋律，大家感受到欢快的

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电站在分享工程

善所做的努力，表示高度的认同和

同时，也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倡议

技术、注重生态环保、移民生计、

赞誉。

发布以来发生的新变化、新气象。

社会责任、属地化等方面的经验和

在察看电站现场时，巴特寮通

做法。当地县政府相关负责人高度

讯社记者表示：“这是我第三次到

评价了电站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南欧江项目采访，这里变化很快，

突出贡献，以及在移民环保等工作

每次来都有亮点，项目各方面做得

桑文林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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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项目的全产业链价值创造
——构建 “四位一体”项目组织管控模式
盛玉明

电建海投公司为实现中国电建集团全产业链价值创造，在海外电力项
目投资建设管理实践中，构建了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四位

“五大坚持”的项目管理方法论
坚持战略引领，打造标杆示范
性工程和发电企业。坚持战略引领，

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着重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实
施途径和具体举措，以战略驱动引领发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

和全产业链价值创造。

施工阶段，以创国优金奖为目标，致力

司（以下简称电建海投公司）成立
于 2012 年 7 月，是中国电力建设集

“四位一体”项目组织管控模式的

团旗下专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市场开

内涵

发、建设、运营的法人主体。电建海
投公司为实现中国电建集团全产业链
价值创造，在海外电力项目投资建设
本文发表于《施工企业管理》
2019 年 02 期（总第 366 期）

管理实践中，构建了业主方、设计方、
监理方、施工方“四位一体”的组织
管控模式。业主方发挥核心主导和引
领作用，集成集团全产业链资源优势，
以合同管理为主线，以行政统筹为纽
带，明晰合同边界条件，明确合同履
约各方责任，紧紧围绕合同工期目标，
通过多维度、多形式的管理引领，通
过“五大坚持”（包括坚持战略引领、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坚持
复盘理念、坚持管理创新）管理方法，
聚焦“五大要素”（包括进度、质量、
安全、成本、环保）管控，通过进度
计划管控、质量安全体系管控、合同
风险管控、环保监督管控、方案科学
优化、考核激励机制等举措，提升风
险管控和资源整合能力，有效控制经
营成本和防范投资建设风险，强化了
项目生命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集团成
员企业资源共享、强强联合和集成管
理优势，实现了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

内刊

展。业主方带领集团成员企业，在设计

理念目标。建立集团利益最大

打造标杆示范性工程；在建设期生产准
备阶段，以“机组设备高可靠性、高保
证率、高利用率”为运维理念，致力打
造标杆示范性发电企业。

化和全产业链共同发展的“项目生命

坚持问题导向，超前谋划解决

共同体”发展理念，实现海外投资项

重大瓶颈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以

目全生命周期市场竞争力的目标。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先导，健全制

总体思路。以“项目生命共同体”

度、优化流程、规范程序，提升能

发展理念为指引，围绕做好“六个统

力素质，增强管理效果。业主方带领

一”，对项目内部管理，做好“统一

集团成员企业，坚持问题导向，积极

领导，统一目标，统一行动”，对项

应对工程建设遇到的内外部困难和问

目外部协调，做好“统一品牌，统一

题，超前谋划，主动担当，攻坚克难，

宣传，统一对外事务”，全方位全过

化解重大的问题和风险，并梳理完善

程建立“四位一体”组织管控体系，

制度和流程。

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和集团全产业链
共赢发展。
定位责任。业主方发挥核心主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投资项目
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全过程风险管控。

“复盘”总结业务实践、管理模式，

业主方审核通过后的“三级”进度计

固化成典型经验、规范做法、案例

划的执行。业主方坚持超前谋划，要

范本，提升管理效率。业主方引领

求监理方严格按照“三级”进度计划，

集团成员企业，坚持复盘管理，在

进行施工全过程动态监督和管控，从

建设过程中倾力打造一支主动学习、

施工图设计、设备的采购监造发运、

善于总结和持续提升的优秀管理团

施工资源配置、人力资源组织、技术

队，努力让复盘理念融入集团成员

质量安全措施、现场施工管理等方面

企业现场团队和每个人的思维和工

对施工方提出具体要求，对关键线路

作习惯中，力求做到小事及时复盘，

和重要工程节点要求施工方制订切实

大事阶段性复盘，事后全面复盘，

可行的施工组织措施，对存在进度风

使企业在复盘中成长，员工能力在

险的工程节点要求施工方倒排工期，

复盘中提升。

并充分发挥监理方对现场的监督管理

坚持管理创新，信息化建设取

职责，围绕“三级”进度计划，以节

得显著成效。坚持管理创新，是将

点进度考核机制为抓手，监督和检查

创新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把创新

现场施工进度，积极推动设计和采购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竞争

进度，确保工程建设各项工作按计划

力，促进管理升级。积极实施“基

实施和完成。业主方定期组织参建各

建工地集装箱信息平台”，通过信

方对“三级”进度计划执行情况进行

息化管理助力海外投资项目建设管

检查分析，要求施工方及时纠偏，对

理提质增效。

不能按期开工完工、进度滞后的项目
进行通报，督促施工方提出整改措施，

建立“五大要素”管控体系
建立“三级”进度计划管控机制，

坚持底线思维，依据科学清晰的价值

以进度督管理。进度是“五大要素”

导和统筹协调作用，设计方发挥规划

判断和评价标准，始终将风险防控摆

的核心要素。在进度管控方面，建立

设计和龙头牵引作用，监理方发挥监

在首要位置。业主方带领集团成员企

“三级”进度计划管控机制，坚持“以

督管控和服务指导作用，施工方发挥

业，始终坚持底线思维，高度重视和

进度计划为抓手，以考核激励为促进，

工程建设主体责任和主力军作用。

防范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全过

动态管控，及时纠偏，全面全员全过

管理原则。以合同管理为主线，

程的风险管控，在建设期对“五大要

程全方位抓落实”的进度管控原则。

以行政统筹为纽带，明晰合同边界条

素”进行管控，对质量、安全、环保

业主方负责督促施工方编制“三

件，明确合同履约各方责任，紧紧围

问题坚持零容忍态度。

级”进度计划，对总进度进行把控，

绕合同工期目标，按照进度计划网络

坚持复盘理念，积极对标先进，

设计方负责“三级”进度计划的编制

图，合理配置人、财、物资源，组织

勇于自我剖析和自我革新。坚持复

复核，监理方负责“三级”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和风险管控。

盘理念，通过对标先进，科学分析，

的编制审核和执行监督，施工方负责

制定实施推进计划和具体措施，确保
工程进度计划按期实现。
建立全员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
以质量强管理。质量是“五大要素”
的关键要素。在质量管控方面，建立
以“全员参与为基础、过程控制为关
键、质量控制为核心”的全过程质量
管控体系，落实质量管控责任制，坚
持“样板领路”和“一次成优”的质
量管控原则，业主方依据合同设定工
程质量目标，建立管理制度和管理程
序，监理方、施工方结合业主方的制
度、程序及工程实际情况编制各自主
体的规划、措施和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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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重视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建

材料检验、施工工艺、作业人员、施

会，组建六个专项安全领导小组，每

域化、定置化管理，根据工程施工进

税务、银行选择、外账核算、审计所

立健全《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工程

工机具等方面从严把关。事中，坚持

周开展安全活动，每月召开安全会议，

度，督促施工方及时进行安全文明施

选择等方面，业主方牵头参建各方，

质量考核办法》《工程竣工文件管理

严格的质量监督程序，上道工序未经

每季度召开项目建设安委会会议，分

工二次策划，持续推进平面管理定置

统筹规划，控制成本。四是长期聘请

规定》《工程完工验收管理办法》等

验收或验收不通过，不得进入下道工

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

化和安全设施标准化建设，提升项目

当地税务事务所协助完成外账核算、

安全文明施工形象。

报表编制、审计应对、税务计算缴纳、

序，确保每一道工序不留下任何质量

三是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操作

隐患；坚持对隐蔽工程、关键部位及

技能。监理方组织施工方落实开展每

六是加强安全事故教育培训及

提前策划制作各重点部位施工标准样

时安排监理人员进行旁站，并做好旁

日班组站班会、每周一安全学习日活

分析。传达落实中国电建集团、电建

五是保持高度敏锐度，制定有效措施

板。在正式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施

站记录。事后，对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动，分区块学习，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海投公司相关安全专题会要求，召开

保证资金链安全。

工过程质量和工艺标准，通过开展各

及时下发质量整改通知单，对发现的

形成全员重视安全的氛围；开展各类

学习吸取其他项目事故教训讨论会，

建立“预防为主”环保管理体

种质量评比活动，保证正式施工质量

违规施工现象，督促施工方及时完成

专项安全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安全

举一反三，做好本项目“不可接受风

系，以环保推管理。环保是“五大

比标准样板更好，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整改、闭环。

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加强监督。
二是坚持“样板领路”管理思路，

税收合理筹划等工作，防范税收风险。

生产心中有数”等宣传教育；将特种

险”动态管控、防止群死群伤事故发

要素”的基础要素。在环保管控方面，

六是坚持问题导向，建立相关

作业人员纳入项目主管专业，每周进

生的自查自纠活动。

坚持“绿色发展，科学开发”和“项

“问题库”。业主方和监理方在现场

行有针对性和专业性的统一培训；对

七是与国内知名第三方安全服

目属地经济社会的责任分担者”的环

施工过程中发现不能立即完成整改的

违章违规人员进行下岗再教育培训，

务机构建立长期合作，组织专家定期

保管理理念，坚持“设计科学环保、

体系到位、责任到位、标准到位、监

设计、设备等质量缺陷，将其录入“问

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加强全员安

对海外电力项目安全生产检查和事故

施工措施到位、监督违章严罚”的

督到位、管理到位），充分发挥业主

题库”，每周进行盘点，随时跟踪问

全生产知识学习，增强全员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常态化开展海外电力项目

环保管控原则。高度重视环保各项

方和监理方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变被

题的处理进程，直到完全消除闭合。

意识，提高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技

建设、运营安全生产巡视检查，实现

工作措施，与当地环保局沟通合作，

动检查为主动支持，如工程节点具备

建立“九化”安全管理体系，

能，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重视安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加强联系协调。在施工阶段，严格

条件检查及确认、关键节点重要工序

以安全抓管理。安全是“五大要素”

全的良好氛围，提高项目工程建设的

和调试工作等实行 24 小时跟班制、

的保障要素。一是建立并大力推行“九

安全保障能力。

成立技术专业工作组、成立工程问题

化”安全管理。即安全管理法制化、

信息交流平台、建立缺陷及设计问题

管控体系一体化、责任落实全盘化、

清单并闭合管控等，提高工程质量管

风险管控动态化、班组建设规范化、

治理力度，按照“五到位”安全管理

理为关键、过程监督为保障”的全面

理成效。

教育培训实操化、文明施工秩序化、

（即整改的措施到位、责任到位、资

预算全过程成本管控体系，坚持“以

组织管控，强化“生命共同体”意识，

四是检查督促落实质量责任。

过程控制标准化、应急管理常态化。

金到位、时限到位和预案到位）严格

合同为依据，以进度、质量、安全管

增强集团海外电力项目全产业链的凝

监理方组织召开周例会、月例会及

使监督管理层次清晰、工作内容覆盖

整改。针对现场施工不同阶段任务和

理为支撑，以考核激励为抓手，严格

聚力和战斗力；强化“五大要素”管

质量专题会议，针对施工各环节、

全面，确保了项目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特点，召开防大风干涉、防高温中暑、

变更、索赔管理，严控执行概算”的

控，增强集团海外电力项目投资建设

成本管控原则。

的管控力和竞争力；推动集团转型升

一次成优，减少了因工程质量影响工
程进度和造成浪费。
三是坚持质量管理“五到位”
（即

建立全面预算全过程成本管控

遵守当地环保的法律法规，妥善处

体系，以成本促管理。成本是“五

置废水废气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自

四是以“铁腕”加强对现场“不

大要素”的根本要素。在成本管控方

觉接受第三方监管，最大限度减少

可接受风险”和习惯性违章的排查和

面，建立“执行概算为基础、合同管

人为影响，保护当地环境。
电建海投公司通过“四位一体”

二是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防起重吊装、防火灾、防高处作业、

施工方及时编制相应施工技术方案，

业主方铁腕治安，认真落实中国电建

防交叉作业、防受限空间作业等事故

严格执行“四级验收”制度，按已

和电建海投公司安全工作部署，强化

预防措施专题工作部署会。编制重大

报销、资产、合同结算、合同支付和

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设备、中国劳

审批的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定期检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建立健全项

风险动态管控责任清单，明确管控与

考核激励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规范管

务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企业

查其技术交底情况、施工记录、沉

目安全生产四个责任体系，明确各责

监督责任人。

理。二是依据投资执行概算和工程建

影响力。

降位移监测记录等。

任体系的职责，细化考核标准，界定

五是加强安全文明施工管控。以

履职内容，加强考核评价。业主方牵

安全作保证、以安全促施工，划分安

加强对工程建设成本、投融资成本及

头各参建单位成立项目建设安全委员

全生产责任区，实行安全文明施工区

开发管理成本的控制。三是在外汇、

工序等存在的问题逐一剖析。督促

五是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质
量管理控制。事前，对施工方案、原

内刊

一是建立健全财务、会计、资金、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坝区

级，推动中国产业、中国资金、中国

造合同，按年度分解出月度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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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市场风险识别与应对的相关思考

最终胜出。

杜春国

面对日益复杂和竞争激烈的国际投资市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要成
长为世界一流企业，迫切需要提高境外投资市场风险管控水平，增强自

市场需求风险
市场需求风险是指由于宏观经
济、社会发展、人口规模、法律政策

身竞争力。

需求之间出现差异的风险。市场需求

致投资项目产能过剩（如电力消纳

不确定性而导致企业市场萎缩、达不

不足），生产的产品（如电能）和

到预期的市场效果，企业投资活动失

提供的服务无法被市场及时消纳而

败乃至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种风

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实际

险。影响市场风险的因素，从市场宏

需求旺盛，远超预测水平，而投资

观环境来看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风

项目因为投资规模等原因，产能有限，

险、市场需求风险、外部竞争风险等；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错失发展良机。

从企业微观环境看则主要包括：品牌
与声誉风险、用户信用风险、供应链
风险等，本文将着重进行分析。此外，

外部竞争风险
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利益
最大化，企业积极主动参与竞争是其

政治环境、法律政策变更等也会对市

生存发展之道。然而竞争也意味着要

场风险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因素，将

面临外部压力，因竞争失败而无法实

不在本文中赘述。

现企业预期利益的风险就是外部竞争

宏观经济风险
宏观经济发展存在繁荣、衰退、
萧条和复苏四个反复循环的周期。宏

内刊

市场实际需求没有达到预测水平，导

场宏观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微观环境的

导致企业的快速衰败，甚至威胁整个

争，产品服务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在投

行业市场。尤其在当前移动互联网大

资前就通过协议，以类似“照付不议”

范围普及的情况下，信息的传递空前

机制进行了约定，并根据项目成本、

的快速、便捷、透明，任何舆情都可

通货膨胀等因素进行价格调整。然而，

以迅速扩散发酵，难以人工干预，给

无论多么完美的协议必须建立在项目

企业的品牌与声誉风险管理造成巨大

本身具有生命力基础之上，若项目产

压力和挑战。

项目也要面临无法履约的风险。

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企业的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

目产品和服务的出售无需通过市场竞

供大于求），即便签署了完美协议，

变化，导致预计市场需求与实际市场
市场风险与识别

737MAX 停飞事件），极端情况下会

品服务对市场没有吸引力（如电能的

的不断变化调整而引起市场需求发生

风险。

牌和声誉保护不当（如近期的波音

另一类则是非竞争性市场，项

用户信用风险
用户信用风险是指用户到期不
付款、还款或者到期没有能力付款，

无论哪一类市场，企业间都会存

造成货款拖欠或无法收回，进而造成

在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企业在市场营

企业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风险。大型

销能力、政府公关能力、风险控制等

境外投资项目主要面对两类用户，一

方面的能力应用，会直接影响企业产

类是直接面对大众用户，如高速公路、

品服务的销售和项目协议的执行，进

医院、酒店等项目，直接用户数量多，

而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发展。

群体大，单个用户付费低，用户信

品牌与声誉风险

用风险较小；另一类则是面对特定

品牌与声誉风险是指因企业的

用户，如电力、能源类项目，直接

内部经营活动或外部事件导致相关利

用户固定，数量少，收入来源单一，

益方对企业产生负面评价，从而影响

单个用户付费情况直接决定了企业生

企业市场销售的风险。品牌和声誉

死，用户信用风险较大。

是企业产品服务质量和文化的集中展

此外，境外投资项目在商业运营

示，是企业内涵与形象在公众和市场

后，要面临银行贷款的还本付息，原

的地位体现。在一些上市公司，其品

料采购、运维成本等多项开支，如果

牌与声誉的价值甚至超过其总市值的

不能及时实现销售款回收（譬如电费

一半以上，如麦当劳的品牌价值就

回收），形成过多应收账款，则必然

占其总市值的 71%。因此，若企业品

对企业现金流产生压力。尤其是大部

企业参与境外投资项目将主要
面临两类市场：

观经济风险则是指由经济周期运动和

一类是竞争性市场，投资项目提

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企业市场销售造

供的产品和服务需经过全方位的质量

成不利影响的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具

和价格的竞争来确立其市场竞争力，

有隐藏性和累积性的特点，隐藏性是

过高的价格必然会丧失竞争力和市场

指宏观经济风险始终伴随着社会经济

（如电能竞价上网）。同时，市场需

发展整体趋势，风险并不会明显的表

求情况直接影响到企业间竞争，当市

现出来，只有到了一定的时候才会暴

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时，企业间价

露；累积性则是指宏观经济风险会随

格竞争将会十分惨烈；当市场需求旺

着社会经济矛盾的积累而加剧，当积

盛，产能不足时，企业间则由价格竞

累到一定限度时导致经济危机爆发进

争转向规模竞争和发展速度竞争，以

而造成严重破坏。

最快速度扩大规模，抢占市场，就能

老挝南欧江大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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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境外投资项目，通常都是以小部分

服务的销售价格，导致企业产品服务

的核心。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说到

虑的。优化品牌管理，首先要重视广

股东资本金撬动大比例银行贷款来投

销售得越多，其亏损就越大的情况发

底就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谁能以更

告宣传工作，尤其在扩展新市场时，

资项目，属于高杠杆经营，高度依赖

生，进而让企业不得不停产停业。

低的成本提供相同或更高质量的产品

主动使用广告、新闻等宣传工具，树

和服务，谁在市场竞争中就更加具有

立良好企业形象；其次建立品牌声誉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

境外投资企业在资金回收、协议

生命力。境外投资项目成本受到项目

风险评估和处理机制，通过负责品牌

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执行路径上可以合理搭配和利用金融

工程造价、运营维护费用等固定成本

管理、公共关系等责任部门进行品牌

“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

工具来有效应对信用风险。以电力投

影响，同时也受到原料消耗、零配件

声誉评估，对品牌形象、市场营销、

共赢、交流互鉴，同一带一路沿线国

资项目为例，为应对购电方未及时支

消耗等可变成本影响。强化成本管控，

新闻传播、客户满意度以及企业社会

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

付电费的信用风险，投资人可以要求

首先就要提高工程建设、运营维护管

责任等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市场达到一定

购电方提供循环额度信用证或设立电

理水平，将工程造价和运维费用等大

品牌声誉风险，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规模时，一方市场竞争获胜，另一方

费支付预备账户，保证至少两个月左

额固定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其次，

损失；最后，品牌声誉与社会责任联

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只有市场供需各

右的电费额度，投资人可以在银行实

要打通和扩宽供应链渠道，保证原料

系密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帮助

方齐心协力，共同做强做大市场，才

现见索即付以缓解信用风险。

和零配件的稳定和低价供应，最大限

企业获得社会、媒体和政府的认可，

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度降低可变成本；最后要重视人力资

建立企业在当地良好形象和口碑。

于外部融资。融资银行为保证其贷款
安全，一般都会对项目资金链情况进
行严格监管和限制，一旦资金链和现
金周转出现问题，很容易触发融资协
议违约条款，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
致项目失败。
供应链风险
企业投资经营的本质是对供应
的原料进行加工制造，生产或提供符
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出售后
以获得经济回报。因此，稳定的供
应链是企业持续运转生产的基础，
低廉的供应价格则是企业实现盈利
的重要保证。
供应链不稳定或中断轻则导致
企业产量下降，重则可能导致企业设
备停止运转，机器损坏，甚至出现安
全事故。例如火力发电项目，锅炉
机组的每一次启动运转都需要花费大
额的启动成本并且损耗设备，如果煤
炭供应不及时，不稳定，机组将不得
不停止运行，再次启动时，花费的启
动成本和设备损耗等直接损失暂且不
说，对电网设施造成冲击以及违反购
电协议的赔偿责任等间接损失也是企
业所不愿承受的。
供应链控制除了要有稳定原料
供应外，还要求控制原料供应成本。
原料价格是企业可变成本的主要部分
（譬如煤炭价格是燃煤电站可变成本
的主要部分），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利
润空间，原料价格越高，则企业可盈
利的空间就越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企业可变成本过高，甚至超过了产品

内刊

市场风险应对
做好尽职调查，掌握宏观经济
大趋势
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进而影
响市场供需平衡的变化，是企业参与
市场竞争必须要面临且不可抗拒的风
险。面对此类风险，企业无法主动采
取管控措施，只能选择应对或变革。
做好详细尽职调查，掌握和准确预测
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是企业做出合理
应对措施或变革方向的基础。投资企
业每开发一个新市场或每投资一个项
目之前都要出具详细的国别投资环境
报告和市场调研报告，并加以仔细评
审和研究，只有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了然于胸，应对市场风险才会更加胸
有成竹。
如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投资项
目，是公司在发达国家市场和新能源
领域的首个先行先试项目。面对新市
场、新领域，扎实详尽的尽职调查
是成功投资的基础。公司聘请国际知
名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澳大
利亚市场进行国别法律环境调查和专
项风险调查，对澳大利亚的宏观经济
商业环境、社会政治环境、可再生能
源市场前景、法律框架和基本法律制
度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梳理并形成报
告，为公司的投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
依据。
强化成本管控，提高市场竞争
生命力
成本管控是企业应对市场风险

源管理，合理配置员工，高效利用人

投资市场打造了响当当的品牌。
做强做大市场，构建供需命运
共同体

机，又能化解自身市场风险。
利用金融工具，信用风险应对
有方案

此外，投资人一般还会要求政府

如老挝电力投资项目，当公司发

提供财政担保来保证电费支付，然而

如公司投资建设的老挝南欧江

现老挝电力消纳和购电方支付电费都

即便是政府担保，也依然存在政府信

流域梯级电站项目，公司主动承担移

将出现问题时，主动与政府和购电方

用风险，购买政治保险，则是应对政

巴基斯坦卡西姆火电项目就是

民征地工作，为千家万户搬迁的家庭

协调沟通，更提高站位，力求在更高

府信用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如中国

中国电建集团彰显“编队出海”和“全

建设了移民新村，并且主动反复和当

层次来解决市场风险，从老挝本国经

企业境外投资应购买中国出口信用保

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的经典案例。电

地政府、居民沟通，做到和谐共赢，

济，周边区域经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

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的政治

建海投公司作为专业投资平台，协同

既防范了土地争议的出现，又为企业

积极主动协助老挝政府推动国际电网

保险，这既是实现项目融资的必要条

中国电建集团旗下规划设计、建设施

长远发展带来良好的影响，使南欧江

建设和电力出口等工作，做大区域电

件，也是企业风险防控的内在需求。

工、设备修造、运行维护等各领域的

流域七个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取得令世

力消费市场，构建供需命运共同体，

尤其是政治保险能够对投资协议中的

优势资源，形成带动集团业务全产业

界瞩目的成就，为电建集团在东南亚

既能帮助该国发展经济，解决信用危

“违约条款”进行承保，当购电方或

才，不断优化人力成本。

链一体化发展的“编队出海”发展模

政府违反条款约定，拒绝履行支付电

式。通过全产业链一体化，打通上下

费或政府担保义务时，中信保会依据

游供应链，极大降低投资建设运营成

保单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偿企业股权损

本，成为电建海投公司在境外投资市

失，以此来增强项目的可融资性，也

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为投资人应对信用风险提供了渠道。

优化品牌管理，打造境外投资

然而投资人也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循

新名片

环信用证、预备账户还是政治保险等

实施境外投资，尤其是进入新国

金融工具都只是应对信用风险的一项

别，拓展新市场时，负有盛名的企业

措施，并不能彻底解决风险，只有投

品牌是最好的敲门砖。“一带一路”

资项目本身具有生命力，才是应对信

倡议为中国企业品牌创造了发声平

用风险的最佳保障。

台，带来了资源机遇。如何把握时代
命脉，趁势而动打造中国投资强势品
牌，是中国所有境外投资企业都需考
建设中的印尼明古鲁项目
2019.04 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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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拉动 EPC 模式的融资方式探讨

新模式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一、搭建海外投融资平台，打
通资金渠道

李铮

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是，投资拉
动 EPC 模式对建筑施工类企业的投
资资质、融资能力、实效性管控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以传统 F+EPC 模式推进国际
工程承包业务越来越困难，而投资拉动 EPC 模式，以其能够促进企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越来越为国际市场所接受。

拓宽经营范围，改善经营模式，发

力要求更为严格。为满足相关要求，

展投资业务，贯彻实施投资和 EPC

企业需要一个海外资金归集和管理

双管齐下的经营管理理念，是中资

平台，盘活存量资金，吸纳国际资本，

建筑施工类企业的必然选择。

以保障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融资的

二、带动成员单位走出去，实
现集团效益最大化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此外，海外投融资平
台有助于发挥其海外优势，集中持

在产业模式的创新过程中，如

海外投资公司作为集团内的

有和管理海外投资项目，并以此为

何及时高效地解决新模式下资金问

甲方，与国外政府签订相关商务投

基础进一步优化海外投资项目的控

题，优化资本结构，已逐渐成为中

资协议，确保自身的投资收益，而

股架构，降低海外项目的运营管理

资建筑施工类企业“走出去”研究

后在建设期内，进行集团内有限招

成本，优化整体税负。

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产业新模

标，选择合适的设计院、工程局实

二、创新股权资金筹集方式，

式角度出发，以实操经验为导向，

施 EPC 合同；在运营期，选择集团

引入相关案例，深入探讨企业如何

内的运营单位实施运维工作。如此

按照现行国家的相关规定，海

基于产业新模式创新融资方式，实

一来，一个投资项目就带动了集团

外投资需要有 30% 左右的资本金作

现产融合作创新，从而推动企业自

内的平台公司、设计院、工程局、

为股权投入。实操中，30% 的资本金

身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投资拉动 EPC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拓宽企业经营范围，增加
在“走出去”的大环境下，中
逐步站稳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领
军成员，仅依靠传统单一的经营模
依靠实现一定程度的“转型”。
较传统 EPC“短频快”的模式，
投资是一个相对“短期投入，长期

收益、境外发债、权益融资等多种

链操作，同时项目也获得了 EPC 利

模式，以下仅对境外发债和权益融
（一）境外发债

大化和高质量发展。

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
择在国际资本市场亮相，通过境外

一个海外 BOT 项目，2012 年又专门

发债的方式获取资金。
通常，债券发行成本是衡量发

司，逐步开拓投资领域，拉动集团

行好坏的重要因素，但受发行时点

内的 EPC。这些投资项目每年为集

经济大环境、企业自身评级、发行

团提供稳定的投资收益和现金流。

窗口期以及企业债券发行经验等多

以笔者所在的中电建海外投资
D

属于项目
所在国

方因素影响，企业间债券发行成本
存在较大差异。

移交
60 年
C

投资公司
收益

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选

例，2006 年集团公司实施投资了第

运营期
40 年
B

资展开探讨。

的稳定投资收益，实现集团利益最

（投资拉动 EPC 模式图示如下）

回报”的经营模式和收益模式，因此，

设计施工
EPC

实现了“投建营一体化”的全产业

成立了从事海外投资的专业平台公

式和收益模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

A

可以来自于企业的注册资本、留存

以笔者所属的中国电建集团为

资建筑施工类企业想“出的去”，

建设期
4年

运营单位等多家企业走出去，真正

润、运维利润以及项目全生命周期

国际市场竞争力

撬动更多的投资项目

公司为例，2017 年 6 月海投公司成
功发行了 5 亿美元高级永续债，首
期利率 3.5%，创造了同等条件下央

企海外永续债成本最低的新纪录。
此外，境外债券包括有外币高

可称作合同融资，即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并形成资产前，除与各相关方

级债、外币永续债、人民币点心债等，

签订并持有相关商务合同外，项目

企业需要遵循市场规则，在充分评

公司无其他有形资产，而银行依然

估资金成本后，结合自身实际需求

愿意为其发放贷款。

进行选择和实施。

不难看出，项目初期的无形资

（二）权益融资

产，能够一定程度满足银行的风险

作为建筑施工类企业，通常可

偏好。然而，因存在合同权益和具

以通过引入财务投资人、发行优先

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未来收益、无法

股等形式进行权益融资，以缓释资

（或有限）追索项目发起人连带还

金压力并分摊投资风险，以实现用

款责任等一系列风险，银行对于项

最小的投入拉动最大的 EPC。

目融资的管控尤为严格，对于项目

以一个 10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为

商务架构的完整性和完善性也要求

例，企业需要有 3 亿美元的资本金，

相对苛刻，导致很多项目前期不具

如果引入财务投资人（如丝路基金），

备项目融资可行性，或导致实施期

企业占 60%（注意占 51% 以上才能

项目融资失败。

并表），基金占 40%，这样企业只需

因此，作为建筑施工类企业，

要投入 3 亿美元的 60%，即 1.8 亿美

在投资拉动 EPC 模式下实施项目融

元，就可以拿到 10 亿美元的工程项

资时，需要重点关注担任承包商的

目，实现财务杠杆最大化。

成员单位的资质是否能够满足银行

通常，企业可以通过与境外合

要求，EPC 合同约定的金额、保函和

作伙伴、国内外投资银行、基金公司、

质保金安排等相关权利义务条款设

创投公司等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

置是否符合国际标准或惯例，避免

系，积极向其推介境外投资项目的

出现项目融资失败或银行要求更换

价值，以实施权益融资。

承包商等违背企业投资拉动 EPC 初

三、创新债权资金筹集方式，
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衷的情况。
项目融资最大的优势，是能够

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解决

使企业从法人担保的连带责任中解

海外投资剩余 70% 左右的债权资金。

脱出来，给予企业更大的空间和更

除传统的银行贷款方式外，项目融

多的资源去投资其它项目。首先，

资更能在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

从事投资业务的企业更愿意用项目

保障其高质量发展。以下重点探讨

融资的方式操作，因为投资项目比

项目融资方式。

EPC 项目周期要长的多，如果企业每

项目融资方，即项目的发起人

个项目都担保，做不了几个项目，

（股东），为经营项目而成立一家

企业就做不动了。其次，项目融资

项目公司，以该项目公司作为借款

能够实现表外融资，项目发起人若

人筹借贷款，以项目公司本身的现

直接从银行贷款，会增加负债比率，

金流和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并以项

恶化部分财务指标，从而增加未来

目公司的资产和权益作为贷款担保

融资成本。相比之下，成立具有法

物的融资方式。

人资格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

从另一个角度看，项目融资又

责项目的融资与建设，只要项目发

新模式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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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在项目公司中的股份不超过一
定比例，项目公司的融资就不会反
映在项目发起人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上。第三，项目融资能够享受税务
优惠，因为项目融资允许高水平的
负债结构，由于贷款利息的“抵税”
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本结
构的优化和资金成本的降低。
可以说，项目融资给企业带来
一系列的好处，但项目融资协议数
量多且复杂，导致谈判难度非常大。
在实操中，此类文件在 40 至 240 个
之间。融资周期也较长，一年至两
年实现融资关闭是比较正常的情况。

银行

A

项目融资

B

的可融资性
所谓融资前移，是指企业融资
团队（或财务顾问）在投资项目开
发前期提前参与到国别市场调研、
投资架构搭建、商务合同谈判等重
要阶段，而不是等到所有商务合同
签订或融资条件成熟时再介入。
如果企业选择项目融资，更需
要前置融资。正如前文所述，商务
结构是一个项目整体信用结构的基
础，而信用结构的优劣直接影响着

项目发起人

C

完工担保

保险，其是中国信保为鼓励中国企

行；第三，要求项目公司投保海外

业对外投资而提供的承担投资项下

投资保险。此外，银行在首笔放贷前，

股东权益损失的保险；针对 70% 银

还需要项目公司与巴基斯坦政府签

行贷款部分需要投海外投资债权保

订的特许权协议、与购电方签订的

险（金融机构适用），其是中国信

购电协议、与总承包商签订的交钥

保为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国企业海外

匙承包合同以及火电站运营需要的

投资项目提供贷款而提供的承担其

长期供煤合同等一系列重要商务文

债权损失的保险。此外，若企业涉

件的权益。

及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股东贷款的
情况，可以投海外投资债权保险（股
东适用）。
案例简析-中巴经济走廊电力项目

结语与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体系趋于完善，投资政策趋于严格，
投资环境趋于饱和，“走出去”的中

项目融资的可执行性，因此银行从

以中国电建在巴基斯坦投资的

风险角度对于项目商务结构的要求

中巴经济走廊落地的最大项目卡西

非常严格。在项目开发期启动甄别

姆火电站为例。中国电建与财务投

境的变化，继续贯彻落实“一带一路”

潜在的融资风险点，提前预防或解

资人共同出资在巴基斯坦成立一个

倡议，中资企业需要在持续开拓融

决，可以为后续融资的顺利推进夯

项目公司，持股比为 51%:49%，双方

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

实基础。

按照股比共同为项目出具 30% 的资

成本的同时，不断提高产融合作紧

本金，剩余 70% 由银行按项目融资

密度，创新产融合作模式，以融助

方式为项目公司提供贷款。

产，从而保障自身高质量发展，并

资金安全

……

项目公司

一、融资启动前移，保障投资

二、投保信用保险，兜底保障

合资协议
无追索权或
有限追索权

新模式下融资需要注意的事项

如前文所述，项目融资对于银

资企业将会面临更多挑战和压力。
为有效应对国际政策和市场环

凭借利用资本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由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

行来说风险较大，因此，银行需要

另一方面，国家需要从金融政策层

国家发达程度较低，且存有较高政

的偿债保障措施就较多。以本项目

面给予中资企业更大的支持，推动

治风险，2017 年国资委的 35 号文明

为例，银行首先要求发起人提供物

国有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拓展

确要求企业把出口信用保险列为风

理完工担保，即保证项目公司能顺

金融服务范围，为更好地实现产融

控措施之一。同时，从企业自身角

利建成发电；其次，在还清贷款之前，

合作创新，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

度出发，信用保险既是对企业的保

项目公司的电费收益全部质押给银

供相应渠道和保障。

障，也是在风险发生时，银行最后

特许权

“交钥匙” 长期销售
承包合同
合同

长期供货
合同

的“抓手”，所以通常作为银行放
贷的前提条件。
中国企业在实施海外投资业务

政府机构

工程公司

购买者

供应商

时，离不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的海外投资保险。它主要为投资者
和金融机构因投资所在国发生的征
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
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
供风险保障。
海外投资保险承保标的囊括股
权资金和债权资金。针对海外投资
30% 资本金部分需要投海外投资股权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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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巴瑞萨发电公司
开展“春蕾助学”爱心捐赠活动

2019 年 4 月，在孟加拉巴瑞萨项

力当地经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2019 年 4 月 16 日， 电 建 海 投

能源的同时，也将在就业、税收等

目所在地，一场浓情满满的春蕾助

本次春蕾助学捐赠，是对当地教育

公司印尼明古鲁发电有限公司对项

方面为当地创造更多价值。他希望

学爱心捐赠活动在当地 Ankujanpara

事业的有力支持。在以后的工作中，

目附近村庄的 Mandiri 孤儿院开展

孤儿院的全体小朋友们能够在 Umi

小学举办。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海投公司和巴瑞萨公司将持续不断

了爱心捐赠活动。明古鲁日报和明

女士及其他志愿者的精心照顾下健

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发电公司

地参与当地慈善活动。小学校长及

古鲁电视台两家当地媒体对本次活

康快乐成长成才，长大后为社会多

总经理赵振庆及其他班子成员，各

师生对于捐赠活动表示了由衷的感

动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做贡献。

参建单位项目主要负责人，当地主

谢，并表示该笔捐赠物资有效改善

流媒体记者及小学师生 100 余人参

了小学的教学条件与学习环境。

应当地媒体邀请，公司总经理

Mandiri 孤儿院目前共有志愿工

助理、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会接受

作人员 5 人，收养孤儿 60 人，因尚

Ankujanpara 小 学 距 离 项 目 现

媒体采访。他首先向 Mandiri 孤儿

未获得政府捐款，孤儿院运营困难，

赵新华在捐赠活动中表示，电

场约 1 公里，为当地村庄小学，共

院创建人 Umi 女士和其他志愿者热

儿童生活条件艰苦。根据孤儿院的需

建海投公司一直践行“全球绿色清

有常驻小学生 108 名。该小学校舍

心公益，关爱儿童的行动表示了诚

求，发电公司为孤儿院提供了床、床

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地经

因年久失修损坏，使用的现住址为

挚的敬意；随后，他向媒体及孤儿

垫、床单、毯子等床上用品，以及供

济社会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元文

政府避难场所。学校办学条件较差，

院相关人员介绍了电建海投公司的

儿童使用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

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战略定位。

体育设施和用品匮乏，学生家庭生

业务概况。他表示，电建海投公司

足球、羽毛球等体育器材，有效改

巴瑞萨项目自开工以来，海投公司

活比较困难，学习用品较少。在了

在海外电力能源投资开发领域具有

善了孩子们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和巴瑞萨公司扎实融入当地社会，

解到学校的实际困难后，在合作方

良好的资本运作和项目开发建设能

积极履行属地社会责任，不断推动

的协助下，发电公司决定对该校捐

力；明古鲁项目是电建海投公司在

中外多元文化的融合，着眼共赢的

助书包、足球、板球等学习用具和

印尼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火电项目，

发展理念，以人文关怀促民心相通，

体育用品，开展春蕾助学捐赠活动。

目前各项建设工作进展顺利；项目

与此次捐赠。

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

内刊

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对当地孤儿院进行爱心捐赠

周建国 王家琨

石伟体

魏文刚

陈晓海

建成后将为明古鲁省带来充足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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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
开展“邻里守望，爱心温暖世界”社区捐赠活动

洪灌溉、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
做出的成绩表示赞赏，对项目公司

龙佬村村长指出，这批生活物

积极履行环保影响评估及社会责任

资和文体用品是中国电建送给村小

报告（EIAS）及新签环保协议所做

学的一份珍贵礼物，他代表村委会

出的努力与成绩给予高度认可。

向发电公司表示衷心感谢，并将永

在项目公司的安排下，检查团一

远铭记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给

行观看了《甘再欢歌》等多个海投公

2019 年 3 月，继柬埔寨国家环
保部部长到甘再水电站参观指导后，
柬埔寨国家环保评估局办公室主任

予老挝的大量无私援助。

司项目宣传片，重点观看了其中涉及

南欧江二期项目自开工建设以

澈的库水及下游河道，检查团对甘

甘再项目为柬埔寨电力供应、环境保

来，在建设优质工程的同时，始终注

再水电站的环境保护工作给予高度

护、旅游业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等做

认可与表扬。

出贡献的相关内容。检查团表示，柬

及贡布省环保局官员检查团一行五

在随后的沟通交流会上，检查

埔寨环保部门将给予电建海投公司多

人再次到访，参观、指导大坝区域、

团成员听取了甘再水电站近年环保

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欢迎电建海投

各厂区及电站下游河道相关工作。

工作及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汇报，

看到干净整洁的坝区及各厂区、清

对甘再项目在柬埔寨电力供应、防

来柬埔寨投资建设更多更好的项目。
张发斌
白准英

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助力当地教育事业
被大风吹坏的屋顶，2015 年投入资

2019 年元旦，老挝南欧江发电

为师生传递来自中国电建的爱心，

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员工来到位于老

希望全校师生能够克服困难，努力

挝北部大山深处的龙佬村小学，开

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成绩，为推动

展以“邻里守望，爱心温暖世界”

中老两国友好关系贡献力量。发电

为主题的社区捐赠活动。

公司将继续发扬“融入本土、回馈

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黄

社会、互利共赢”的企业文化精神，

彦德表示，很高兴来到龙佬村，为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以实际行

村小学捐赠生活物资和文体用品，

动将热忱和友好传递给老挝人民。

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帮助周边改善
基础实施条件，促进当地就业，助力
当地民生，持续开展了援建小学、义
务教授中文、看望孤寡老人等一系列
公益活动，大力弘扬志愿者精神，落
实公司属地化、本土化管理理念，继
续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起到了良好
的反响。

陈忠

桑文林

老挝水泥公司
开展“文化下乡·温暖中老情”志愿服务活动

金帮助修建教室，并多次捐赠教学用
品和学习用品，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学

的外界信息很少，视野受限。针对当

校师生的广泛称赞。参加活动的各级

地情况，水泥公司拟定了“文化下乡”

政府、组织代表及学校校长在发言中

系列志愿活动方案。在那卡姆中学的

提到上马相迪项目公司帮助学校事项

配合下，水泥公司组织力量自行设计

时均表示，感谢项目公司给予学校的

了可升降放映三角支架，制作了符合

帮助，也对项目公司对项目属地社会

校方教室尺寸的屏幕，成功开展了首

经济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

次“送电影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上马相迪项目公司注重与当地
2019 年 1 月 1 日，尼泊尔上马

学习用品，积极助力当地教育事业。

各级政府、团体和村民的联系，通过

相迪项目公司应邀参加了营地所在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自建设开始，

在当地组建地方协调委员会，营造良

地，尼泊尔拉姆郡地区马汉德拉学校

多次帮助马汉德拉学校建设。2014

好的外部环境，减少非传统安全因素，

64 周年校庆活动，并向学校捐赠了

年项目公司购置了建房材料帮助修建

为电站安全运营创造良好条件。
杨杰

本次“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活
动给当地学生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
2018 年 12 月 5 日，老挝水泥公

马哈赛县境内，距离甘蒙省省会城

验，受到师生一致好评。本次活动

司工会在水泥公司党支部的指导下，

市塔克 22 公里，地理位置偏远，经

也促进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了电建

组织志愿者在那卡姆中学开展了“文

济条件差，体育锻炼、社会娱乐设

海投和水泥公司，积极履行了中资

化下乡·温暖中老情”志愿服务活动。

施差，没有电影院等公共设施。因此，

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水泥公司生产现场位于甘蒙省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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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杜春国会见
中国信保第一营业部总经理王虹一行

公司信息入选国资委《国资工作交流》

2018 年 11 月 19 日下午，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

2018 年 11 月 20 日，国资委《国资工作交流》93 期出版，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
精彩亮相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正式获得发电证书

2018 年 11 月 13 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

2019 年 2 月 27 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经济监管

玉明，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在京会见了中国信保

公司上报的《卡西姆项目严控国际化经营风险主要做法》

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老挝南欧江梯

局正式核准并签发了牧牛山项目发电证书，这是该项目

第一营业部总经理王虹一行。双方围绕服务“一带一路”

成功入选中央企业信息专栏作经验交流推广。该做法特色

级水电站项目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优良的建设运营

自开工建设以来实现的又重大节点目标。发电公司牵头

建设，深化战略合作进行深入友好会谈。公司副总经理

鲜明、亮点突出，从各央企上报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

水平，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成功入选展览，成为一抹亮

协调各方，依法合规提交有关申请，历时 6 个月获得发

兼总会计师李铮、总法律顾问岐温华等参与会见。

受到国资委充分肯定。

丽的“电建海投元素”，诠释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建

电证书。证书的获得，为后续项目融资、建设和按期投

海外逐梦的奋斗历程。

产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蒋金良

高超

李旌

刘向晨

高志鹏

资讯 NEWS

资讯 NEWS
公司首次完成跨国远程异地开标评标

公司两项科技成果
通过电建股份鉴定及验收

公司全面检查老挝南俄 5 水电站引水系统

老挝水泥公司 2018 年水泥销量创新高

2019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公司招标项目“卡西姆项

2019 年 3 月 23 日，电建股份公司组织召开电建集

2019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老挝南俄 5 发电公司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老挝水泥公司 2018 年水

目煤炭检测服务标段”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同步完成跨国

团科技项目验收及成果鉴定会议，公司两项科技成果《尼

受了电站引水系统全面初步联合检查。检查结束后的专

泥销量（不含熟料）突破 71 万吨，实现水泥公司自 2007

远程异地开标评标工作，成为中国电建乃至中国企业首

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泥沙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题会研究指出，电站引水系统结构总体处于稳定状态，

年投产以来的销售新高，圆满完成了年度销售任务。成

例实现跨国远程异地开标评标的项目。该标段通过中国

《老挝南欧江胶凝砂砾石（CSGR）纵向围堰关键技术研

运行基本安全可靠，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明确要求。

立于 2005 年的水泥公司是中国电建在海外唯一投资建设

电建集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面向全球公开招标，收到

究与应用》通过专家组鉴定验收，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

并投入运营的水泥项目，公司品牌“狮牌”成为当地重

多家世界一流煤炭检测商的投标文件。

先水平。

大工程项目的首选品牌。

武夏宁 郭伟 菅志刚

内刊

朱竞伍

陈志超

彭章良 宁海龙

杜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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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带一路”上的“七明珠”
——老挝南欧江水电站的绿色发展故事

摘要：
在制定开发方案时，老挝南欧江项目把“绿色生态”放在重要位置。
“一库七级”的两期开发方案，可减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原住
民的搬迁，减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淹没，并通过全周期环保管理和移民生
计布局，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

南欧江一期项目为二、五、六

开发水能资源，通过全周期环保管理

提高下游防洪能力；保证农田灌溉，

章建华）“我们欢迎像中国电力建设

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54 万千瓦，

和移民生计布局，最大限度保护和改

减少水土流失；配套发展新产业以减

集团这样有实力、有担当的企业进入

2017 年 1 月 1 日进入商业运行期，

善当地生态。

少烧荒和植被砍伐，以及保护生态平

老挝，科学开发老挝资源，带动老挝

截至 2019 年 3 月 14 日累计发电量为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公司总

经济发展，造福老挝人民。”在南欧

39.7 亿千瓦时，输送的电能点亮万

经理助理兼老挝公司总经理黄彦德对

此外，中国电建还组织编制了

江梯级水电站工作多年的老挝籍员工

家灯火；二期项目为一、三、四、七

新华社记者介绍说，南欧江项目在环

《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生态流量

本泵说。

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73.2 万千瓦，

境保护方面的一些做法已获成效，积

及监测》及电站环境恢复工作方案，

累了宝贵经验。

加强流域植被、珍稀动植物保护宣

新华社万象 3 月 25 日电 （记者

作为一个当地人，本泵看着南

目前正值建设高峰期，计划 2019 年

欧江梯级开发正在逐步完成，自然有

年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20 年全

他说，公司为项目编制了环评报

传；积极参与国际性交流合作，让

感而发：一期项目安全稳定运行 3 年

部投产发电。全流域项目联运后，一

告，严格执行中老两国环境保护相关

外界真实、透明地了解项目开发全

多，库区成了风景点，移民新村生机

串耀眼的“七明珠”将闪耀在“一带

法律法规及特许经营协议中环境责任

过程，实现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联

一路”上。

条款，按照国际国内标准“就高原则”

合科研院所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向社

执行环保标准。项目探索实践了“治

会提供经验借鉴和案例分享，营造良
好的项目生态环境。

盎然；二期项目正快速推进，建设过
程中注重环保，最大限度减少建设用

中国电建在制定南欧江项目开

地，最大限度实施生态保护和带动改

发方案时就已将“绿色生态”放在重

理属地化、经营属地化、资源属地化、

善民生……

要位置。特制的“一库七级”两期开

发展属地化、责任属地化和文化属地

发源于中老边境的南欧江，是湄

发方案考虑尽量减少对当地生态环境

化”，以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

公河左岸在老挝境内的最大支流，婀

的影响，尽量减少原居民的搬迁，尽

娜蜿蜒、自北向南，在琅勃拉邦省附

量减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淹没，合理

综合效应，在调节流域内季节性旱涝，

目共规划建设 28 个移民新村、安置
2300 余 户、 涉 及 12600 余 人， 移 民
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体

方公里，河道全长 475 公里，水能指

现出了项目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环

标优良，是老挝政府极力推进开发的

保效益。
每年植树节，为打造环境优美、

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是中国

绿色生态的移民新村，南欧江各级电

电建在海外首个全流域整体规划和

站都会同当地移民委组织移民新村开

BOT 投资开发的项目，也是对接支撑

展植树活动。惠楼村村民谢岛说：“电

将老挝打造成“东南亚蓄电池”和改

站为村民们提供了芒果树、菠萝蜜树、

善老挝北部民生的重要项目。该项目

柚子树、椰子树等树苗，邀请了种植

全部建成后将保障老挝 12% 的电力供

专家讲解各类果树种植及日常养护知

应，有效促进老挝北部地区电网建设

识，还设立了最美庭院奖。这些活动

升级和输送互联，既满足老挝本土电

我们以前都没见过。”

力市场消纳，又助力老挝电力出口创
汇和区域电力一体化进程。

内刊

该项目建成后将发挥联合调度

项目不但在工程建设中重视环
保，移民工程也落实环保理念。该项

近汇入湄公河。流域面积 2.56 万平

水能资源基地之一。

2019 年 3 月 25 日，新华社报道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的绿色发
展故事。

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南欧江项目环保工作得到了老
挝中央政府和地方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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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一带一路”为尼泊尔带来机遇

中国日报：“一带一路”项目改善老挝民生

BRI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Nepal

Belt, Road project improves lives in Laos

摘要：
一名尼泊尔当地的员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达了对中国水电 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司的感谢，因为公司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

four years, as the Chinese firm brings
in its advanced technology, experience
and management,” Shisupal told the
Global Times.

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摘要：
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施工现场有老挝工人 300 到 400 人，占南欧江
一级项目员工的 50% 以上，体现了项目的属地化管理成效。企业为老挝
人民提供了良好的福利待遇，而这些老挝人民也在项目开发建设中扮演了

Shisupal’s bond with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91 when he was
granted a scholar¬ship to study
architecture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不可替代的角色。

Changes to locals
Around 180 kilometers northwest from
the Upper Trishuli 3A Project, there is
another hydropower project that was
financed by Power China Resources
and which started commercial
operations in January 2017.
The Upper Marsyangdi-A Hydropower
Project, with an installed capacity of
50MW, began construction in January
2013 and is the first hydropower
project invested by a Chinese
enterprise.

内刊

Shisupal Chhetree, born in 1965 in
northern Nepal, is a deputy manager of
the Commercial Contact Department
of Sinohydro-Sagarmatha Power Co, a
subsidiary of Power China Resources.
Shisupal transferred to the project in
2013. Multilingual, speaking Nepali,
English, Chinese, and some Hindi,
his role to communic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s been vital
for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perfectly showed what
‘the Speed of China’ is in these nearly

“The Nepalese have seen how
hardworking and diligent the Chinese
are. China’s development has shed
some light on local people and brought
changes to us,” Shisupal noted.

At the same time, Luchan, who only has
one name, said he will soon have enough
savings to buy a pickup truck for his
parents to start a small business.
The Nam Ou project, with an installed
capacity of 1,272 megawatts, is
invested in and constructed by Power
Construction Corp of China, or
PowerChina, at a cost of $2.73 billion.

“We local people are really thankful
for the Chinese firm to help enhance
our living standards by providing more
electricity, more importantly, creating
jobs,” he said.
The Chinese firm hired up to 800 local
employees when the project was under
construction and their wages are 20
percent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in
other local firms.
“We welcome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ome to Nepal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BRI,” Shisupal said.

For Luchan, a Laotian hydro-power
plant worker, 2019 is turning out to be
a promising year, both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The first uni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am Ou Cascade Hydropower Project,
which Luchan joined five years ago as a
bulldozer driver, is nearing completion
and is expected to begin generating
power in the coming months.

He also encouraged his son to study
in China, who has already returned to
work in the same firm.

2019 年 3 月 11 日，《环球时报》报道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改进当地民生、促进当
地就业的故事。（节选）

Hydropower complex brings jobs,
better pay

As a key part of the China-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the first project
undertaken by a Chinese-invested
company to cover an entire river.
2019 年 4 月 1 日，《中国日报》报道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
站促进当地发展的故事。（节选）

The Nam Ou River, a major tributary
of the Mekong in Laos, originates in
Yunnan province in China, and flows for
475 kilometers in northern Laos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Phongsaly and Luang
Pra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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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欧江项目
移民新村的孩子们
The project, which began in 2011, has
created reservoirs with seven levels. The
first phase, comprising plants on levels
2, 5 and 6, has generated 4 billion kWh
since it started operating on Jan 1, 2017,
until March.
The second phase, comprising plants
on levels 1, 3, 4 and 7, is expected to be
fully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The project will provide 12 percent of
Laos' electricity supply, according to
PowerChina.
Luchan, 25, is one of many Laotian
workers at the site who has received an
official certificate from PowerChina as a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 Like many
of his fellow workers, this is the first
skills certificate he has received.
"Each month, I will go back home and
use my salary to support the family," said
Luchan, who earns about 4.5 million
Laotian kip ($525) a month. "We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money when we
want to buy something."

内刊

The minimum monthly wage in Laos
was raised to 1.1 million kip on May
1, according to Xinhua News Agency.
In Luang Prabang,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average monthly salary
is about $200 after tax,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website Numbeo.com.
Earlier this year, Luchan's two older
brothers joined the project as bulldozer
drivers on the night shift. The three
siblings are among some 300 to 400
Laotian workers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employees at the level-1 plant.
Zhang Hua'nan, assistant to the general
manager of Nam Ou Power Co and
project manager of the level-1 plant, said:
"Laotian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ydropower
station. They have played irreplaceable
roles in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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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中巴经济走廊卡西姆电站
招聘第二批 46 名巴籍大学生

经济日报 - 中国经济网卡拉奇

巴举行的第二次规模较大的校园招

统调试。经过两年多的系统培养，

走廊”首个落地实施的大型电力能

提要：

1 月 28 日讯（特约记者康从钦 尹永

聘活动。2016 年 8 月，为满足本土

截止目前，大多数巴基斯坦员工都

源项目，经过近 3 年的艰苦努力，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招聘第二批 46 名巴籍大学生，如今处于

生）近日，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的

化运营需要，在巴基斯坦当地 16000

具备了独自承担基本工作的能力和

在中巴两国员工的共同拼搏下，于

运维期的卡西姆项目吸纳了 600 多个当地员工。这是项目公司加快推动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在卡拉奇市 FAST-

多名应聘者中通过初选、测试、面试、

素质，在卡西姆电站运行、维护、

2018 年 4 月 25 日顺利进入商业运行。

属地化战略的又一举措，为逐步递减中方人员，培养和锻炼巴方高级管理

NU 大学校内组织招聘第二批电站运

体检和背景调查等环节择优录用 100

管理等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卡西姆

截 止 2019 年 1 月 23 日， 电 站 已 经

技术人员做了充分准备。

维管理技术人员，为下一步卡西姆

名大学毕业生，于 2016 年 10 月组

电站安全稳定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累计发电超过 80 多亿度，为巴基斯

港燃煤电站属地化运营和人才梯队

织到中国电建火电运维实训基地甘

目前，电站运维期有超过 600 多个

坦调整电力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发

建设做准备。

肃能源崇信电厂开展了为期 6 个月

当地员工在卡西姆电站拥有长期稳

展和改善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的专业技术培训和文化融合性培训，

定的就业岗位。据了解，电站建设期，

记者了解，本次计划招聘 45 人，自

并于 2017 年 5 月培训结业，返回卡

巴籍员工最多时达到了 3500 人。

招聘信息发布后，共收到 7000 多份

西姆电站，参加现场设备安装、系

据经济日报 - 中国经济网特约

卡 西 姆 电 站 作 为“ 中 巴 经 济

简历，经过筛选，来自巴基斯坦不
同地区和高校的近 400 名应聘者参
加了笔试和面试，经过各环节层层
选 拔， 最 终 46 名 来 自 巴 基 斯 坦 全
国各地的优秀毕业生脱颖而出，拿
到了中国电建卡西姆电站的录用通
知书。
招聘前期，招聘人员在卡拉奇
市 FAST-NU 大学校内进行了招聘宣
讲，通过 PPT 的形式展示了卡西姆
港燃煤电站日常工作、生活模式、
管理理念和制度政策等，卡西姆电
站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舒适条件吸引
了当地大学生的青睐。
本次校园招聘是卡西姆港燃煤
2019 年 1 月 28 日，《中国经济网》报道巴基斯坦卡西
姆港燃煤电站招聘当地大学生的故事。

电站统筹做好生产运维策划，加快
推动属地化战略的又一举措，为逐
步递减中方人员，培养和锻炼巴方
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做好了充分准备。
经济日报 - 中国经济网特约记
者获悉，这是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在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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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在异国他乡的“最美职工贴心人”

负重前行，勇当“一带一路”奠基石

——记 2018 年“最美职工贴心人”、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志辉

——记公司 2018 年劳动模范、法律风险部主任 王晓林

刘星 钟海山

李晨曦
活动，建立公司层级的困难职工台

古鲁整个协议谈判过程比较紧张。如

账、职工健康档案等。他安排专人

果达不成一致，我们就有保函被没

负责各项工作，要求随时跟进汇报

收、项目失败的风险。”“业务开发

相关事宜，让每一笔慰问金及时送

有要求，法律团队一定要顶上去。”

达到有需要的职工手中。

王晓林说。

周志辉推进星级“职工之家”

他带领着法律团队，2014年的

建设，拨款增添了台球、乒乓球、

整个春节都忙着准备PPA的偏差文

职工书屋、棋牌、周末影院、瑜

件，开展了组织律师、外部专家研

伽、卡拉ok等设备，为大家营造了

究协议文本，提出多套谈判策略，

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

准备好不同情况发生时的最佳文本

周至辉（右一）参加水泥公司职工活动

等大量工作，确保了投标工作的顺

王晓林（一排中）与部门同事讨论工作

“领路人”
事，切实把工会工作优势转化为推动水泥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利进行。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临危不惧，敢于攻坚。在服务公司市场开发、推

以服务职工为根本，解除职工后顾之忧的“贴心人”。为职工办实事办好
周志辉认为，职工是企业发展

动项目股权转让、依法合规经营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场，深入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的包装

人的发展和进步，他组织开展了中

“哈哈，太好了，协议谈判最

二届四次全委会暨2019年工会工作

岗位感受工作环境，去易出故障的

方职工带老挝职工、老员工带新员

后的难题解决了，可以放心把合同评

会议上，公司工会推荐的老挝水泥

制成岗位查看设备巡检情况。

工等导师带徒活动，实施了新员工

审会签表交给公司领导决策了。”

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在与生产车间职工谈话中他了

入职培训、老员工技能培训、技术

“哇，这么厚的尽职调查报

打底团队中，并从原来的投资业务

70多家成员企业中脱颖而出，成功

解到，食堂不提供夜宵导致夜班职

比武等多项措施，帮助职工掌握技

告，一定要好好阅读，要提前解决

部门，转到法律风险部，从事法律

当选2018年“最美职工贴心人”，

工加餐不便。他立即牵头调研，增

能、提升技能。

所有法律障碍，确保项目顺利推

风险管控工作。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当选的首位“最

加了厨师配置并开设了深夜食堂。

他不遗余力地培养职工业务能

美职工贴心人”。

在了解到职工去市区办事交通不便

力，一批青年职工在各自负责的岗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以来，周志辉始

末班车”。

终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紧密结合水泥公司工作实际，

位上挑起了大梁。
四年多来，在周志辉同志温言
细语、润物无声的关怀下，水泥公

“贴心人”

以服务职工为根本，以职工之家为平

进。”

目特别多，巴瑞萨、牧牛山两个项
目的谈判我们都要参加，明古鲁融

发营业执照了吗，IA、PPA都谈定

发就是以项目为导向去做事，但是

资遇到的困难也要一起处理，但是

了，项目很快要签约，缔约主体一

法律风险部是新设部门，要搭建公

看到一个个项目签约，就不觉得累

定要按时设立完成。”

司全面风险管理和内控管理体系，

了。”王晓林笑着说。

司有了家一样的温馨，让中老方职

一大早，法律风险部响起王晓

建立保险管理体系。”王晓林说，

从业十三载，他以谦虚谨慎的

“法律风险部要想着‘风险管控永

态度，不断砥砺前行，从初出茅庐

远是第一位的’，要考虑开发、融

的大学生蜕变为国际工程、海外投

资、建设和运营以及未来退出的项

资的多面手；海投七年，他以求真

目全生命周期。”

务实的作风，勇于自我突破，完成

工凝心聚力共同发展。在刚刚过去
的2018年，老挝水泥公司累计水泥

一天的忙碌工作。

办了一系列实事和好事，切实把工会

工宿舍因年久老化和虫蚁咬噬，存

销量突破71万吨，创公司自2007年

工作优势转化为推动水泥公司可持续

在漏雨的现象。他立即安排相关责

投产以来的历史新高，连续11年位

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任部门组织开展维修工作，抢在雨

居老挝水泥行业销量第一。

内刊

项目，并配合推动。2018年公司项

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原来做项目开

经调研后，周志辉发现老方职

周志辉一有机会就跑到生产现

“法律风险部要关注公司所有

“Tony律师，DIFC注册机构颁

台，以提升职工技能为抓手，为职工

“知心人”

勇于担当，推动项目谈判

“刚到部门的时候其实也不

林爽朗的交谈声，整个部门也开启

季到来前让宿舍修缮一新。

赢得了合作方的尊重与信任。

2012年，海投公司与原国际公
司分立，王晓林被选入海投公司的

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周志辉在

的情况后，周志辉特意安排了“周

队，在确保公司利益的基础上，与
印尼购电方就PPA达成了一致，他也

的核心动力。为了帮助职工取得个
在电建集团（股份）公司工会

自2015年6月担任老挝水泥公司

最终，王晓林帮助整个投标团

谨慎务实，管控风险

了从一名工程师到风险管理者的角
2006年，刚刚从武汉大学毕业

保驾护航，确保投标顺利

周志辉在公司中老方职工中推

的王晓林加入原水电国际公司。短

行婚丧嫁娶慰问、金秋奖学、困难

短几年，王晓林迅速成长为精商务

印尼明古鲁项目的谈判，让王

帮扶、大病救助、星级员工评选等

合同、熟融资保险、通工程技术的

晓林印象深刻。“作为投标项目，明

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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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志当追梦人

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新征程的带头人

——记公司 2018 年劳动模范、建设管理部总经理 袁洋

——记公司 2018 年劳动模范、巴基斯坦卡西姆发电公司总经理 郭广领

岳飞飞

康从钦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袁洋牵头组织

府部门展开了密集谈判，相继解决了

完成《海外电力项目全产业链价值

非停考核、容量电量、性能试验等一

创造的“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系列关乎卡西姆项目生产经营的核心

构建》（以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为

问题，为卡西姆项目健康可靠稳定运

例），荣获第二十五届全国企业管

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国家级二等奖。
事业：因为追求

建设期业务统计工作量大，数
据庞杂。2015年，袁洋接任建设管

袁洋（右二）在项目现场

勤恳敬业、拼搏奉献。在狠抓建设项目“五大要素”管控、推动“四位一体”
全面落地、推进PRP系统建设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业绩！
袁洋是一名有着30年工程建设

ERP系统开发的公司调研对标学习，

管理经验的“老国际”。从技术到管

提出具有海投公司PRP系统特色的工

理，从国内到国外，从水电到火电，

作思路。

从承包到投资，他已成为懂技术、善

理部总经理以来，一直思考如何减

2018年4月25日，卡西姆电站提

轻项目公司工作量，同时有效准确

前67天进入商业运行，标志着卡西姆

提供并上报数据。他提出建立部门

电站工程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进入商
业运行后，卡西姆电站面对当地脆弱

数据库，汇总公司2015年以来各类
报告报表数据。2018年全年报送的
各类报告、报表合计232份，无差

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克服电站运营各种不利因素，带领团队全面完成发
电任务和电费回收指标，为海投公司完成年度经营指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招标管理上，袁洋积极响应

处理了多达98次的送出线路跳闸和16
次全厂失电，这对任何一个电厂来

错、零投诉。
激发内生动力，打造学习型团队

的外部电网和频繁跳闸的送出线路，

说，都是严峻考验。

2018年12月27日，卡西姆发电公

作为卡西姆发电公司党支部书

司召开干部大会，海投公司总经理、

记、总经理，郭广领担起了从党群纪

为彻底改变卡西姆电站外部电网

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宣布郭广领担任卡

检、生产经营、企业文化的内部管

环境，郭广领带领卡西姆公司团队，

西姆发电公司总经理。

理，到与巴政府、中国驻巴使领馆、

积极邀请巴方官员到中国国家电网考

经营、长管理的优秀复合型人才和管

和落实国资委、股份公司提出的公

为打造学习型建设管理团队，

理专家。

开透明、增强监督、依法合规、实

袁洋组织建立了部门图书角，并开

捧着沉甸甸的任命书，郭广领

当地相关企业的对外协调工作。最令

察参观，与巴方技术管理人员制定方

在袁洋的组织下，海投公司项目

现“阳光采购”要求，不断创新管

展建设项目持续复盘和持续对标交

坚定表示：“站在蔡斌总经理打下的

人钦佩和感叹的，是他在火电站生产

案。最终，巴方同意对卡西姆电站

管理信息化系统（PRP）于2018年9月28

理机制，2018年建成了具有国际先

流活动。基于公司从事海外业务的

坚实基础上，我们有信心把卡西姆电

经营管理上从未懈怠，没有一刻放松

500KV送出线路一期、二期工程进行

日顺利通过上线评审，成为中国电建

进水平的电子评标室，实现了全流

特点，袁洋要求部门团队积极开展

站打造成巴基斯坦最具竞争力的一流

过学习。郭广领来到巴基斯坦卡西姆

升级改造，以解决目前困扰卡西姆电

平台及投资业务板块企业首家完成PRP

程电子化招标及跨国评标。

英语学习。部门已经连续3年开展英

发电企业。”这份信心，源自他多年

电站后，用很短的时间跨过英语关，

站正常生产运行的难题。

来从事大型火电站生产管理的经验积

全面研究并掌握了巴基斯坦能源结

郭广领站在阿拉伯海的岸边，远

2019年1月9日至11日，“中国

语学习活动，2018年主要围绕牧牛

袁洋还带领建设管理部，完成

电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线电子

山项目英文合同学习新能源项目合

累，源自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孜孜以求

构、电力电价政策、卡西姆电站核心

远向卡西姆电站望去，一副美好画卷

股份公司交办的公司电子评标室建

化招标的“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煤

同管理。

拼搏奋进的职业素养，源自他和卡西

法律文件和协议，并结合多年火电厂

在他心里慢慢展开，等待着未来岁月

设并正式投运，成功实现公司招标

炭检测服务项目”顺利完成跨国异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竟

姆团队八百多个日夜共事的感触。

生产经营管理经验，较为清晰地指出

的描绘。

评标全流程业务电子化，让海投公

地同步开标评标工作，电建集团成

发，勇进者胜！袁洋始终保持奋斗的激

司成为股份公司首家全流程电子化

为中国首家具备与海外项目公司实

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自强

招评标试点单位。

现联合异地评标的中央企业。

不息，勇于超越”的海投精神。

系统建设并通过上线评审的公司。

了卡西姆电站核心利益、公司定位、
专业：因为坚持

对策、风险管控重点及应对措施等核
郭广领从汽机值班员、司机、

打造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

指导建设期项目“四位一体”落地

为确保PRP系统研发工作少走弯

在总结梳理巴基斯坦卡西姆

路，袁洋带领团队到已经完成PRP、

火电站项目“四位一体”组织管控

内刊

竞争优势、生产经营核心任务及相应
心问题。

值长，到运行专工、技术副总监、副

在公司领导的指导下，郭广领带

总经理，再到卡西姆项目的执行总经

领卡西姆团队与巴基斯坦电力部、国

理、总经理，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卡

家电网、中央购电局、调度中心等政

西姆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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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岁月铸就辉煌业绩

“一带一路”上的老宣

——记公司 2018 年劳动模范、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 晏洪伟

——记公司 2018 年劳动模范、老挝南欧江七级电站项目经理 宣李刚

杨杰

桑文林
业AA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现

软岩填筑、最长距离进场运输等诸多

场确认。

困难，项目建设要素管控整体受控，
朝建设目标稳步迈进。

他提出“以经营为导向，生产
为主线，技术为桥梁、质量安全为保

如今，站在七级电站的山包上眺

障”的经营理念，公司采取分级分

望，电站及周边景象就像镶嵌在绿色

层、全员营销策略，争取电网优先调

中的一个钻石小镇。

度，保证能发电、能送出和按时回
坚守

收，为电力营销保驾护航。
“为做好电力营销，维持和保

从国内到国外，从机电专业到项

持友好合作关系，再苦再累也心甘情

目承包再到投资项目管理，从叙利亚

愿。”晏洪伟说。

晏洪伟（左一）代表项目接受尼泊尔当地政府表彰

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电站精益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工作富有
成效，创造了电站连续两年超额完成发电目标的骄人业绩！

长年扎根一线，担当负责，面对地质塌方、洪水等险情，始终冲锋在前、
打造电建品牌

到非洲埃塞、马来西亚再到老挝南欧
江，老宣孜孜不倦地做着国际项目。

攻坚克难，为二期节点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谈到多年坚守海外项目一线时，

程中，发电机组过流部件磨损严重，

在晏洪伟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宣李刚，老挝南欧江发电有限公

规模、建设管理难度最大的项目。他

老宣坦言，选择了水电这份工作，就

年，先后在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的

导叶轴套多次漏水；“9.12”大暴雨

上马相迪A水电站已成为尼泊尔水电

司副总经理兼南欧江七级电站项目部

带领参建各方克服重重困难，于2016

准备一辈子与它打交道。

8个项目任总工、总经理。

造成水库水位暴涨，进水口堵塞，厂

行业的优质品牌。

经理，参建各方亲切叫他“老宣”。

年完成了六级电站项目建设。目前该

他在海外水电事业辛勤耕耘21

传承

坝路中断。晏洪伟组织各单位奋力拚

2018年12月，加德满都邮报登

自1996年出国工作以来，他在

行力，出色完成海投公司交办的电力

搏，实现年度上网电量3.65亿度，连

发上马相迪电站照片，国家电网调

海外项目工作了23年，一直从事水电

建设和运营任务。他被评为2017年中

续两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电费回

度中心和国家电力局分别来函称赞

项目建设，可以说是一名国际“水电

国施工企业工程建设境外项目经理、

收。此外，晏洪伟带领团队进行技术

电站为尼泊尔电力做出突出贡献。

老兵”了。他主攻发电厂及变电站专

中国电建集团优秀项目经理、2018年

改造，开发132KV线路频率异常保护

2018年11月19日，尼泊尔甘达基省

业，从最早的施工项目技术员到现在

最上游的“龙头”电站，即七

人。老宣经常给年轻人讲自己的经

海投公司劳动模范。

配置方案，优化机组水导供水方式，

省长古隆先生颁发奖状时说，“上

投资项目建设管理，见证了企业的发

级电站的建设难度、地质地理条件，

历，鞭策鼓励年轻人要珍惜岗位、

全年成功处置83次电网溃网事故。

马相迪建设以来，在电力供应，社

展、项目模式和管理机制的转变。

是整个流域最为苛刻的。公司相信他

脚踏实地。年轻人都觉得老宣像和

“钉钉子”的精神，老宣再次扛起了

蔼可亲的家长，大家都特别敬重

责任。

他，从他身上获得正能量，并落实

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站位和工作执

他就是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
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晏

会责任履行，改善基础设施、促进

洪伟。

就业环境、改善民生条件等方面做

抓好五大要素

结缘

出显著的成绩，给当地经济、旅游

电站安全稳定运行，累计发电超过12
亿度。
忙完上个项目，南欧江二期建设
跟着就来了。

有一批人，很受老宣关注，他
们就是一大批分到项目工作的年轻

南欧江七级电站地处老挝北部地

到建设项目和做好工作的日常行动

2011年，宣李刚结束在马来西亚

区，仅进场路就有93公里，算是真正

中去。老宣说：“能在南欧江这样

电费、安全、效益、责任”五大要素

面对成绩，晏洪伟谦虚地说，

巴贡电站长达八年的驻外工作后，参

的大山深处、荒郊野岭。宣李刚称，

的全流域项目上工作很幸运。干了

2017年是上马相迪A水电站首个

管控，优化“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

“这是应该做的”。他以热爱电力建

与到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建设

这个项目的各方都是集团成员单位，

一辈子水电项目了，还要继续干下

商业运营年，电站克服困难，实现全

式，强化四个责任，秉持精益化管

设事业的信念，率领团队创造了良好

中。

项目就像一个大戏台子，多亏有“四

去，现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带

年累计上网电量3.7412亿度，完成PPA

理，度电必争理念，推进电力生产标

的经济效益，为海投公司推进海外投

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促使各方拿

来了巨大机遇，还有很多地方需要

合同电量的117.89%，超额完成年度电

准化建设。2018年10月，公司顺利通

资建设做出贡献。

出独门绝活。

我们这样的人去发光发热。”

力生产指标和各项任务。

过发电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

直面经营困难

2018年，上马相迪电力生产过

内刊

晏洪伟坚持发电企业“电量、

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刚到南欧江时，宣李刚负责建设
六级电站，这是个复合土工膜堆石坝
电站，属于南欧江一期项目里技术、

目前七级电站克服了洞室开挖、

评审；2019年3月，公司通过电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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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拼搏创新路，做奋勇追梦人
——记公司 2018 年劳动模范、牧牛山发电公司副总经理 陈琛
王文广

何珊

郭海松
重的情况下，扎实推进牧牛山项目的
开发工作。
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通过团队

普拉西达：
我愿化身为
一只萤火虫

的共同努力，牧牛山项目实现了公司
新能源和发达国家市场的双突破，开
启了公司“水火风光”协同发展的新
篇章。
胡伟山
整装待发，追梦前行
2018年下半年，陈琛按照公司赋

陈琛（右二）在牧牛山项目现场

予他的新使命，迅速转变角色，加快
跑步进场，主动出击，勇于开拓，拼搏进取。大力推动项目投资建设，高
效推进电建澳洲整合，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牧牛山开拓”精神！

跑步进场，全身心投入到牧牛山项目
建设工作中。
他始终秉承“介入式服务”的

迎着朝阳，陈琛站在澳大利亚塔

入印尼电力投资市场，开创性地在市

项目管理理念，狠抓建设期“五大

斯马尼亚回音湖边，注视着牧牛山项

场化竞争条件下通过公开竞标获取火

要素”管控，全面构建矩阵式的管

目现场一台台即将拔地而起的风机，

电项目开发权。

理模式，实施属地化的经营策略，
推动国际化的发展理念，与参建各

他的嘴角隐隐浮现一丝欣慰的笑容。
这位在公司以勇于创新，敢于拼

内生增长，厚积薄发

推进项目建设。

搏而闻名的“老国际”，正以全新的
国别市场、全新的项目类型为起点，
带领团队，加速奔跑，勇往直前。
业广惟勤，奋斗以成

方构建生命共同体风险管理体系，

2017年，陈琛坚持“内生式生

目前牧牛山项目已进入生产高峰

长”，主动树立战略思维，努力抓住

期，各项建设工作有序受控、管理体

海外能源投资开发战略机遇期，从

系完善、运行合规、五大要素管控执

“行业发展，全球机遇，时代变化”

行到位。

三维角度，分析海外新能源投资领域

“海纳百川，投创未来”，这是

几年前，作为印尼明古鲁燃煤电

所面临的形势，加快完成对目标国别

激励所有海投人，在通往梦想的道路

站投标负责人的陈琛，曾只身一人赴

的研判和筛选，以丰富的市场开发经

上努力拼搏的目标。陈琛说，作为一

印尼开展市场尽调，带队深入明古鲁

验为抓手，探索澳大利亚新能源项目

名光荣的海投人，立志“不忘初心，

热带雨林完成项目选址，再到统筹相

投资机会。

牢记使命”，以大时代的担当精神，

关单位日夜兼程消化购电协议范本，

澳大利亚复杂的市场环境、全

完成投标文件编制，推动明古鲁项目

新的商业架构、自由竞价的电力交易

开发。

模式，令许多大型电力投资企业望而

最终，公司以商务标、技术标双

却步，但这些困难没有阻挡陈琛的步

第一的结果，毫无争议地击败所有竞

伐。他带领团队以“时不我待，只争

标人，成功中标明古鲁项目，首次进

朝夕”的拼搏精神，在时间紧、任务

内刊

为铸就海投公司基业长青的蓬勃发
展，继续奋力拼搏。

王文斌
盛夏的山林中，总少不了萤火

展的足迹，让尼泊尔早日摆脱黑暗。
1985年，尼泊尔电力局成立，普

虫的身姿，它们像极了夜空中闪亮的
星，点亮希望。

拉西达的父亲哈沙曼在电力局担任首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电建海

局长。哈沙曼极力推进电力发展，但受

投投建的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正如这

制于政治不稳定，资金技术匮乏，电力

条前进道路上的萤火虫，为尼泊尔人民

发展仍然缓慢，电力设施建设主要依赖

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随着上马相迪项目

外国援助。哈沙曼深刻认识到外商投

发电机组的转动，加德满都也渐渐变成

资的重要性，极力在政策层面改善外商

了流光溢彩的现代化都市。在项目团队

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的电力项目落

中，也有一位尼方“萤火虫”，普拉西

地。

达。作为项目公司副总经理，他扎根上

受父亲影响，普拉西达毕业后加

马相迪项目，为项目建设及运营辛勤付

入当地银行从事水电行业相关融资、贷

出，为尼泊尔点亮了盏盏明灯。

款工作。2014年，当他得知中国电建来
到尼泊尔，并已经开始了建设上马相迪

家族的能源梦，接好这一棒

项目，他认识到这是促进尼泊尔电力发
展的大好时机，毅然拒绝了银行的高薪

让尼泊尔早日摆脱黑暗是普拉西

挽留，加入上马相迪项目建设。

达家族几代人的梦想。
普拉西达回忆起孩童年代的寒假

齐心促建设，电建舞台展身手

生活，寒冬中，黑暗总是在下午5点就
席卷整个小乡村。他的童年记忆中，不

普拉西达在项目公司很快找到了

仅没有电灯照明，连蜡烛和煤油灯都是

舞台，项目公司也因为他的加入，增添

昂贵的奢侈品，是祖母把干燥的松枝点

了一名懂国情、通市场、能吃苦、敢担

亮，然后姐弟五人倚在窗头，争抢着最

当的得力干将。

亮的那片光明。至今他也忘不了那种淡

2015年，由于受地震和口岸关闭

淡的松香味儿。从那时起，他就在他的

影响，市场油气短缺，项目建设举步

心里中下了梦想，希望自己追寻电力发

维艰。为把节省下的燃料用于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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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愿，向海投取经先进管理
经验
“从上马相迪项目，我看到了
尼泊尔电力开发的希望。”普拉西达
说。上马相迪项目投产，为当时尼泊尔
电力系统增加了约5.72%的装机容量，
对缓解尼泊尔电力紧张现状发挥了重要

老挝南欧江
“杜拉拉”
升职记

作用。电站投产两年来，项目高效运
作、科学管理，得到政府、行业和当地

刘向晨

刘永强

人民一致好评。
普拉西达认为，上马相迪项目的
成功实施，为其它外商投资提供了榜
设，项目公司甚至用柴火做饭。在这

他的成长和尼泊尔发展的见证者。

紧要关头，普拉西达主动担当，找方
法、想对策，与电力开发署、能源部等

发挥特长，运营工作再结硕果

政府部门展开积极有效的沟通。
“水力发电是尼泊尔解决能源危

上马相迪项目进入运营期以后，

机的长久之计，如果即将完工的发电设

普拉西达在政府关系处置、与尼方股

施不能得到保证，尼泊尔将长期处于能

东沟通、尼方员工管理等方面发挥了

源短缺状态。”他在与时任能源部长的

重要作用，架起了项目公司与对外沟

沟通中说道。

通的桥梁。

最终，凭借他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执

由于种种原因，尼泊尔历史上

着精神，政府官员被打动了。尼泊尔政

几乎没有大型基础设施按期完工的先

府宣布为项目提供油料支持，项目建设

例。上马相迪项目有18公里输电线路，

度过难关，为按期发电打下坚实基础。

建设过程中罢工阻工移民征地问题层出

在那段最艰辛的日子里，是中方

不穷。

项目领导带领着中方和尼方员工并肩作

2018年，尼泊尔电力局修建马相

战、克难攻坚。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几次

迪输电走廊过程中上述问题，电力局专

余震，加德满都至项目中途的道路坍

门成立由私人开发商代表等组成的顾问

塌，物资输送路线中断，即使地处首都

团，并邀请项目公司派员参加，协助解

的加德满都，也面临着通讯中断等重重

决。普拉西达因熟悉输电线路建设，工

困难。但团队丝毫没有退缩，道路受

作能力突出，被项目公司委派担此重

阻，车走不过的地方就用腿走，为了将

任。他积极出谋划策，为征地、移民工

重要文件送达当地政府，同事们走上一

作提供支持和指导，受到了电力局的好

两个小时都不在话下。

评。普拉西达说，是中国电建提供了这

普拉西达说正是那个时候，让他坚

个平台，让他能发挥个人能力，实现个

信自己选择中国电建没有错。跟随着项目

人价值，做一只助力尼泊尔电力事业发

建设的步伐，他成为上马相迪项目建设的

展的小小萤火虫。

见证者；与此同时，上马相迪项目也是

内刊

2019年3月26日清晨，琅勃拉邦从
晨雾的静谧中醒来。

将会创造大量工作岗位，为推动和落
实属地化发展提供借鉴。

样，更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了

Toukta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

范例。中国电建在项目中对中国标准和

在公司餐厅里，她不时跟中国和老挝

国际标准的应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尼

同事打着招呼。Toukta说，入职中国

敞开大门，引凤来栖。半年前，

泊尔水电市场的知识技能水平，对行业

电建老挝南欧江发电公司半年多来，

Toukta在Facebook（脸书）上看到了

将产生深远影响。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用最优秀
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她已对中国的豆浆、火锅情有独钟。

南欧江发电公司的招聘启事，她一下

2018年12月，借着在北京参加上

Toukta还要驱车赶往南欧江一级电

就想到坐落在自家附近的那座万象大

马相迪董事会的机会，普拉西达参观了

站，进行一场物业管理标准化的专项

厦上醒目的中国电建logo。她知道，

电建海投公司，公司开放包容的企业形

培训。

中国电建是在老挝水电市场份额最

象、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给他留下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是中国企

深刻印象。他说，正是这种创新、协

业首次在境外获得以全流域整体规划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把

和BOT投资开发的水电项目，一期项目

细看招聘简介，让Toukta更为惊

握机遇、科技领先、管理图强、创造价

（二、五、六级电站）已投产发电，

喜的是，这座电站是由中国电建全产

值、共赢发展的先进经营理念，促使电

二期项目（一、三、四、七级水电

业链一体化自行投资建设，还有着29

建海投在包括尼泊尔在内的诸多国家创

站）正在建设，首台机组将于2019年

年的运营期，Toukta毫不犹豫第一时

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他说他有一个梦

年底投产发电。

间投出了简历。

想，就是去电建海投公司投资的其它项
目上取经，学习管理经验。

Toukta要赶往的一级电站项目营
地，是50多名中老员工的大本营。

大、建设项目最多、信誉最好、实力
最强的中国企业。

大学毕业后，曾在老挝航空公
司和法国跨国设计公司工作的Toukta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随着上马

作为海外办公生活主要场所，项

精通英语、法语，心思缜密，果敢干

相迪项目的成功落地，中国人辛勤劳

目营地建设一直是电建海投公司的一

练，这也正符合南欧江发电公司针对

作、无私奉献，“做一行、爱一行、

项重要工作。从2009年的柬埔寨甘再

老挝中高端人才的需求。

钻一行”的匠人精神也在这里生根发

水电站开始，电建海投公司用了十年

这最终为她赢得了“高级行政助

芽。普拉西达就是最好的印证。从祖祖

时间，在海外已有8个投产运营，4个

理”的职位，薪水达到了1200多美元，

辈辈的家族能源梦想，到上马相迪项

在建项目和10多个前期项目，项目营

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员工的收入。

目建设和运营工作，他都将执着的奉

地也已升级到“第四代”。

献、尽心尽力的匠人精神，在“一带一
路”的建设热潮中发扬到极致。

T o u k t a 说 ， 上 大 学的时候，她

南欧江一条江上七座电站、七座

看过一本中国畅销书《杜拉拉升职

营地，跨度400多公里，打造一流生活

记》。她也想像杜拉拉那样努力工

环境、一流标准化物业管理和服务，

作，在中国公司干出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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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oukta等老挝中高端人才提

Toukta还联系邀请了琅勃拉邦专

供事业舞台，在老挝南欧江发电有限

业物业管理培训讲师，进行餐饮、园

公司总经理黄彦德看来是必要且必须

艺、安保等专项业务培训。

的。黄彦德介绍，以往许多中国公司

培训完成后，Toukta要组织培训人

招聘当地员工大多是操作层面，但南

员考试，三个月后还要进行复评考核。

欧江电站作为能源投资项目，要加强

工作细致，做事认真，除了全面

属地化经营管理，就必须大力吸收当

负责物业标准化管理外，Toukta还参

地中高端人才，海纳百创，主动融

与老挝政府高层对接、商务谈判等重

入，才能真正让项目走出去、走进

要事项，她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得

去、走下去。

到中国同事的一致认可。

一个小时过去，一级电站营地已

中国同事的勤奋和专注也让

近在眼前。项目营地古香古色，与大

Toukta赞叹不已。“他们常常为了完

山融为一体，高高的旗杆上，中老两

成某一项工作而全力以赴，竭尽全

国的旗帜在迎风飘扬。

力，身上体现的忠诚爱国、坚韧尽责

“老挝和中国，山水相连，世
代友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七座电站，把我们连接得更加紧密，

深的影响着Toukta。“争做奋斗者，

这 里 将 成 为 我 们 共 同 的 家 园 …… ”

当好追梦人”，这句话常被正在坚持

面对着会议室内的20多名老挝员工，

学习中文的Toukta挂在嘴边。

虽然这已经是她第6次授课，但每
次说起这段开场白仍然很激动。

她深情地说：“南欧江梯级水
电站是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深
切体会，它不仅点亮了老挝的城市村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从

寨，更点亮了很多老挝人的人生轨

国家友谊，到电站效益，再到人民福

迹。我希望更多优秀的老挝同胞能加

祉，更多的时候，我想用我自己和身

入到这个温暖、奋斗的大家庭，为

边的例子，来为我的老挝同胞们展示

‘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聪明才智，让

更加一个美好的未来。”Toukta说。

这份光亮更加耀眼夺目。”
不久后，服务于南欧江全流域梯
级水电站运营管理的中国电建南欧江
电力运维中心将投入使用，整座运维
中心的员工属地化、物业标准化管理
必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Toukta知道，未来，将有她更大

西双版纳勐腊县职业技术学校交流学
习，星星就是其中的一名。星星的

追寻星星的足迹
而此时的星星，已经在一家老挝
中资企业里寻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

原名叫thasavanhmanikham ，小名叫

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是“一带

xing，所以中国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喜

一路”的重点项目，也是中资企业首

欢称呼她为星星。

次在老挝境内获得整条流域开发权的

中国跟老挝山水相连，世代友

项目，中国电建以“一库七级”分两

好。而西双版纳与琅勃拉邦，则是两

期建设，总装机容量127.2万千瓦，

国接壤的两个行政区域，直线距离只

全部建成后年平均发电量将达到约50

有300多公里。

亿千瓦时，将保障老挝全国12%的电

很快，一直计划着想学老挝语

力供应。

从读大学到参加工作，杨力虽已

的杨力与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有着

星星所在的老挝南欧江流域发

在老挝度过了七年时光，但这还是他

流利中文的星星成了好朋友。虽然只

电有限公司，负责南欧江流域一期

第一次穿戴当地的民族服饰。繁缛复

有短短两周的接触时间，却在彼此心

（二、五、六）水电站的建设、运营

杂的程序，让他感觉有点折腾但此刻

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与电力销售。几年的功夫，星星跟随

2年后，杨力终于定了决心，来

中国电建项目建设团队走遍了南欧江

因为，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

到老挝万象大学，考取了万象大学的

全流域，协助一期项目办理了大量政

作为中国电建老挝南欧江发电有限公

老挝语文学专业。随着中国跟老挝的

府批文和手续。

司第一个与当地姑娘喜结连理的中方

交往日益密切，公司急需懂得老挝语

电建人的勤奋乐观，让星星尤

员工，杨力的幸福溢于言表。

的翻译人才，杨力如此说。当然，他

为敬佩和感动，星星的聪明开朗也深

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想法，那就是为

受中方员工的喜欢，大家都结下了深

了那个名叫星星的老挝姑娘。

厚的友谊。

杨力的心里却是喜滋滋的满是甜蜜。

杨力的新娘，一位美丽的老挝
姑娘，已身着老挝传统的出嫁盛装，
盘坐在了用鲜花做成的巨大花树下。

自从县职业技术学校一别，俩

每到假期，杨力都会坐上十个

吟诵经文，拴线祝福，芬芳氤氲，美

人一直通过网络联系，就在键盘的敲

多小时的长途汽车，从万象来到琅勃

好的回忆也在此刻洒满了一地……

击声后，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

拉邦星星的身边。星星最喜欢给杨力

起……

讲起他在中国电建的所见所闻，讲

点亮夜空的星星

的舞台。

时间倒回到9年前的2009年，那

内刊

的簇拥下坐上花车，向幸福出发……

校将四名品学兼优的学生选派到云南

敬佩。”Toukta说。
半年多的时间，这种企业文化深

沐浴、着装、修饰，带上黄金饰品，背上长剑 挎包，在家人和好友

原来，老挝琅勃拉邦省华文学

以及融合协作的优秀品质，让我由衷

志、好伙伴’。今天，一条南欧江，

Toukta激动地讲道。

名叫星星的你

85

2012年初，利用期末考试后的放

起自己所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讲

假时间，杨力从万象赶到琅勃拉邦，

起为当地建起的移民村，修建的连

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星星。

心桥，讲起“百亩电建稻田”的故
事……

时的杨力刚刚从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

3年后的再一次见面，星星把脖

高中毕业。一天，在县职业技术学校

子上的一枚银制戒指解了下来，戴在

2014年8月，一直坚持函授英语

当老师的姨妈，喊他到家里做客，也

了杨力的手上，“希望你看到这枚戒

学习的星星，进入了实习进修阶段，

就在这里他邂逅了他未来的新娘，一

指能想起我，这是一颗点亮夜空的星

不得不离开了已经工作了4年多的中

个名叫星星的老挝姑娘。

星……”

国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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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好学习老挝语，毕业

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现在老挝跟中

后，也应聘到中国电建工作，弥补我

国的联系愈发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

的遗憾，也可以发挥你的特长，为老

人来老挝旅游。”星星高兴地说。

长长久久幸福地在一起。
也就利用有限的团聚时间，星
星跟随着杨力来到了中国，见到了公

更让星星高兴的是：“在我给

婆，领了结婚证。公公婆婆高兴地合

中国游客介绍老挝美丽风光的时候，

不拢嘴，街坊四邻都跨杨力有福气，

追寻着星星的足迹，2016年8

总会忍不住，说起自己的中国男朋

找了一个漂亮贤惠的老挝姑娘。

月，杨力以优异的成绩加入了南欧江

友，谈起我们三人一起工作的中国电

星星的爸妈也对这个中国女婿

梯级水电站的建设大军。同时追寻

建，和镶嵌在南欧江上如同明珠般的

赞不绝口，每次去星星家做客，都会

星星足迹的，还有她的妹妹Song（小

七座电站，每名中国游客听完都会骄

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老挝菜，备上几瓶

挝建设、中老友谊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星星对杨力最大的期望。

婉），现在已是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
的一名优秀的外事服务工作人员。
星星欣喜地说，自己的两位亲人

傲地翘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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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r lao（老挝啤酒）……

艾特的新年愿望

在世界地图上，柬埔寨贡布省响水县下辖的响水村，是个小
得连个圆点都标不出来的小村庄，但这里产出的榴莲，却远销世
界各地。
这里也是艾特的家乡。

艾特原名Nget，自幼生长在响

随着甘再电站的兴建，转机开

水村的甘再河畔，现在是电建海投

始到来。2007年，由中国电建投资

公司甘再水电站的一名柬籍司机。

兴建的甘再电站破土动工。2012年8

七级电站所在地属于丰沙里

此刻，悠扬的乐曲响起来，

省，这里离琅勃拉邦有四百多公里的

欢快的南旺舞跳起来，幸福洋溢

除了甘再电站的稳定工作，他

月，甘再电站正式进入商业运营。
每年雨季，凭借着2.8亿立方米的调

都加入了中国电建，这份骄傲和荣光，

距离，是南欧江二期首个实现大江截

在每个人的脸上，所有的嘉宾都

还在电站下游5公里的响水村，经

让自己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流的电站，也是最为偏远的电站。杨

簇拥着这对新人，祝福他们pen

营着一家“农家乐”。春节期间，

节库容，甘再电站充分发挥拦洪削

力每天都要忙于协调工作，工作压力

phuathipmeiykeo（成为金丈夫玉媳

艾特轮休四天，一直在自家“农家

峰功能，控制洪峰下泄流量，往年

相当大，好在女朋友星星在电话中的

妇），这场盛大的跨国婚礼，再次见

乐”忙着招呼游客，刚送走了一批

雨季必至的贡布水灾得到了有效控

悉心“指导”和鼓励，让他总能信心

证了民相亲、心相通的中老传统友谊

外国友人，又迎来一群当地游客，

制，有力保障了下游城镇居民的生

忙得团团转。

命财产安全，奔腾大河从此安澜。

扎根星星的祖国
杨力来到南欧江二期项目的七

百倍的去面对。

必将永远流传……

级电站担任翻译，凭借着精通中、老

工期紧张再加上群山的阻隔，

心手相牵，相伴永远。在老

两国语言的优势，很快便在民事协

星星和杨力几乎每半年才能见上一

挝，杨力收获了爱情，更收获了事

面。杨力说，曾经有一部韩剧叫《来

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像这奔腾不

星星同样以自己的语言优势，

自星星的你》，我和星星的爱情也一

息的南欧江一样，投身于“一带一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导游。“随着‘一

定会克服所有暂时的困难收获美满，

路”建设的磅礴大潮，竭尽全力把工

调、商务谈判中挑起了大梁。

作干好，争取电站早一天建成投产，
为老挝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
一往情深，永结同心。此时的
星星更相信，自己的中国丈夫和他所
在的中国电建，一定会扎根这片热
土，和老挝人民一起风雨同舟，携手
同行，创造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不仅仅是这对跨国新人的愿
望，更是中国电建人和老挝人民的共
同期盼……
刘向晨

内刊

然而，这般宾客盈门的景象，

在旱季，甘再电站专门进行生态放

在甘再电站建成以前是从没有过的。

流，即放出一部分淡水保障下游城

和当地村民一样，艾特一家原

镇的淡水供应和农业生产，极大提

来主要以种植榴莲为生。由于柬埔

升了农作物的成活率、种植规模和

寨地处热带，日照充足，加之当地

经济收益。如今，越来越多村民通

特有的土质、水质和气候，便形成

过种植榴莲、山竹等高价值的水果

了响水榴莲独特的醇香和口感。若

发家致富。旱季淡水的充足，还吸

是风调雨顺，每年四五月份，成熟

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带动了响水

的榴莲就会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的香味。慕名而来的商人和游客逐

农业生产条件的彻底改善和旅

渐增多，为当地旅游业发展增添了

游业的不断发展，为像艾特一样的

活力。艾特的父母瞅准商机，在甘

村民带来了生活的新希望。

再河边办起了“农家乐”，顺便售
卖榴莲。

艾特的父母都是柬籍华裔，
家里还保留着过春节的习俗。他们

但致富的梦想并没有在甘再河

对2012年的春节至今记忆犹新。这

畔如期绽放。由于柬埔寨典型的热带

一年，他们的“农家乐”第一次免

气候，全年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旱

受洪涝的困扰，果园里的榴莲也没

季滴水不下，榴莲、山竹等经济作物

有被旱死，春节旅游的人数急剧增

经常被旱死；雨季大雨滂沱，甘再河

加，更是直接带动了全家收入的极

水迅速上涨，加上海水倒灌，下游城

大提升。

镇经常洪灾不断。艾特一家也难以幸

“这个电站，救活了我们全

免，在旱季辛苦搭建的“农家乐”很

家！”大年三十，艾特一家人团聚

快就被淹没了，榴莲也常被淹死，家

在一起，抚今追昔，不由心生感

庭收入极不稳定。

慨。随着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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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的游客又比往年增加

民们忙着开张迎客。这一切让清晨

了不少，艾特的“农家乐”有点应

的响水村充满了生机。脚下的道路

接不暇。

也被甘再电站修整一新，宽阔而平

一座甘再电站，真正让响水村

坦，三三两两地散落着远道而来的

的绿水青山，变成了村民发家致富

背包客。目前，甘再电站已向当地

的金山银山。

捐赠交通桥2座，修建道路40余公

“甘再电站能把电送到首都地

里，显著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并

区，在柬埔寨很有影响力！”虽然

在救灾扶贫、助学等方面发挥了积

只是一名普通的司机，但艾特依然

极作用。

对“甘再电站员工”这一身份感到

2019年是艾特的而立之年。现

非常自豪。每天，从他家乡产出的

在，他在世界500强的中国电建有着

清洁能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首

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拥有了自

都金边等大城市，点亮了一座座城

己的幸福家庭，“农家乐”的生意

市的辉煌。甘再电站也因此被誉为

和果园的经济作物为他源源不断地

柬埔寨的“三峡工程”。

积累着财富。这一切，让他的生活

初二一大早艾特就出门了，他

动力十足。

想趁着游客还未到来的空隙，绕着

“今年我要把工作干得更好，

村子和果园走走看看。大象山矗立

让甘再电站发更多的电，为柬埔寨

在远处，保持着亿万年来的静默。

的发展做更多贡献；也打算把‘农

但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眼下正值

家乐’的规模再扩大些，招揽更多

跨越万水千山的
逆向团聚

阳春二月，正值老挝南欧江的枯水期，调度压力比汛期小
很多，但是南欧江梯级水电站调度中心主任张冀依然不敢有丝
毫松懈。

上个月刚刚发生的一场枯期超

抱住爸爸：“爸爸架高高，爸爸架

标洪水，及时补给了南欧江“一库七

高高。”张冀宠溺地抱起女儿架到

级”中已经蓄水发电的三个水库。通

脖子上，一颗心快要被女儿的小奶

过调度中心近半个月的鏖战，不仅全

音给融化了。

流域平安度汛，1月份电量还比往年

酷酷的蒙蒙则不然，一个人拖

同期超发了近一亿度，这给2019年开

着自己的迷你行李箱，昂首阔步地

了一个好头。看着刚刚出来的月报数

走在妈妈前面，只叫了一声爸爸，

据，张冀倍感欣慰。

便不再表现出更多亲昵的举动，俨

除了手里这张亮眼的“成绩

然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可能因为是

单”，张冀还有另一件更值得高兴

哥哥的缘故，蒙蒙有着超越他年龄

的事情。

的成熟气质。

不久前，收到春节值班通知的

车子慢慢地驶入琅勃拉邦市

张冀迟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小

区，蒙蒙和楠楠被这一切充满异域

吴，这是他又一次不能回家过年了。

风情的新鲜事物所吸引，这是兄妹

电话里，小吴觉察出丈夫的异样，温

俩第一次出国。

旱季，甘再河却欢快流淌，果园里

客人。”新年，艾特说出了他的新

柔体贴的她当机立断：“没关系，我

绿树葱茏，榴莲正在开花、结果。

愿望。

带着孩子们到老挝来看你。”

赶早出摊售卖当地水果和特产的村

谭毅 白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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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张冀就要和半年未见的
家人团聚了。

“爸爸快看，大象，粉红色的
大象，蓝色的大象”“爸爸，我喜
欢粉红色的大象”，楠楠说。“爸
爸，我喜欢蓝色的大象”，蒙蒙
说。一口一个爸爸叫得张冀心花怒

“爸爸，架高高”

放，与家人团聚的激动与喜悦溢于
言表。

还有15分钟，从中国西双版纳

异国他乡的大山里难得来个孩

飞往老挝古都琅勃拉邦的飞机就要

子，同事们提前买了很多零食和玩

降落了，坐在窗边的蒙蒙和楠楠可

具讨孩子欢心。蒙蒙和楠楠一点都

高兴坏了：“大飞机飞呀飞，马上

不怕生，一会儿去隔壁阿姨的房间

就要见到爸爸咯！”

里给小花花浇水，一会儿又跑到蓝

蒙蒙和楠楠是张冀的一对双
胞胎儿女，今年三岁半，蒙蒙是哥
哥，楠楠是妹妹。
刚一出机场，看到眼巴巴候在
艾特家的农家乐

内刊

门外的张冀，楠楠飞也似地跑过来

球场上和叔叔们玩皮球。
常年不在孩子身边，又担心电
站生活枯燥乏味，张冀满心愧疚。
现在看到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他
放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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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孩子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小吴和孩子们带来的衣服、玩

曾经因为孩子生病，只坐了十

具、家乡土特产迅速堆满了屋子，

张冀的爱人小吴曾经也是一

天月子的小吴一个人带着两个宝宝

尽管看上去“乱糟糟”的，但小吴

名电建员工。在和张冀结婚的头两

上医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但为了

说这就有了家的样子。

年，小吴曾和丈夫一起到南欧江工

丈夫能安心工作，小吴硬是对丈夫

作，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老挝水电

只字未提。现在讲起来，也只是云

伉俪。四年前，小吴怀了双胞胎，

淡风轻地一笔带过。

这才不得已辞去她心爱的工作，回
国专心照顾两个孩子。
相同的工作经历，让小吴特别
能够理解丈夫工作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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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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和家人在一起，在哪儿
都是家。
乐观的小吴觉得，山河再远，

虽然丈夫不经常回家，但是小

旅途再难，等不到自己的“候鸟亲

吴从小就告诉孩子们，爸爸做的是

人”归巢，就到他们工作的项目工

一份多么伟大的工作，爸爸修的大

地“反向过年”。毕竟人常聚，家

坝有多高，爸爸建的电站发了多少

长在。

评选出2到3名表现突出的普通员工。在每月表彰的候选者中，活

动优中选优，评选出“年度海投之星”，从而更好地展示海投员
2019
“年度海投之星”工在电建海投日益壮大的业务版图上的突出贡献。

优秀的丈夫是公司的青年骨

电。尽管他们还那么小，对于妈妈

在中国电建，张冀一家并不是

干，领导眼里的模范员工。丈夫在

说的这些没什么概念，但在蒙蒙和

个例，而是千千万万个电建员工家

刘星

陈萍

高展鹏

人力资源部

安全环保部

担起工会工作
重担，打造充
满生机和活力
的海投团队。

选拔最优秀最
适合的员工，
完善人岗匹
配，打造员工
职业生涯发展
路径。

致力公司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
海 投 是 咱 家，
连 着 你 我 他；
人 人 讲 安 全，
幸福千万家。

尹源

胡哲

周丽雯

财务管理部

投资四部

机电物资部

扎实做好公司
经营业绩考
核、税务管理
工作，为海外
投资业务把好
财税关。

工作中，立足
本职思进取，
辛勤浇灌海投
花；生活中，
积极主动造欢
乐，宣传播撒
海文化。

履职尽责完成
公司海外项目
机电设备贸易
运 输 管 理， 精
准施策节约公
司机电设备采
购成本。

胡浩

徐琨

陈晨

卡西姆港

南欧江发电

印尼明古鲁

发电公司

有限公司

发电公司

驻守“一带一
路” 重 点 项
目，做好对外
商务、电价核
定、电费回收
等重点工作。

在南欧江二
期和芭莱项
目的商务工
作中实践成
长，为海投的
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负责项目征地、
融 资、 董 事 会
等 法 律 工 作，
为实现项目合
法合规投产不
遗余力。

职场上披荆斩棘，贤惠的小吴就一

楠楠的心里，爸爸是最了不起的工

庭的真实写照。一代又一代的水电

党委工作部

个人撑起坚强的大后方，抚育着两

程师。对于爸爸的工作，他们心怀

人，都是这么坚守过来的，将毕生

群众工作部

个孩子的成长，家里的事情几乎不

敬畏又倍感自豪。

精力都注入到水电建设事业中去。
老一辈的水电人深耕国内市

让丈夫操心。“当然他也帮不上什
么忙。”小吴开玩笑说道。

人常聚，家长在

场，如今，继承了他们宝贵经验和
先进技术的后辈们，正沿着“一带

由于长期驻扎在老挝，张冀一
年只有两次探亲假，连同住一栋楼

和所有一个人过惯了的“糙汉

一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肤

的邻居都很少见过他。周围的人常

子”一样，张冀在项目营地的房间

色变了、语言变了、工作地点变

常问小吴，你老公是不是当兵的？

异常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

了，但海外电建人的责任担当和一

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戍边卫国的

个衣柜、一台电视。

腔赤子情怀，始终未变。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小吴忍不

万家团圆的日子，中国电建的

每当这个时候，小吴总是打

住鼻子发酸，这在待惯了大城市的

“留守家属”们，哪怕跨越万水千

趣道：“是啊，当兵的，中国电建

人眼里，哪有一点生活气息。但在

山，跨越国界线，也要将暖暖的亲

的水电铁军！”表面上装得若无其

常年扎根大山、鏖战江河的张冀心

情和爱意送到家人跟前。

事，其实一个人打理家务，一个人

中，早已习以为常。

军人才会常年不回家。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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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潮起

管理图强

流金岁月

海投，一个响亮的名字，一笔一划都承载着我们的梦想

坚持战略引领，做时代的奋进者

时间，镌刻奋斗者的足迹

海投，一个奋进的群体，每一座电站都蓄积着我们的力量

持续管理创新，做改革的开拓者

梦想，感召追梦人的身影

“四大平台”勇担转型升级发展重任

曾记否，我们在香江运筹帷幄

旗帜道路

“五大坚持”引领企业管理持续提升

曾记否，南欧江特大洪水中的抗争

思想指引行动，旗帜引领方向

“六种能力” 构筑科学发展强劲支撑

曾记否，尼泊尔大地震中的坚守

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海投文化”融贯中西汇聚八方力量

曾记否，我们在卡西姆与时间赛跑

93

六年波澜壮阔、披荆斩棘

紧密围绕中国电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目标
我们描绘着，“一带一路”延绵万里的壮丽

硕果丰盈

六年长歌浩荡、春潮不息

我们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悦耳的合音

行走六年，我们不负光明之约

六年投资引路、征程万里

“八投产、七签约、四开工、三发债”

六年乘风破浪、领航远行

布局海外

每一次进步，都焕发光彩

从南亚的高山云水，到阿拉伯海的千里阔岸

水电火电风电光伏

筑梦未来

从喜马拉雅山下的冰雪奇缘，到澳洲高原的阵阵雄风

每一次布局，都是新高度

阅春秋六载，敢筑丰碑向百川

是谁，轻抚着南欧江那湾绵绵江水

连续五年业绩两位数增长，不断超越

纵雄风万里，踏遍青山志八方

是谁，高唱着大象山那曲甘再欢歌

连续五年考核名列前茅，步步高升

走过岁月走过风雨，我们壮志弥坚

扎根印尼，无惧那印度洋的惊涛拍岸

瞩目海外瞩目未来，海投蒸蒸日上

走进孟加拉，流连那炫美的七色彩虹

天道酬勤 行稳致远
海纳百川 投创未来

中国故事
融汇全产业链优势，我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沿着丝路走出去，我们风雨兼程只争朝夕
“一库七级”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一号工程”标注中国高度彰显中国力量
“三峡工程”蕴藉中国温度诠释中国担当
奉献绿色动能，海投人激情回响
携手世界发展，海投人砥砺前行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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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孤独？不好说。

个人注定孤独，贾平凹也一样，只是我们凡夫俗子把孤独轻轻滤过了，飘散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

在烟里、在云里，贾平凹把孤独细心收集、整理、酝酿，形成哺育生命的营养，

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不言孤独，

内刊

行》里这样诠释孤独的含义。

——

自
在
潇
洒
走
一
回

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贾平凹在他最新散文集《自在独

读
贾
平
凹
散
文
集
《
自
在
独
行
》

身为著名作家，此书行文中处处蕴藏着贾平凹观察事物的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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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面有爱、有情、有人生百态。
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自在独行。此处自在独行不是庄子所倡导的守弱、
用柔、处虚、谦下和不争的无为思想，也非竹林七贤所追求的“放浪形骸之外”
的清谈之举。不需要离群索居，拒人千里之外，亦不要愤世嫉俗、睥睨旁人，

和透彻，以及处世的豁达；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北汉子，他的遣词造句

而是要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独行的自在。面对繁华世界、喧嚣人群，内心的平

里，有棱有角地凸显着他的秦风汉骨，以及当地人独有的粗犷豪迈；

静能够让我们少一些纷争和内心的纠缠，平静地看待自己的得与失，以及别

而作为最纯正的农家子弟，字里行间更是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以

人的得与失，能让我们成为生活中的智者，成为生命的自由行者。

及他对土地和农村的深深依恋。他在书中谈童年、忆母爱，评读书、

但实际上，大概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生命的自由行者，生命的自由行者

话古玩，看人、看山、看荒野，观名、观利、观生死，有深沉、有戏

注定孤独，就如跟团游和自游的分野一样，自游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美景，

谑，有恢弘、有细微，处处体现了智者独行观世事、悠然豁达品人生

生命的自由行者必将活得潇洒自在。

杜康

的情感。其中有意思的语句着实不少，譬如，“人最大的‘任性’就
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
不虚此行。”或者“古人讲‘安贫乐道’，并不是一种无奈后的放达
和贫穷的幽默，‘安贫’实在是对钱产生出的浮躁之所戒，‘乐道’
则更是对满园生命的伟大呼唤。”……
诗人郑愁予说 :“出门一步 , 便是江湖。”贾平凹从大地走来，
在人世间走了几十年，想必是饱尝了江湖的孤独，或许还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品味的孤独方法，也许正是这种孤独让他“不顾一切坚持做自
己喜欢的事”，终成一代大家。
诗人痖弦说：“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昨天的云已经飘过，
今天的云正在生长。昨天的孤独已经沉淀，今天的孤独正在积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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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澳大利亚悉尼美景

漠漠烟霞春欲晚，暖风浮动玉渊潭

春天

孟加拉阿赫桑曼济勒粉红宫殿

夕阳下的孟加拉湾

老挝宁静的傍晚

何珊

党森峰

李淑强

张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