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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虽新生弱小，但旺盛不屈，遂成燎原。
多少梦想，纵远若繁星，然信念坚定，终为现实。
海投梦、电建梦、中国梦，海投人在筑梦、逐梦的路上，初心不改、勇往前行。
六年的时光，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中，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里，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破
土而出、击楫勇进。海投人的梦从东南亚起航，沿着“一带一路”航线，铺开五洲四洋，累计实现
了“八投产、七签约、四开工、三发债”的良好业绩。
秋获的季节，作为“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大型火电项目，阿拉伯海岸的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燃煤电站，已提前完成年度发电目标；在澳洲的冰天雪地，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全面开工建设，代
表着公司新能源业务和发达国家市场的双重突破；在“中孟印缅经济走廊”，公司牢牢抓住孟加拉
市场的窗口期，在孟首个项目巴瑞萨燃煤电站顺利开工建设。
在这筑梦路上，海投人见证了一个个项目落地，欣喜于一盏盏明灯点亮，更沉醉于一张张笑脸
的肯定。这一切，都是海投人的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这一切，更是海投人背负行囊、奔赴远
方的初心和动力。
所以，海投人将继续勇敢逐梦。
我们梦想成为“全球绿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战略落地，一点一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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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凡
杜

谭

菲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
邮编：100048
电话：010- 58367667
邮箱：pcrdgb@powerchina.cn
网址：http://pr.powerchina.cn
微信：

海 投 微 语

毅

业，用心用情为项目属地民众送去富足、光明。
我们梦想成为“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在“走出去”过程中倾力打造品质型、效
益型、活力型“三型海投”，用“海文化”深情演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宏大乐章。
听，这进行曲已在耳边响起，这正是梦想催促的声音。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的广阔天地，和
《电建海投》一起逐梦、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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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年发电量突破 60 亿度
提前完成 2018 年目标

投创未来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天道酬勤

能，从锅炉上水开始就具备高度自
动控制能力；在电厂设计了 FCB“小

行稳致远

岛运行”功能，具备在电网侧故障
后 15 分钟内快速恢复并网运行的能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力；首次在巴基斯坦燃煤电厂采用

别人吃堑

我们长智

海水淡化水源作为全厂的生产、生
活用水，首次实现了全厂淡水废水

风险管控永远是第一位的

零排放，淡水污水废水全部回收综
合利用；机组采用石灰石 - 石膏湿

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大能力

法脱硫，满足巴基斯坦和世行环境

奖励阶段性成果，形成正能量
组织能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让优秀的人更加优秀
打造中国电建四大重要海外平台
海外投资平台
海外融资平台
落实五大坚持
坚持战略引领

2018 年 10 月 24 日晚，随着计

送出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保护标准。

量表盘上首位数字由 5 变成 6，巴基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位于巴

建设过程中，卡西姆发电公司坚

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2018 年累计

基斯坦信德省卡拉奇市东南方约 37

持“属地化”管理理念，积极分享先

发电量突破 60 亿度，
“中巴经济走廊”

公里的卡西姆港工业园内，是中国

进的工程技术，为当地提供了工程师、

首个落地大型火电项目提前 68 天完

电建与卡塔尔王室 AMC 公司按照股

技工、劳务工人以及司机、帮厨等后

成年度发电量任务。

比 51%：49% 比例共同投资建设的混

勤服务岗位，项目高峰期巴籍员工达

自电站投产以来，卡西姆发电

合所有制项目，总投资 20.85 亿美

4000 多人，有力地拉动了当地就业，

海外资产运营管理平台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电建海投公司年

元建设 2 台 660MW 超临界机组，建

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该项目间接带

全产业链升级引领平台

度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运营期

设工期 36 个月。2015 年 4 月 20 日，

动材料供应、设备运输等行业，有效

“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作用，

在中巴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项目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电站全

与两家运维单位精诚合作、砥砺奋

签署了《实施协议》和《购电协议》。

部采用中国制造，直接带动中国装备

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为电

项目投产后大大缓解了巴基斯坦电

“走出去”70 亿元以上。2016 年电站

站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力短缺现状，并对巴基斯坦国家调

首批招聘了 100 名巴基斯坦优秀大学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底线思维

建设六种核心能力

坚持复盘理念

投资开发能力

坚持管理创新

项目融资能力

为应对巴基斯坦电网薄弱、外

整电力能源结构、降低发电成本、

毕业生，经过在中国为期 6 个月的培

建设管理能力

部环境恶劣等诸多困难，发电公司

缓解供需矛盾、优化投资环境、促

训，目前已经分配到卡西姆电站运行

运营管理能力

坚持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主动换

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改善

维护各岗位工作中去。卡西姆电站将

资源整合能力

位思考，积极与巴基斯坦中央购电

民生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巴基斯坦火力发电人才的培训基

风险管控能力

局、电力调度中心和国家电网公司

该电站按照高标准达标投产要

等部门加强沟通联系，提供必要的

求建设，机组完全适应巴基斯坦气

技术咨询和支持，采取有效措施，

候炎热的特点，在高温条件下也具

加强对送出线路的巡检，督促巴国

有良好性能，保证热季能输出足够

家电网公司对 500KV 送出线路绝缘

电力，维持电网稳定；首次在巴基

子进行维护、清理，最大限度保障

斯坦燃煤电厂设计 APS 一键启停功

地，为巴基斯坦电力能源业务发展培
养和输送大量人才。

刘超 康从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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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全面开工

孟加拉巴瑞萨项目开工建设

2018 年 6 月 25 日 上 午 11 时，
孟加拉巴瑞萨 350MW 燃煤电站项目
施工现场，多台施工机械设备同时
开挖，鸣响了巴瑞萨项目场平工程
第一枪，标志着巴瑞萨项目正式进
入工程施工阶段。巴瑞萨发电公司
及孟加拉合作方 ITG 公司、施工队
伍水电港航公司等单位现场人员见

该项目也将进一步发挥电建集团全

证了场平工程开挖第一铲。

产业链优势，提升电建集团在孟加

6 月 14 日，孟加拉环境部正式

2018 年 6 月 29 日， 澳 大 利 亚

能源业务“先行先试”的第一个投

牧牛山风电项目股权收购工作达到

资项目，将为电建股份公司适应发

既定目标，完成股权交割的前置条

达国家市场、使用国际资本融资、

件并签署股权交割的法律文件。7 月

熟悉发达国家电力行业规则创造有

2 日，双方股东召开了首次股东会，

利机会，同时为电建股份公司在发

公司总经理杜春国与金风国际副总

达国家市场开展业务积累宝贵经验，

经理陈宁出席。随后，项目顺利完
成施工准备并实现全面开工建设。
项目所在塔斯马尼亚州正值冬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自项目开工以来，管理团队跑步
进场，主动出击，克服了人手少、工

季，项目现场白天气温在零摄氏度

作重、事物杂的各种现实困难，短时

左右，施工环境较差，施工队伍克

间内完成了健全组织机构、建章立制，

服诸多困难，于 8 月底前已实现项

发布项目开工令，签署风机供货订单，

目建设期办公区和各类材料物资储

建立月报、月例会制度等一系列工作，

存区建成投入使用；东区混凝土搅

理顺了各方合同关系和工作机制。按

拌站地基硬化完成，等待设备进场；

照“五大要素”管控要求和“介入式

场内道路施工如火如荼；作为项目

服务”的管理理念，与参建各方精诚

建设关键线路的场外公路升级改造

合作，充分借助业主工程师的专业能

工作，也已顺利签署了全部地主的

力，对项目进度及风险进行把控，努

进场许可并获得大部分政府批复。

力打造建设阶段的“生命共同体”，

整个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全

为项目按期保质实现发电目标而共同

面受控。

努力。

该项目作为电建集团进入发达
国家新能源电力市场、开展可再生

陈琛

郭海松

拉电力行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签发项目环评场地许可，随后 10 天

又讯，2018 年 8 月 28 日，孟加

时间内，项目公司克服了当地开斋

拉巴瑞萨 350MW 燃煤电站项目三大主

节放假、进场道路崎岖狭窄等不利

机签约仪式在哈尔滨顺利举行。电建

因素，将人员、机械设备动员到位，

海投公司分别与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

满足了开工和工程建设要求，保证

公司、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了场平工程按期开工。

三大主机的采购合同。公司董事长盛

巴瑞萨项目作为电建海投公司

玉明、副总经理张奋来出席签约仪式，

在孟加拉市场的第一个项目，项目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气

工期紧、任务重。该项目的快速推进，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

将进一步深化巩固中孟两国传统友

任公司、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哈尔

谊，对孟加拉国调整电力及能源结

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负责人

构、缓解供需矛盾、优化投资环境、

参加了仪式。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就业、改
善民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同时，

周建国

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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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海阔正前行

今日海投，已站在深入发展、

并作为唯一中国企业代表交流发言。

——电建海投公司成立六周年发展综述

有战略定盘，有管理保障，有
创新支撑，电建海投在走向世界的

科学发展的历史新起点。
——风险防控更严。坚持“风

道路上行稳致远。

险管控永远是第一位的”理念，通

项目的有序受控。

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忠实记录
着奋斗者前行的足迹。
肇启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
幕，诞生于电建集团国际化“三步
走”战略的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
已经走过了六年发展历程。
六年风雨兼程，一路璀璨辉煌。
六年来，电建海投公司高擎打造中
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的目标，深
深植根于丝路文明的历史土壤，在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能源电力革命的
时代浪潮中击楫勇进，为中国电建
集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大坝无言，见证着建设者的艰
辛与辉煌。
海浪滔滔，澎湃着时代前进的
新动能。
一个个电站，一座座丰碑，一
步步征程，一段段传奇。

铿锵前行：
绘就海外投资新篇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的壮丽画卷，
由东南亚起笔，正沿着“一带一路”
的线络，横跨大洲大洋，变得越来
越清晰、生动而丰富。目前，电建
海投在 10 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已有 8 个运营、4 个在建及 10 余
个前期项目，电力项目总装机 400
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 115 亿度。
从柬埔寨甘再河畔的“三峡工
程”，到老挝南欧江流域明珠般的“一

自各项目进入商业运行或投产
以来，电力消纳和电费回收、产品
销售和产品利润均符合投资期望。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老挝南欧江二
期项目正稳步向 2019 年底的首台机
组发电目标迈进；印尼明古鲁项目
各项要素可控受控；孟加拉巴瑞萨
项目、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商务、
设计、施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战略落地，
一点一滴抓出丰硕成果。六年来，
公司累计实现“八投产、七签约、
四开工、三发债”目标，企业改革

库七级”，到巴基斯坦阿拉伯海岸

发展、党建各项工作呈现良好局面，

的“1 号工程”，再到澳大利亚牧牛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海外电力能源

山风电项目的“先行先试”，电建

投资正进一步提质增速，精耕细作。

海投项目水火风光逐浪高，不断在

发展指标持续向好。公司主要

“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里激起层

经济指标连续 5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层浪花，一个以电力能源为核心的海

连续 5 年超额完成生产经营任务目

外电力投资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业务

标，截至 2017 年底，公司营业收入、

布局和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和升级。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分别达到成立

进入走向海外的第六个年头，

之初的 23 倍、23 倍、5 倍，公司发

电建海投按下海外投资发展的“快

展基础逐渐厚实。公司连续四年在

进键”。2018 年，随着澳大利亚牧

集团经营业绩考核中获得 150 分满

牛山项目的落地，公司实现了新能

分，党建、法律事务等多项管理评

源业务和发达国家市场的双重突破，

价指标在集团考核中获得第一名。

展现了新时代的新作为，在徐徐铺

社会美誉度逐年提升。公司先

展的海外投资画卷上，新能源成为

后荣获“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标杆单

崭新的一笔。

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首都文明

坚持“开发、建设、运营”并

单位”等 50 余项荣誉及成果。

重的工作思路，公司持续健全管理

在无声的时间中，海投拔节生

体系，牢牢掌控在建项目进度、质

长的声音正在不断传来；在历史的

量、安全、成本、环保“五大要素”，

轴向上，海投健步前行的身影正在

实现了投产项目的稳健运营和在建

闪耀。

矢志创新：

过建立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内控体系，

激发价值创造活力

依法合规经营，为海外投资业务稳

旗帜领航：

健增长提供了可靠保障。公司连续

汇聚改革创新力量

2018 年 8 月，孟秋之初。电建

两年参与编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海投新能源战略专题研讨会在北京

法律风险防范指引》，得到国资委

召开，从战略高度为公司新能源业

和电建集团的高度评价。

建始终是最强音。

务发展谋篇布局，吹响了进军海外
新能源市场的号角。

旗帜引领航向，使命振奋人心，
高奏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交响曲，党

——管控体系更细。大力实施
职能制度化、业务流程化、工作标准

筑牢基层党建的“主阵地”——

旗定向，是海投公司突出的发展气

化、管理信息化、创新价值化“五化”

7 月 23 日，南欧江七级电站联

质。围绕集团战略导向，公司制订

建设，建立了涵盖 355 项制度的海外

合党支部融入中心抓培训，专题辅

完善了海外投资中长期战略规划，

投资制度支撑体系，投融资、财务管

导工程质量验收资料填写，助力高

明确了企业发展定位、“1221”发

理、风险管控、质量安全、技术创新、

峰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展目标以及清晰的实现路径，引领

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全面提升。

善于从战略高度为企业发展举

公司党委明确海外党建“三结
合、三促进、五确保”工作定位，

企业跨越发展，擘画美好蓝图。
六年来，海投公司紧紧把战略

——绩效考核更全。建立起涵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组织领导核

落地抓在手上，既实现了良好的投

盖公司领导班子、项目经营业绩责

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显著增强，党的

资回报，又有效带动了集团海外业

任制、总部部门平衡计分卡、全体

旗帜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目前，

务发展，卡西姆、南欧江等国际影

员工绩效考核 4 个层次在内的多维

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已经实现了党组

响大、产业带动强的标志性项目建

度、多要素全面绩效考核体系，有

织体系在国内总部和海外项目的全

设投产，成为中资企业参与“一带

力推动公司战略落地。

覆盖，为党建工作效能发挥奠定了
坚实基础。

一路”建设的标杆，不断在国际舞
——管理创新更多。“海投语

机制创新，为海外党建注入更

录”、“铁三角”管理模式、“投

多活力。公司党委推行“两表一计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海

建运一体化”发展模式、“四位一

划”，细化党建责任落实，确保各

投公司以战略为引导，不断强化管

体”“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方种好“责任田”；搭建“互联网 +

理、理念、模式创新，释放了价值

一系列创新之举打造了具有海投特

党建”平台，推广“三坚持一落实”

创造的活力。

色的管理优势，“走出去”参与国

方法，思想建设持续走深；实施海

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更加凸显，以投

外项目党政一肩挑和交叉任职，编

资带动集团 EPC 业务发展的作用更

制发布《党群工作制度手册》《基

加显著。

层党组织实务手册》，海外党建不

台上树立海投形象，展现电建实力，
打造中国样板。

——融资方式更多。积极搭建
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引入市

断做细做实。

场机制创新项目融资，香港公司先
后 3 次成功境外发债，为项目建设

—— 投 资 模 式 更 活。 不 断 以

注入了充裕“血液”。如今，融资

BOT、BOOT、BOO、IPP 等模式推进海

能力已成为公司的显著优势之一。

外投资，实现了对“一带一路”市

英语演讲、配音、歌曲、脱口

2018 年 6 月，公司“一带一路”资

场区域的深耕细作，拓展了国际市

秀……8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外语风

本运作经验亮相首届世界财务大会，

场版图。

采活动精彩上演，选手们纷纷用英

激活滋养发展的“文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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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谈工作感悟、谈海外生活的点滴

了 3 场中外媒体见面会。
《人民日报》
、

一次用上了电，这归功于南欧江流

青年阿萨拉姆做了 10 年的“摩托车

“上马相迪项目创造了多项第

新程。中国电建以项目载体，赓续

趣事。每年一届的外语风采活动是

新华社、央视等中外主流媒体 50 余

域一期项目的建成投产。“以前村

梦”，因参与卡西姆电站建设，几

一，成为了尼泊尔的标杆项目。”

着千年的丝路精神，开拓着中外交

公司“海文化”的重要内容。

次聚焦公司业务，展现了中国电建

子在河的对岸 , 进出需要划船，很

个月就实现了；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尼泊尔副总理马哈拉在视察项目时，

好的更广领域。参与“一带一路”

“走出去”发展过程中，公司倾

不一样的视野、理念、愿景、目标、

不方便；现在新村有水有电有路，

的汉子薛富贵，在老家日子过得不

如是评价。

建设的五年时光里，已有无数中国

力打造品质型、效益型、活力型“三

责任和能力。公司外宣工作荣获中

省好多事。”布翁说。

体面，但因参与南欧江项目建设而

在 2018 年“中巴经济走廊”高

电建与各东道国互利共赢的故事发

型海投”，精心培育了以“海文化”

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公共外交奖”。

实现了“安居梦”“致富梦”，并

峰论坛专刊上，巴基斯坦《黎明报》

生，并逐步延展为全球电力能源革

收获了国际爱情……在“一带一路”

以整版报道方式高度赞扬卡西姆电

命进程中光华璀璨的单元。

建设的过程中，像这样因交往而亲

站，称其为“中巴经济走廊”标杆

密、因开放而受惠的故事在不断发

示范项目。

为核心的“1+ N”特色文化体系，建
立起广大干部职工高度认同的核心价
值理念，夯实了发展的思想基础。

织密支撑发展的“人才网”——
2018 年初，老挝青年艾力克有

一手抓理念宣贯，一手抓载体

了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的经

建设，海投公司成功将“海文化”

历，这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海投

落地到企业发展方方面面。

公司对人才的重视。年初，海投公

绿水逶迤去，青山两相开。如今，
从高处俯瞰老挝南欧江岸两旁的移
民新村，只见规划有序的红瓦白墙，
十分壮观，俨然成了一道道美丽的
风景线。电站的投资开发，重塑了
当地百姓心中的理想家园。
“一带一路”享誉海外，中国

生，续写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欧江的开发给当地带来了

2018 年 8 月 21 日， 柬 埔 寨 能
源发展研究所联合考察团考察甘再
电站，点赞甘再项目是“柬埔寨最

——强化文化建设顶层设计，

司在年度工作会期间首次表彰了 6

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 年 8 月 9 日，

好的电站”。

编制发布《企业文化建设“十三五”

名“洋劳模”，对他们的勤恳和付

电建送上共赢“礼包”。海外电力

老挝副总理本通视察南欧江项目，

……

出给予嘉奖，艾力克就是其中之一。

能源投资既为当地带来温暖和光明，

给予高度赞扬。

行大道，利天下；沿古道，启

规划》《企业文化手册》，明确了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与路径；

六年来，公司不断开阔鉴才视
野、拓展识才领域、广开用才渠道，

真诚的社会履责而成为“民心工程”。

品牌，先后组织了“唱响主旋律，

打造了一支专业强、商务精、语言

在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为全巴注

共圆海投梦”、海投健康行等 100

好、素质优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目

入 约 10% 的 优 质 电 能， 每 年 为 400

余项主题活动；

前公司外籍员工占比已经超过 45%。

万户家庭带去光明；在老挝，南欧

——深化海外项目文化建设，

总 部 员 工 中 博 士 占 比 4%， 硕 士 占

江流域梯级电站全部投产后约为当

甘再项目“文化大讲堂”、南俄 5

比 60%，本科及以上人员占比 98%，

地贡献 12% 的电能，有力助推老挝

电站“职工书屋”等定期开展，有

高级以上职称占比 31%，中 级 职 称

“东南亚蓄电池”战略；在尼泊尔，

效推动了中外文化融合。

及以上占比 60%，员工平均年龄为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为尼泊尔新添了

35.8 岁。

9.23% 的优质电能，有效缓解首都加

公司党委坚持“赛马”不“相马”，

今年 6 月底，一本国内外主流

把中心工作当成党员干部“练兵场”

媒体聚焦公司六年海外投资故事的

和“选将台”，有力落实了国企好

新闻报道集《海投印象》呈现在大

干部“20 字标准”，弘扬了新时代

家面前。40 余家媒体、150 余篇报道，

企业家精神。

谭毅

日，卡西姆电站首批 3 名巴籍卸船
机司机完成理论和技能培训，正式
持证上岗。这是海投公司扎根当地，

彩实践。注重讲好电建故事、传播

就了众多骨干力量，公司一批员工

好中国声音，是公司参与海外投资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

管理的一个镜头。强化属地经营、

的鲜明特点。

优秀施工企业家、央企楷模、中央

项目带动和产业帮扶，电建海投与

公司紧抓海外项目“三个吻合”

企业劳动模范、中央企业优秀共产

当地携手画出了共赢发展的同心圆。

即项目实施与欠发达国家绿色发展

党员、中国 CFO 年度人物”等荣誉。

只有心心相印，才能美美与共。

积极分享先进技术，推进“属地化”

主流、与“一带一路”倡议、与国

对许多人来说，“一带一路”意味

家商业模式创新要求相吻合的特征，

着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宽广的人生
跨越山海：

舞台。柬埔寨“打工青年”小华曾

铸就中外友谊丰碑

经过着漂泊不定的打工生活，来到

近三年来，公司制作发布了 6

业也必将开启新的征程。

授人以鱼还需授人以渔。8 月 5

六年的海外投资实践，培养造

唱响了高扬海外的“电建歌”。

力量正在汇聚，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

德满都缺电局面……

生动再现了公司六年搏击海外的精

融通话语体系，构建“四新”机制，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更多

造就了当地的“明星工程”，也因

——打造“月月有主题”特色

奏响高扬海外的“电建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甘再电站后，锻炼成了一名“金牌

部项目中英文专题片、6 期企业内刊、

电建点灯，照亮布翁的家门。

司机”，实现了事业的稳定和家庭

5 本宣传画册、3 本纪念文集、组织

54 岁的老挝妇女布翁两年前第

的团聚，人生得以逆袭；巴基斯坦

老挝琅勃拉邦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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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总统卡比拉和总理齐巴拉
率百人代表团考察华刚矿业

老挝国家副总理本通
高度赞扬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

刚果（金）当地时间 2018 年 9

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促进当地

协议要约，促进免税待遇在刚全面

2018 年 8 月 9 日，老挝人民革

建设运营、防洪度汛、移民环保、

和解决就业问题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月 14 日，刚果（金）总统卡比拉和

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了由

落地，并重申将一如继往地支持华

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生计恢复、社会责任及属地化管理

他表示，今天看了南欧江 3 个梯级

总理齐巴拉率政府高层代表团 100

衷的赞赏和高度评价。

刚矿业、布桑加水电站以及“一揽子”

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国家政府副

等相关情况汇报。本通关注了南欧

电站，对南欧江梯级电站的建设和

卡比拉总统对华刚矿业建设家

协议其它项目的建设、运营和发展。

总理本通视察了电建海投在海外全

江项目电能送出及电费结算问题，

运营良好面貌以及标准化精益化管

联合控股的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园矿山，注重刚方员工培训，促进

考察结束前，卡比拉总统和齐

流域投资开发的南欧江项目一、二、

并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尽快解

理充满信心。

卡比拉总统形象而又饱含深情地把

中刚方员工相互融入，不断提升员

巴拉总理在贵宾留言簿上题名，希

三级水电站，对梯级电站的建设和

决，为项目经营发展和投资收益创
造良好环境。

余人考察了由中国中铁、中国电建

华刚矿业比作自己心爱的女儿，以

工属地化率，增强企业竞争力，塑

望华刚矿业再接再厉，再铸辉煌。

运营情况以及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

此表达他对自己亲手缔造、亲自推

造国际化矿业公司良好形象的努力

考察结束回到首都金沙萨后，卡比

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

动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刚“一揽子”

表示肯定。他希望华刚矿业作为履

拉总统特别致电卢阿拉巴省省长，

合作项目的亲切关怀。

在南欧江一级和三级电站现场，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
中国电建积极参与老挝水电资源开

本通指出，老挝国家政府高度

发。南欧江梯级电站项目以“一库

重视电力发展，极力将老挝打造成

七 级” 分 两 期 建 设， 总 装 机 容 量

行“一揽子”合作协议的承载主体，

请他再次转达了对华刚矿业的感谢

本通副总理一行察看了电站大坝主

为“东南亚蓄电池”。南欧江梯级

1272MW， 总 投 资 约 27.33 亿 美 元，

代表团先后考察了华刚矿业调

进一步加强媒体宣传力度，让社会

和赞许。

体施工情况，了解到项目施工进度、

电站在老挝国家水电站规划开发中

特许经营期 29 年。
目前，
一期项目二、

度中心中央控制室、选冶厂区生产

各界充分了解公司为推进刚果（金）

刚果（金）矿业部、财政部、

建设质量、安全生产和防洪度汛等

占有重要地位。南欧江流域开发跨

五、六级电站首台机组已于 2016 年

车间、阴极铜成品库，听取了总经

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强调，作为在

交通部、国有资产管理部、基础设

情况。他对电站当前面貌及进展情

老挝两个省，多个县，战线 470 多

全部完工投产，2017 年 1 月进入商

公里，沿线城市村镇居民较多。南

业运行期；二期项目一、三、四、

理的情况介绍，观看了公司专题宣

本届北京中非合作论坛、上届约翰

施及重建部、能源及水利资源部、

况表示很满意，并强调在雨季期间

传片，高度赞赏华刚矿业近年来快

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连续两届峰会

中小企业部等部委部长，刚果国家

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洪度汛工

欧江规划“一库七级”，7 个电站的

七级电站在建中，将于 2019 年底实

速高效的发展成就。代表们兴致勃

上推介的标杆企业，华刚矿业应积

矿业总公司董事长、电力公司总经

作，加强与当地政府沟通联络机制，

开发有效控制并充分利用水资源，

现首台机组发电，2020 年全部完工。

对抑制洪涝灾害的发生起到了关键

届时，南欧江梯级电站年平均发电

性的作用。南欧江的开发给当地带

量约 50 亿度。

勃地参观了公司现代化的选冶生产

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仅要加强

理，卢阿拉巴省、上加丹加省、上

做好洪水管理，确保下游居民生产

线、安全环保设施以及花园式营地，

矿业领域投资，还应积极参与刚果

洛马米省等省长、市长以及部分国

生活安全。

对华刚矿业大力推进中刚“资源财

（金）农业、基建领域投资，以全

家议员和华刚矿业负责人陪同考察。

本通在二级电站，详细了解水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村民的

政化一揽子合作协议”，致力中刚

面助推刚果（金）经济社会发展。

库水位、来水流量和泄洪情况，察

居住、出行、就医、教育等条件得

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努

卡比拉总统要求政府各个方面自始

看了电站泄洪设备设施，观看机组

到了很大的改善。中国电建为当地

力构建中刚相互融入的企业文化以

至终认真履行中刚“一揽子”合作

运行状况 , 听取了南欧江电站整体

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人才培养

华文

张新丽

李友安

李友安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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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志勇考察调研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调度中心

符岳岩到老挝南欧江项目调研指导

雷建容肯定了电建海投公司在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上
取得的成绩和高效务实的工作做法，
要求南欧江项目认清当前形势，像
抓安全标准化工作一样抓项目党风
廉政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确保人员安全、项目安全；改进和
完善组织建设，促进“两个责任”
工作落地，领导干部“一岗双责”
不落于形式、不走过场；持续加强
廉洁从业教育，管好队伍、带好参
建单位，加强日常监管，加大日常
廉洁谈话工作力度，探索新机制、
新方法，努力为项目建设运营管理
和海外投资业务做好保障。

2018 年 9 月 23 日 上 午， 电 建

水情测报系统，是老挝第一个流域

2018 年 9 月 21 日，电建集团（股

发电运营、电力生产调度情况介绍，

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性水情雨情测报系统，除了服务于

份）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符岳

并强调各项工作要遵守标准流程，

座谈会上，赵新华代表电建海

长晏志勇，集团（股份）公司党委

自身电力生产调度，还要为老挝当

岩到老挝南欧江项目现场调研指导

有序实施运营管理工作，努力维护

投公司纪委汇报了纪检监察工作情

常委、纪委书记符岳岩一行到老挝

地防洪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充分发

工作。电建股份公司纪委委员、监

风清气正的项目建设运营环境。

况，介绍了电建海投公司近年来取

南欧江梯级电站调度中心考察调研，

挥梯级调度中心的培训作用，为当

察部 / 纪委办公室主任雷建容，电

并代表集团（股份）公司向中秋佳

地培养更多的电力生产行业的人才。

建股份公司海外事业部 / 国际公司

各项目公司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廉政建设、纪检监察工作方面的特

节在海外项目坚守岗位的员工表达

四是梯级调度中心的配套设施建设

副总经理陈观福，电建海投公司党

对各方人员表达了关心和中秋、国

色做法。黄彦德代表电建海投公司

了慰问和关怀。

要充分考虑并适应当地的发展水平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新华及南欧

庆双节问候。他指出，面对海外环

老挝片区汇报了各子公司生产经营、

和民风民俗，融入当地。

江项目公司负责人等陪同调研。在

境，项目参建各方要清醒认识，把

项目建设“四位一体”组织管控、

一级电站营地会议室，雷建容主持

集团党委纪委的安排部署和工作要

项目联合党工委实践、落实党风廉

召开了项目座谈会。

求落地见效；落实好“两个责任”，

政建设工作情况，从落地做法、实

晏志勇对南欧江项目落实集团

符岳岩对电建海投公司及老挝

得的发展成绩，以及在党建、党风

全产业链一体化取得的实践成绩表

南欧江梯级调度中心项目位于

示肯定，希望梯级调度中心早日建

老挝琅勃拉邦南康河畔，距琅勃拉

成投运。他指出，梯级调度中心要

邦城区约 3.8 公里，占地约 3.16 万

在一级电站施工现场，符岳岩

项目干部成员自觉践行忠诚、干净、

施效果、今后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

充分展现中国电建的形象，中国电

平方米，布置有办公楼、集控中心

一行深入电站主体围堰、中隔墙察

担当，打铁还需自身硬，确保项目

汇报。期间，与会人员还观看了电

建到海外投资建设，要带来先进的

等设施。梯级调度中心主要功能是

看了施工形象面貌，听取了项目进

良好的建设环境；对标中老铁路廉

建海投公司老挝片区各项目形象视

技术、管理理念和经验，还要为当

统一水调与电调，联动项目一期、

展情况介绍，了解了电站参建方队

洁之路建设、卡西姆联合纪工委经

频展示。

地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他强调，

二期，形成一套日趋完善的沟通机

伍建设与资源配置情况，对各方人

验，抓好南欧江廉洁工程建设，警

梯级调度中心建设，一是要有技术

制，充分发挥集中控制优势，在保

员表示了关心和慰问，并叮嘱一定

钟长鸣，用实际行动交答卷；提高

前瞻性，要能展现中国电建流域联

证一期投产电站大坝安全，二期在

要平平安安抓好工程建设。在二级

政治站位，继续完善监督机制建设，

合调度的先进性，组织好电力生产，

建项目施工安全的基础上，争取最

电站，符岳岩一行深入发电厂房、

继续保持和发扬优秀的传统精神，

为整个老挝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大发电效益。

中控室、调度室等部位，详细了解

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持续稳定

了机组运行情况，听取了一期项目

向好保驾护航。

提供保障。二是目前南欧江建成的

章永安

桑文林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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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明赴公司海外市场考察调研

公司荣膺“分享责任中国行 / 世界行”
首个海外履责示范基地
套完善基础设施，支持当地环境保
护，中国电建的社会责任实践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禹表示，中国电建是全球能
源电力、水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及
房地产领域提供全产业链集成、整体
解决方案服务的综合性特大型建筑集
团，具有懂水熟电的核心能力和产业
链一体化的突出优势。中国电建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 57 个国家都
有合作项目。经过几十年的海外耕耘，

2018 年 5 月 18 日 至 24 日， 电
建集团 ( 股份 ) 公司副总经理李燕

会责任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国电建在做好工程项目的同时，切

尊重民俗民风、宗教文化，推动文

介绍道，中国电建作为服务“一带

2018 年 9 月 28 日， 分 享 责 任

化融合。

一路”建设的龙头企业，是在能源

世界行—中国电建社会责任成果发

老挝琅勃拉邦省委常委、省人

实履行社会责任，在促进当地经济发

明赴澳大利亚，考察调研当地投资

在后续考察中，李燕明拜会了

电力、水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等

布会在老挝琅勃拉邦举办。本次活

民议会副议长星丹·赛乐颂对成果

展，为当地员工开展技能培训，为本

环境和电力投资及工程承包市场，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商务参赞王晓

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建设

动由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发布会表示祝贺，对中国电建在老

地员工创造就业机会，开展环境保护

指导电建企业在澳的市场经营及改

佳、当地政府官员和澳洲投资与贸

投资集团，中国电建愿意为缅甸的

中心指导，琅勃拉邦省政府、中国

挝的履责实践表示高度赞赏。他指

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成为“一

革整合工作。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

易促进委员会。

电源、电网和水利水电规划及建设

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相关人员，中

出，中国电建社会责任成果发布会

带一路”沿线国家值得信任的合作伙

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希望吴温凯部

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

的召开，标志着新的定位和新的工

伴。本次发布的《中国电建在老挝可

长对中国电建提供更多的支持。

任钟宏武 , 中国电建集团工会主席

作起点，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

持续发展报告》，展示中国电建在老

盛玉明、电建路桥公司总经理黄敏
陪同考察。

11 月 5 日至 6 日，李燕明先后
在缅甸仰光和内比都拜会了中国驻

李燕明在墨尔本考察期间主持

缅甸大使洪亮及缅甸电力与能源部

吴温凯对李燕明一行表示欢迎

王禹 ,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 ,

的和谐，紧密加强和深化老中之间

挝开展项目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的具

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听取电建海投

部长吴温凯。电建股份公司海外事

与感谢，称赞中国电建在缅甸电力

电建集团办公厅副主任刘庆华 , 电

长久以来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让

体实践和成效，充分展现中国电建负

两党和两国人民实现互利共赢，给

责任的国际化企业形象，为当地社会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希望中国

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公司和电建路桥公司的工作汇报，

业部副总经理兼亚太区域部总经理

项目投资与建设中所展现的专业能

建在老相关成员企业代表等 70 余人

研究发展思路，分析实际问题，助

季晓勇、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

力，表示将全面支持中国电建在缅

参加发布会，见证系列成果发布。

推中国电建全球化发展。李燕明要

国、昆明院院长冯峻林等陪同。

电力业务的开展。双方还就具体项

求，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执

李燕明向洪亮大使简要汇报了

目交换了意见。

电建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参与琅勃拉

“分享责任中国行 / 世界行”

2018—中国电建老挝站”正式揭牌，

邦省社会经济发展、开展更多更富

项目由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

活动发布《中国电建老挝可持续发

成效的社会责任工作，以及对项目

究中心发起，自 2014 年至今，先后

当地村庄、村民提供更多帮助。

走进 5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累计

活 动 中，“ 分 享 责 任 世 界 行

行项目，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

中国电建在缅甸的业务开展情况，

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同时对大使馆一直以来对中国电建

展报告（英文版）》，这是中国电

深入实施“技术先进、质量优良，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洪亮

建继赞比亚、印尼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王珞

约 150 家机构、逾 700 位社会责任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商业理念。

大使对李燕明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后的又一部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社会

副总领事到会指导，她说：“中国

工作者参与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已

二要准确把握澳大利亚新能源电力

对中国电建拥有的设计、建造、运

责任影像志。活动向电建海投老挝

电建在项目可研、设计方案和标准、

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市场的发展机遇，深入了解澳政府

营产业一体化整合能力表示高度赞

公司授予“企业社会责任示范基地”，

施工建设和运营等工作全程均充分

建设大背景下的一项重要实力体现。

发展规划和切实需要，主动适应当

赏和认可，对于中国电建正在开发

这是“分享责任中国行 / 世界行”

考虑当地环境和经济长远发展，坚

高超 桑文林

地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环境，

的电站项目，洪亮大使表达了高度

项目首次在海外设立的“社会责任

持安全文明施工、追求人与自然和

发挥集团独特的全产业链优势。三

关注与支持。

示范基地”，展示了近年来中国电

谐共处，并努力为当地民众创造就

建在海内外重视并积极履行企业社

业机会，高标准建设移民新村，配

要坚持合法合规经营，充分了解和

在拜访吴温凯部长时，李燕明

陈琛 王瑞

陈琛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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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成都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

2018 年 8 月 31 日， 电 建 海 投

区域部的布局情况。会议还分别听

后，杜春国介绍了公司海外项目运

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总经理杜春国

取了成都院国际工程分公司就双方

营情况和战略投资方向。

带领公司业务开发团队赴中国电建

战略合作进展情况和成都院数字工

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将合作

成都院考察，双方就全面深化战略

程分公司流域数字化开发应用情况

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合作进行会谈。成都院董事长黄河、

的汇报。

提出“两个优先”的合作指导原则，

总经理郝元麟参加会谈。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黄河表示，双方目标一致，互

交 流 会 上， 黄 河 首 先 对 电 建

补性强，希望双方能够加强合作交

海投公司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感谢

流，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强

电建海投公司对成都院的重视和认

强联合，海纳百川，投创未来。

并要求召开季度会议，促进战略合
作落地。
会后，双方还就合作方式与合
作机制等事宜进行沟通交流，相关

可。黄河对电建海投公司近年来在

随后，盛玉明全面介绍了电建

部门就具体市场及项目进行对接。

海外投资领域取得优异成绩表示祝

海投公司发展情况，介绍了公司新

公司副总经理钟海祥、何书海、徐

贺，并表示成都院十分重视与电建

能源投资战略转型思路，并详细阐

庆元，成都院国际工程分公司、成

海投公司的战略合作。随后，郝元

述了电建海投公司“四大平台、五

都院数字工程分公司相关领导及同

麟结合成都院“一个目标、两大市

大坚持和六大能力”的管理思路，

事参加会谈。

场、三大业务、四大板块”的总体

强调了公司在海外投资业务中紧跟

发展战略，介绍了成都院“深化改

国家政策、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革、二次创业”相关情况，并详细

的重要性，介绍了公司实现海外投

介绍了成都院国际工程分公司六大

资业务精准规划和定位的成效。随

卢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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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进军海外新能源市场的号角

柬埔寨甘再水电站
年度发电量突破 5 亿千瓦时创新高
大利亚新能源市场发展趋势，以及

峰错峰。密切监控设备运行工况和

Equis 和 Infigen 等开发商的商业模

参数变化，与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

式和成功经验。投资三部对牧牛山

和贡布省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优化

项目市场开发进行了深度复盘，对

开机和运行方式，加强设备巡查，

项目开发流程进行了梳理分析，深

利用低谷时间及时消除缺陷，加强

入总结出成功的经验亮点与存在不

水工机械维护，确保泄洪设施运行

足，为后续新能源业务的开发提供

正常。

了有益的借鉴；澳大利亚牧牛山项

强化电力营销，积极开拓电力

目公司介绍了近期项目进展情况，

市场。进入 2018 年以来，柬埔寨电

并对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市场基本

力市场出现电力供应总体相对饱和，

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各投资业务

截 至 2018 年 10 月 13 日 11 时

做好优化调度，争取最大发电

雨季严重过剩，上网压力显著增大

部门结合市场开发实际，对新能源

30 分，公司投建的柬埔寨甘再水电

效益。电站切实落实水库优化经济

的局面。面对严峻形势，电站强化

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市场开发思

站 2018 年度累计发电量达 5 亿千瓦

运行，全要素、全过程、全员参与，

电力营销工作意识及深度，加强生

路及建议进行了专题汇报。

时，创造了电站投运以来年度发电

深挖潜力。根据年初制定的年度发

产、设备、检修、调度及经营管理。

量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电站运行

电目标，结合上游来水预测，密切

为确保完成“能发电，能送电，能

效率、效益新突破。

关注气象信息，做好水情分析及预

回收”的营销工作任务，公司总经

仲夏新雨后，窗外绿荫如织，
2018 年 8 月 17 日 至 18 日， 公

来以风光为主，我们要审时度势，

会场讨论热烈。与会人员围绕公司

司召开新能源战略研讨会议，超前

及时把握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带来的

新能源业务发展方向、发展模式、

2018 年以来，甘再水电站全力

测，滚动编制洪水预报，为洪前腾

理主抓电力市场开拓，市场营销人

研判谋划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发展方

机遇，抓住窗口期，以并购、绿地

发展路径，结合公司业务实际进行

贯彻执行精益化管理理念，坚持求

库、拦蓄洪尾增发电量以及下游城

员采取 24 小时营销策略，随时抢市

向和发展路径，在调整中推动战略

等开发模式进入新能源市场，抓好

深入思考，充分交流对新能源业务

效益、强管理、保稳定。强化安全

镇的防洪度汛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场 、争“粮票”，协调柬埔寨电力

执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项目落地，以项目为切入点，深入

的认识理解，提出发展意见建议，

管理，提高设备健康水平。电站认

汛期累计为下游拦蓄洪水 4.56 亿立

公司计划部、发电部，最大限度争

记盛玉明主持，公司总经理、党委

研究海外新能源投资与补贴政策，

共同谋划布局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

真落实各级安全责任制，主汛期前

方米。同时充分利用雨季丰沛来水，

取发电负荷，抢抓机会电量。同时

副书记杜春国，副总经理、总会计

在实践中研究探索、积累经验，不

通过讨论交流、思想碰撞达成统一

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电力安全

严格执行水库精益化调度运行，积

持续进行柬埔寨电力市场调研与分

师李铮，副总经理钟海祥、何书海、

断提升新能源开发能力。

共识，汇集形成行动纲领，进一步

生产标准化“回头看”和安全性评

极与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计划部、

析，及时把握电力市场信息，提前

徐庆元等公司领导，各投资业务部

杜春国指出，公司要服务于集

明确了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和发展

价问题整改等专项检查活动，及时

发电部沟通协调，优化调整发电计

预测风险，制定应对措施，保证项

门、牧牛山项目公司及相关部门负

团战略，按照“控制力、带动力、

路径，为下阶段新能源业务投资开

发现问题或不足，其中安全性评价

划，实现发电效益的最大化。

目持续健康发展。

责人参加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

影响力”原则开展海外新能源投资

发指明了方向。

整改完成 94 项整改完成率达 94%，

科学应对降水，确保电站度汛

甘再水电站是柬埔寨政府提升

标志着公司正式全面进入新能源业

业务，按照国际业务“三步走”战

安全标准化自查评整改完成 86 项，

安全。电站充分做好“防大汛、抗

政绩和改善民生的标志性项目。此

务领域，吹响进军海外新能源市场

略做好与电建国际的战略协同和战

坚持水火风光并进，沿着“一带一路”

整改完成率 96%，及时消除了设备缺

大洪”的准备，组织开展垮坝事故、

次年度发电量突破 5 亿千瓦时对甘

的号角。

略契合，加强与集团内成员企业的

做市场，经过六年发展，公司资产

陷。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预控体系建

防洪度汛、群体性突发社会安全事

再水电站意义重大，为电站后续电

盛玉明指出，随着海外电力投

战略合作，充分发挥海外投资、海

规模、经营业绩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设，组织修订应急管理标准 54 项、

件等应急演练 8 次，积极应对随时

价二次商务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资市场竞争加剧，优质水电资源日

外融资、海外资产运营管理、全产

今年，公司“先行先试”成功开发

安全管理标准 5 项，完成了对主设

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面对雨

支撑，并为电站今后取得持续、良

益减少，大型火电项目开发难度增

业链升级引领四大平台的作用。

澳大利亚的牧牛山项目，实现了新

备的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

季主汛期强降雨和洪水导致水库集

好的经济效益开创了有利局面。

能源和发达国家市场的双突破。
齐晓凡
田赋珺

明确安全生产各专业、各流程的基

中来水和水位快速上涨情况，电站

本要素，完善了生产现场安全风险

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科

预防和控制的软硬件措施。

学调配人员、物资，合理调度、削

加，开拓海外新能源投资业务，优

会议邀请普华永道思略特公

化公司投资业务结构，是公司的战

司战略咨询团队分享了全球新能源

略思考和长远布局。全球新能源未

投资趋势，重点介绍了东南亚和澳

公司聚焦海外能源电力投资，

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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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竣工验收成果通过公司验收委员会鉴定

老挝南欧江项目举办招聘会推进人员属地化

2018 年 10 月 17 日 至 20 日，

2018 年 10 月 26 日，老挝南俄

老挝南欧江一期、二期项目在琅勃

5 水电站枢纽工程及竣工验收委员会

拉邦、万象举办了两场大型当地员

在公司总部召开会议，听取竣工验

工招聘会，共计 76 人参加面试。本

收工作组的全面汇报，审议通过了

次招聘是南欧江项目建设以来规模

南俄 5 水电站枢纽工程专项及竣工

最大的一次面向当地员工的招聘，

验收成果，并签发了工程竣工验收

也标志着运维属地化管理工作全面

鉴定书。南俄 5 水电站成为公司首

启动。

个通过竣工验收的水电投资项目。

本次招聘是为南欧江项目电力

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总经理兼验收

生产、落实南欧江流域梯级联调和

委员会主任杜春国、副总经理俞祥

运维一体化而进行的属地化落地工

荣及总部验收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作，意义重大。为做好本次招聘，

总工程师张国来主持会议。

工作组通过老挝当地网络平台、媒

2018 年 10 月 9 日 至 12 日， 公

体等途径发布招聘信息，扩大影响

司派出验收工作组赴老挝南俄 5 水

力，共收到 300 余份应聘资料，经

电站现场，开展枢纽工程专项验收

过翻译、筛选，最终确定面试人员。

和竣工验收。验收工作严格依照《水

项目公司与运维团队充分发挥“两

建在海外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式投

作，接收当地高校生作为实习生，

电工程验收规程》（国家能源局 NB/

位一体”组织管控优势，成立招聘

资建设的首个项目，是对接支撑老

为当地发展积蓄培养专业人才。在

T 35048-2015）开展，工程主要参

工验收后，开展各专项验收准备及

文明工程、精品工程，为电建创造

考评小组，制订招聘流程、招聘指南，

挝“东南亚蓄电池”战略和改善老

项目推进物业标准化管理中，项目

建单位老挝南俄 5 发电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的过程、专项验收及竣工

良好效益。

统一对外宣传，并通过招聘宣讲、

挝北部民生的重要项目。项目在实

公司与当地机构合作开展物业、接

安全鉴定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验收结论、竣工验收后须关注事项

杜春国指出，要高度重视验收

为应聘人员播放公司系列宣传片、

施过程中，本着“治理属地化、经

待礼仪等标准化培训，提高老挝籍

究 院， 设 计 单 位 中 国 水 利 水 电 第

等情况。验收专家组肯定了技术验

遗留问题处理，由公司运营管理部
牵头，技术管理部等相关部门配合。

营属地化、资源属地化、发展属地

员工岗位技能。在履行社会责任方

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勘察设计研究

收的工作成果，并强调了验收遗留

参加本次招聘会的人员来自老

化、责任属地化和文化属地化”的

面，项目公司对电站周边移民村小

中心、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

事项。经会议审议，电建海投公司

为保证整改工作落实，要认真制订

挝琅勃拉邦、乌多姆赛、万象等 11

六化属地模式，积极融入当地发展，

学开展经常性助学支教活动，维护

研究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中水北

验收委员会肯定了验收工作组的现

工作计划、确定关键节点时间，指
定各项工作负责人员。另外，技术
管理部要做好竣工验收复盘，及时

面试详谈等方式提高招聘质量。

个省份，分别来自老挝国立大学、

带动项目周边就业，加强本地合作，

和谐社区关系；坚持深度开发利用

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施

场验收工作成果，通过了南俄 5 水

万象理工大学、琅勃拉邦苏帕拉翁

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南欧江一、二

属地资源，发掘出一批信誉好、资

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

电站竣工验收。

大学等 7 所高等院校电力类相关专

期项目在建设运营时期向本地累计

质硬的本土企业，将移民工程、库

限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

盛玉明充分肯定了南俄 5 水电

业，以及在中国 3 所高等院校的留

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员工本土

区清理、环境监测等工程交给属地

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电基础局有

站竣工验收所取得的成效，指出要

学生。应聘人员发挥个人专长，用

化率达到 60%。在对当地人才培养方

企业实施，带动当地企业成长，拉

限公司，工程安全监测单位中国水

深入发掘南俄 5 水电站竣工验收成

老挝语、英语、中文进行自我介绍，

面，为当地高校组织的观摩学习活

动当地交通运输、建材、进口贸易

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科

果，为在建项目管理提供指导和借

充分展现个人能力，掀起招聘会一

动提供便利和支持。分期选派 18 名

等多个行业快速发展，实现共赢。

研院，机电设备制造商杭州力源发

鉴。验收复盘要以规范验收目标为

次次高潮，达到了招聘预期。招聘

老挝学生赴中国武汉大学留学深造，

桑文林 何国珍

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委员单位参加

导向，注意总结亮点，查找不足。

会后将组织拟录用人员赴中国电站

第一批 6 名学生已经开始第二学年

验收。

通过复盘总结，及时消除建设项目

项目开展约半年的集中培训。

学习，第二批 4 名学生已入学报到。

技术管理部代表验收工作组汇

过程风险，保证每个通过竣工验收

项目公司还与当地高校建立校企合

报了南俄 5 水电站自 2013 年 5 月完

的投资项目，都建设成安全工程、

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是中国电

刘永强

总结相关经验。
金勇 白存忠

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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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明古鲁项目 #1 机组低压缸台板安装就位
2018 年 10 月 15 日，印尼当地

为确保汽轮机低

时 间 上 午 10 时， 明 古 鲁 2×100MW

压台板施工工作顺利

燃煤发电项目 #1 机组低压缸台板施

进行，发电公司组织

工安装就位，较计划工期提前 5 天

多次专题会议，与业

实现节点目标。

主 工 程 师、EPC 承 包

老挝水泥公司销量稳居老挝市场第一

本次低压缸台板安装采用“坐浆

商及湖北工程公司等

法”安装垫铁。“坐浆法”是近年来

参建单位讨论详细的

研究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工艺，是指

施工方案，梳理施工

在垫铁和基础之间座入混凝土砂浆，

工序，组织精干力量

以达到垫铁安装的目的，从而提高垫

对现场的机械配置、

铁的安装质量。“坐浆法”安装垫铁

人力安排、安全措施等条件进行逐

了帷幕，工程建设将瞄准下一个节

的优点在于质量好、强度高、工效高，

项落实，为顺利实现台板安装创造

点目标倒排计划，提前谋划，全盘

施工过程中能大幅节省时间、简化备

条件。

部署，细化工作分工，为顺利实现

料、节省钢材，同时能确保混凝土与
垫铁的高强度粘结。

#1 机组低压台板就位标志着明
古鲁项目汽轮机本体安装工作拉开

商业运行夯实基础。
祝洪志 魏文刚

祝洪志

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两位一体”
实施方案落地成“书”
为持续推动“两位一体”电力

发，对构建高效运转的安全生产管

生产管控组织模式实施，2018 年 8

理体系、构建电力生产运维标准流

月，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两

程、建立内部培训机制、建立电力

位一体”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生产专业带头人工作机制、开展联

《“两位一体”电力生产管控组织

合检查、开展设备评级、开展评先

模式实施方案（2018 版）》（以下

树优、统一企业文化、联合组织这

简称《方案》），并制册分发到各

九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确保实

部门及运维单位学习贯彻。

施的高效和一体化。

截至 2018 年 8 月，老挝水泥工

研究老挝市场的状况，调查分析研

编制出版企业宣传画册、提升了企

业有限公司产品累计总销量突破 700

究老挝经济的发展趋势及水泥市场

业对外形象；问鼎老挝政府“特别

万吨，继续稳居老挝水泥销售第一。

需求预测，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劣势，

贡献奖”和“优秀中小企业发展奖”，

2007 年以前，老挝国内水泥产

及时调整公司生产经营方向和营销

极大提高了公司社会影响力；获得

能低下， 64%-70% 的水泥依赖进口。

策略，确定了“内强素质、外扩市场”

“中国电建优质产品奖”，凸显了

电建海投老挝水泥公司抓住机遇，

的方针。

产品质量效应；发放印有公司 LOGO

自 2007 年投入运营后，旗下产品“狮

内强素质方面，水泥公司调整

和简介的笔记本、台历、手提袋、

牌”水泥就以优良的产品质量和贴

优化组织机构，缩短了管理链条、

体恤衫、雨伞、手机防水袋等拉近

心的售后服务逐渐被广大消费者所

提升了工作的效率；建立健全规章

了与客户的距离；打造门店广告加

认可，顺利进入市场。其后，水泥

制度，堵塞了管理漏洞、确保了决

强了广告的针对性；坚持“人无我

公司充分利用市场优势，扩大市场

策的合规性，杜绝了不合理支出；

有、 人有我优”的理念，研发 425

占有率，于 2012 至 2014 年迎来了“狮

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鼓

水泥填补了市场空白、引领了市场

牌”水泥的销售黄金时期。2015 年起，

励职工技改创新、挖潜增效；实施

发展方向；推出铁路专用水泥，获

随着老挝不断有大型水泥生产企业

设备包机制，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

得客户肯定，一举拿下中老铁路多

投入生产，水泥产能过剩现象开始

意识和责任心，大幅降低了备品备

个标段水泥供应合同，成为了“一

出现并不断加剧。激烈的市场竞争

件及其它材料的消耗量；建立奖惩

带一路”老挝重点项目——中老铁

和紊乱的市场秩序使得水泥公司面

机制，调动了职工生产经营积极性；

路项目最大水泥供应商；再造运输

临了巨大考验。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凝心聚力，增

团队，为客户提供了无延误供应；

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软实力。

发展新经销商，将产品销售网络延

水泥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顺应市场发展潮流，通过不断深入

《方案》按照海投公司 2018 年

上马相迪项目公司将《方案》落

电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地成“书”，旨在强化各部门及运维

费、安全、成本、绿色”这五个电力

了项目公司在 2017 年“两位一体”

单位对“两位一体”实施方案的认识，

生产经营要素，推动“两位一体”管

电力生产管控组织模式实施中的经

将“两位一体”管理模式的理念深化

理模式在电力生产运行维护管理工作

验，从电站运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出

到工作实践中，始终围绕“电量、电

中常态化和长效化开展。

肖定宇

外扩市场方面，水泥公司通过

伸到老挝多个偏远地区。

杜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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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特色成果”等荣誉

公司工会荣获“全国电力行业工会工作优秀单位”

飘扬——新时代企业党建创新优秀成

委、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吉林市

2018年4月26日，中国电力企

处多个国别、运营时间长、外籍员

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公司

果选编》一书；盛玉明同志荣获“企

国资委等单位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各

业联合会在云南腾冲召开首届全国

工占比高、员工教育背景多样化等

工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业文化杰出人物”；公司工会副主

企事业会员单位的代表、有关领导和

电力行业群团工作会议。会上，发

一系列鲜明特点。结合海外实际和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席、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会获评“企

著名企业文化专家学者共500余人参

布了中国电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业务特点，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总书

神，融入中心、服务发展、服务职

业文化建设优秀个人”，并被聘为

会。光明网现场直播展演盛况，人民

会《关于公布2017年度全国电力行

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群团工作会

工，凝心聚力、勇于创新、主动作

“企业文化标准化工作专家智库”企

网等中央各大媒体对会议给予高度关

业工会工作和团青工作优秀单位名

议精神为指引，建立健全海外机构

为，进一步增强员工自豪感、获得

业文化专家。

注并及时报道。

单的通知》（电政研〔2018〕18

工会，实现组织体系全覆盖，并提

感和幸福感，为更好地参与“一带

2018年10月29日至30日，2018中

本次年会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

在奋斗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

号），表彰了全国电力行业工会工

出了“124”思路，即“贯穿一条

一路”建设、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

国文化管理协会企业文化管理年会暨

主办，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企业文化管

电建海投公司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

作和团青工作优秀单位。公司工会

主线、用好两个平台、展示四个作

资升级版作出新贡献！

第五届最美企业之声展演活动在西安

理专业委员会、光明网、陕西省国资

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坚持

荣获2017年度“全国电力行业工会

为”，公司各级工会组织坚持融入

隆重举行。会上，电建海投公司荣获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工作优秀单位”，集团仅3家单位获

中心、服务发展、服务职工，充分

8项集体及个人荣誉和成果，这是公

思想为指引，积极投身“一带一路”

奖。这是暨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

发挥海外工会工作优势，着力打造

司在党建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又一

建设，大力推进海外投资业务发展；

家”“中国电建先进工会”之后公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

重要收获。

持续举旗帜、抓党建、育文化、带队

司工会工作获得的又一殊荣。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

会上，公司荣获“新时代企业

伍、展形象，在企业改革发展党建等

电建海投公司生产经营具有

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海外投资

文化建设特色成果”“最美传播之

方面不断产生新思路、取得新成果、

投资形式多、业务领域广、项目分

业务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面

声”金奖代言作品、“企业微党课优

积累新经验，营造了同心同德、同向

秀作品”3个奖项；公司党委中心组

同行的文化氛围，不断提升企业软实

和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同志十九

力，有力促进了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业

大学习两篇理论文章入选红旗出版社

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谭毅

组织出版的《让党的旗帜在企业高高

公司纪录片《丝路霞光》
荣获电力奥斯卡 “年度最佳影片”
2018年9月20日，被誉为“电力

中，《丝路霞光》与其他七个类别的

奥斯卡”的第十三届“中电传媒杯”

第一名作品进入最后的现场竞争。经

全国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及2017年

过现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

业优秀报刊金页奖、全国最美企业

度中国电力新闻奖（影视）作品颁奖

济日报等30家媒体专业评审的两轮投

10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

之声金奖、中宣部党建网企业微党

盛典在北京举行。经过数轮激烈角

票，《丝路霞光》最终问鼎“年度最

2017年度全国电力工程企业新闻宣

课优秀作品、中国电力新闻奖一等

逐，公司纪录片《丝路霞光》最终荣

佳影片”，这是公司以及中国电建集

传工作开展情况，表彰了全国电力

奖、全国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一

获此次“电力奥斯卡”唯一的、份量

团在此项大赛中首次获得该奖项。

工程新闻宣传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等奖、中国电力企业管理宣传先进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先进单位”
州召开，来自全国电力建设领域的

和优秀作品。

单位、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公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工程新闻

共外交奖’、中国电建标兵记者

2018年8月8日，由中国电力传

宣传先进单位”荣誉，选报的1篇作

站”等荣誉之后，公司在新闻宣传

媒集团、中国电力报刊协会、中国

品荣获“首届中国电力工程新闻奖

领域获得的又一殊荣。

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主办的2018年全

二等奖”。这是继荣获“中国企业

国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工作会暨首届

文化建设标杆单位、全国工程建设

中国电力工程新闻奖表彰大会在兰

领域优秀通讯站、全国工程建设行

李胜会

最重的 “年度最佳影片”。

由中国电力报刊协会和中国电

在首先进行的颁奖环节中，公

力传媒集团共同组织举办的“中电

司纪录片《丝路霞光》获得2017年度

传媒杯”创办于2005年，是我国电力

“中国电力新闻奖（影视）”作品

行业影视新闻领域的最高级别赛事。

一等奖、全国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

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历经13年品牌传

一等奖，另一部纪录片《甘再欢歌》

承，在行业内外有着较高知名度，被
刘向晨
誉为“电力奥斯卡”。

荣获全国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二等
奖。在随后进行的年度大奖评选环节

李胜会

F 聚焦

FOCUS 聚焦

HONORS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荣获巴基斯坦年度环保大奖
2018年7月
17日，巴基斯坦

公司党建工作获得电建集团考评第一名

奖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和在巴中资企

利用，用于煤场喷洒抑尘，实现废

业。

水及生活污水零排放。

2018 年 7 月 16 日，电建集团（股

荣获“首都文明单位、全国建筑业文

份）党委通报了 2017 年成员企业党

化建设示范企业、全国电力行业企业
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电力行业思

国家环境与健康

卡西姆电站采用2台660MW超临

卡西姆电站作为中国电建最

建工作责任制考核情况，公司党建工

论坛组织的巴基

界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度，

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认真履行大国

作再次获得电建集团（股份）优秀企

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电力工程

斯坦第15届年度

可为巴基斯坦约400万户家庭提供低

央企责任，发挥企业专业优势，严

业并考评第一名；这一成绩凝聚着公

新闻宣传先进单位、中国电力新闻奖
一等奖、中国电建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国电建标兵记者站”等 20 余项集

环境保护大奖颁

价、清洁、可靠的电能。相比于巴

格按照世行标准对烟气排放进行处

司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

奖典礼在卡拉奇

基斯坦燃油、燃气电站，卡西姆电

理，对烟气排放数据进行实时监

员工的辛勤努力和拼搏奉献。

市召开。公司投

站具有更高的热效率，更加节能环

测，烟气排放监测值远低于巴基斯

又 讯，2018 年 7 月 6 日， 电 建

建的巴基斯坦卡

保。此外，卡西姆电站是巴基斯坦

坦国家烟气排放标准，得到了巴基

集团（股份）党委表彰了 2016-2017

一直以来，公司党委深入宣贯

团及省部级以上荣誉，公司发展软实
力显著增强。

西姆港燃煤电站

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采用海水

斯坦政府的高度评价，有效保护了

年度“一先两优”集体和个人。公

被授予2018年度

二次冷却技术的电站，避免了采用

周边地区的海洋生态系统和大气生

司党委荣获“中国电建先进基层党

十九大精神，着力加强思想建设。

巴基斯坦环境保

一次循环冷却技术附近海水温度上

态系统。

组织”荣誉，黄彦德同志荣获“中

公司党委多措并举强化政治学习，
精心培育特色“海文化”。落实国

杨宇

康从钦

护优秀大奖，中国电建和卡西姆电站

升带来的环境影响；并采用了海水

国电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李胜

对巴基斯坦环境保护做出的突出贡献

淡化技术，可为巴基斯坦节约紧俏

会同志荣获“中国电建优秀党务工

企党建会精神，扎实推进重点工作。

受到表彰。卡西姆电站是唯一一家获

的淡水资源；废水及生活污水循环

作者”荣誉。

公司注重细化落实重点工作，完善

2017 年，公司党委深入学习贯

决策机制建设。全面履行党建责任，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公司党委制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落实

表单分解任务强化落实，推动党建

中央精神和电建集团（股份）党委

创新发挥优势，加强党建工作制度

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发展，

建设。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努

着力推进党建优势发挥，着力提升

力构建长效机制。强化党委中心组

党建价值创造，把方向、管大局、

理论学习，推进主题活动改进作风。

保落实，充分发挥了党委的政治核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提升党建

心和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了基

效能。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着

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论坛（连云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力强化基层党建工作。
2018 年，公司党委将全面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荣膺“安全发展 ,
共享繁荣”十佳境外优秀项目奖
2018年9月12日至14日，第四届

做到“不评估，不立项”；在安保

“连云港论坛”暨2018年度“安全

力量配备、人员教育培训、资金投

港）的简称，由公安部和国资委联

锋模范作用；公司顺利实现“1124”

发展，共享繁荣”境外优秀项目颁

入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坚持

合主办，自201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三

目标，全面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奖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公

“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建立完善

届。论坛是一个融国际会议、安防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司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的境外安全管理制度体系，自上而

览、能力建设、情报信息融合、联合

引，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和上级组织部

荣获“安全发展，共享繁荣”十佳

下成立了专职的非传统安全管理

行动协调等为一体的综合系统，受到

署，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和政治核

境外优秀项目奖。中国电力建设集

队伍，并把境外企业非传统安全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视和广泛

心作用，高举旗帜、不忘初心，主动

团副总经理李燕明、海投公司副总

理工作纳入量化考核体系，公司上

认可，已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执

担责、积极作为，为打造海外投资升

经理张奋来等受邀参加此次论坛。

下形成了“人人讲安全，处处抓安

法安全合作创新平台。

级版提供坚强保证，为中国电建建成

公司高度重视境外企业安保

全”的良好氛围，确保了境外人员

工作，成立了境外社会安全管理工

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不受损害，有

作领导小组，董事长兼任组长；在

力的促进了境外项目的健康发展。

项目经营中，严控安全风险，切实

连云港论坛是新亚欧大陆桥

朱晓儒

世界一流企业作出新的贡献！
李胜会

V

PARTY BUILDING

VISION

中国电建尼泊尔国别联合党工委正式成立

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
开展“银企支部共建”活动
升服务效率；四是主动适应新常态，
积极推进党建信息化建设，开通服
务平台、畅通信息渠道、宣传党务
知识，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彭豪在
交流中主要介绍了中国进出口银行
党建工作开展的一些具体活动：一
是 2017 年公司业务部党小组发布了
全行首个面向全国展示的微视频党
课，并荣获“中央国家机关基层党
组织优秀微视频党课”三十节之一；
二是开展了党群结对互助活动；三
是党支部活动丰富多彩，包括主题
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交流，分
享党建工作经验，分享“一带一路”

阅读日、定向越野比赛、新员工拜

2018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国电

有限公司总经理晏洪伟主持，董俊涛

表示将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认真贯

行的合作源远流长，对双方是一种

师等活动；四是在每个共产党员的

建尼泊尔国别联合党工委（简称中国

宣读了集团（股份）公司海外事业部

彻落实集团公司各级党委、驻尼泊尔

互利共赢。

桌上设立“我是共产党员”标识牌，

电建尼泊尔联合党工委）成立大会在

党工委 / 电建国际公司党委下发了的

大使馆党委的指示和要求，致力做好

时刻提醒共产党员牢记自己的党员

中国电建驻尼泊尔代表处隆重召开，

中电建国际党〔2018〕63 号《关于

尼泊尔国别联合党工委各项工作，不

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泊尔特命全权大

成立中国电建欧亚区域国别联合党工

辜负领导的厚望，组织的关怀，与各

经验，增进友谊，深化合作，公司

在党建工作交流环节，公司工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业务部党支

会副主席、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会，

部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开展了“银企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

另外，公司各投资业务部负责人

使于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商参

委及王建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对中

位委员一道科学谋划新时代尼泊尔国

支部共建”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

经理、党支部书记彭豪分别就双方

分别就水电、新能源发电和火电三大

处张帆参赞、中国电建欧亚区域总部

国电建尼泊尔联合党工委正式成立表

别联合党工委党的建设思路和任务，

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领导和广大

党建工作亮点做了专题交流。李胜

板块，“一带一路”沿线等地区双方

党工委委员兼副总经理董俊涛，中国

示祝贺。董俊涛介绍了中国电建欧亚

切实将十九大精神转化为党建工作的

员工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大家相聚

会在交流中总结了公司党建工作取

合作项目情况及双方在手或跟踪中的

电建驻尼泊尔成员企业党员代表近

区域党建工作情况，并要求中国电建

生动实践，奋发有为地推动集团公司

一堂，交流党建经验，畅谈“一带

得的成绩以及工作经验：一是公司

项目进行了业务对接和沟通。

20 人参加了会议。

一路”建设中的合作机遇，取得良

党委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公司每个

好效果。

尼泊尔联合党工委在中国电建欧亚区

国际业务“三步走”战略在尼泊尔区

最后的组织生活会中双方精心

于红大使首先对中国电建尼泊

域总部党工委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

域得以实现。随后晏洪伟根据尼泊尔

项目都设立了基层党组织，使党建

准备的歌曲、廉洁从业情景剧、“一

尔联合党工委成立表示祝贺，她对中

党委的领导下，注重组织体系建设，

国情及中国电建驻尼泊尔实际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铮

工作与项目一起扎根海外，卡西姆

带一路”知识互动竞答展现了双方

国电建海外党建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按中国电建海外党建工作实施细则要

详细汇报了中国电建尼泊尔联合党工

做开场致辞，强调了中国电建、电

港电站、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等项

青年的良好精神风貌，营造了积极

一是要接受驻尼领使馆党委监督，

求，按照五不公开的原则，强化“四

委今后的工作思路。

建海投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多年

目设立联合党工委取得良好效果；

向上、健康活泼的文化氛围。

加强对尼泊尔形势的研判，在围绕中

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全力

来的优良合作，高度评价了中国进

二是结合公司实际和海外投资业务

党旗招展千帆竞，凝心聚力万

心，服务大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

做好尼泊尔区域的党建工作，使党建

出口银行工作的专业素质和负责精

特点，围绕“三型海投——品质型、

象新。本次“银企支部共建”活动既

是履行发挥好党组织的作用，把握企

工作在尼泊尔得到延伸，充分发挥党

神，以及对电建海投公司乃至所有

效益型、活力型海投”目标，精心

有党建交流，又有业务交流，既体现

业方向，监督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促进作用。

打造以“海文化”为核心、包括“海、

了政治性，又抓住了发展中心环节，

三是加强与驻尼泊尔其他中资企业的

范作用，实现尼泊尔海外业务持续快

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

暖、新、益”等在内的“1+N”多元

内容丰富，有效增进了双方的整体认

交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致

速发展。

理王雨感谢中国电建、电建海投公

素特色文化体系；三是加强基层服

司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多年的信任，

务型党组织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知和发展互信。
谭毅 罗晨

力于促进中尼友好关系。

并强调了中国电建与中国进出口银

制定服务标准，畅通服务渠道，提

刘向晨

联合党工委成员分别进行表态

会议由中国电建尼泊尔联合党

发言。晏洪伟在表态发言中首先感谢

工委书记、中国水电 - 萨格玛塔电力

集团公司党委和各级领导的信任，并

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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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暨廉洁从业教育活动

公司党委组织三项主题活动迎“七一”

创先争优、建功立业，要以更加积

感染他人、影响家人。最后，杜春

极的态度、更加高昂的精神、更加

国要求，公司每一名员工都要做一

优异的业绩为公司实现新发展做出

个对社会和谐有利的人，对公司发

新贡献，践行对党的庄严承诺。

展有用的人，对家庭和睦有益的人。

三是举行庆祝“七一”专题党课。

在履职行权时，绝对不能损公肥私，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围绕

为了个人的利益，损害国家的利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庆祝建

参观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公司党

党 97 周年暨公司成立六周年，向与

员干部、业务骨干人员的廉洁从业

会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在

意识。返回途中，大家一致认为，

党课讲授中缅怀党史，回顾了党的

亲身感受了雷锋言行、事迹所表现

光荣历程，分享了学习贯彻十九大

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崇高

精神的认识体会，我们要自觉用习

品质，深受触动和教育。大家表示，

认可和肯定，更传递着项目所在国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回去后会第一时间传达此次学习精

总部举行了“庆祝建党 97 周年暨公

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电建的深情厚谊。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把学习

神和杜总的讲话精神，提醒部门全

司成立六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活

专辑致力于讲好电建故事，传播电

成果和体会转化为坚定正确的政治

2018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公司

司广大员工学习雷锋同志那种“向

员在今后工作中始终遵纪守法，时

动内容主要包括举行《海投印象——

建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发展

立场、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推动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带队到

上”的人生姿态和“向善”的价值

刻保持清晰，明白该做什么、不该

国内外媒体聚焦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力量，是公司文化建设的又一成果，

发展的决策思路、开展工作的科学

辽宁抚顺雷锋纪念馆、战犯管理所

追求，在公司良好的从业环境中，

做什么，并用雷锋精神指导自己言

授书、总部新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激励着广大员工用更响亮的主旋律、

思维和工作方法，以永不懈怠的精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积极践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行，廉洁从业。

讲专题党课等。公司党委书记、董

更强劲的正能量，为打造中国电建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

教育暨廉洁从业教育活动，并在雷

像雷锋同志一样“做一颗永不生锈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位于雷锋生

事长盛玉明为总部在京党员上专题

海外投资升级版而努力奋斗。

统筹推进“四个伟大”中发挥好“六

2018 年 6 月 29 日，公司党委在

锋纪念馆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重温

的螺丝钉”，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前所在部队驻地附近，用高科技动

党课，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二是举行总部在京新老党员重

个力量”作用。他还从海外投资战

入党誓词宣誓活动。公司党委副书

立足本职、勤勉敬业、精益求精、

态场景与艺术品插画等手段相结合，

工会主席赵新华主持活动。公司在

温入党誓词。在公司党委副书记、

略引领坚定有力、海外投资布局不

记、纪委书记赵新华，公司党委委员、

建功立业。

翔实、生动地再现雷锋的成长历程、

京领导、总部机关党员 60 余人参加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的领誓

断优化升级、公司综合实力得到大

副总经理张奋来、钟海祥、徐庆元

活动期间，杜春国结合自身经

新形势下雷锋精神以及全国学雷锋

活动。

下，全体与会党员佩戴党徽，举起

幅提升、海外投资管理体系科学健

以及各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等 20

历，围绕自重、自省、自警、自立

活动的源起、发展脉络和活动成果。
何志权

一是举行《海投印象——国内

右拳，面向鲜红的党旗，郑重宣誓，

全、公司管理理念模式不断创新、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了此次活动。

四个层面，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廉洁

外媒体聚焦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授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海外党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人才

此次活动由公司纪委组织。

从业讲话。杜春国首先分享了自己

书仪式。此次集结出版的纪念专辑，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在

队伍建设得到持续加强、公司知名

参观雷锋纪念馆时，杜春国指

在履职行权过程中所坚持的原则。

优选收录了近年来人民日报、新华

这一刻，大家接受了一次锤炼党性

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等八个方面回顾

出，雷锋精神是我们国家极为宝贵

接着，杜春国谈到，一个人只有真

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网站）、

的深刻洗礼，广大党员深深感受到

了公司六年来取得的亮丽成绩；围

的精神财富，通过近距离聆听雷锋

正尊重自己，才能立足于社会，才

行业权威杂志期刊以及海外媒体所

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使命、荣耀，

绕贯彻“五大坚持”等海投语录、

同志生前的主要事迹，感受雷锋精

能做到真正尊重他人。当一个人独

刊发的部分消息通讯、视频报道、学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要时刻以党

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工作素养等，

神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

处时，一定要做到慎独、慎思、慎

术论文等文章，体裁各异、篇幅不

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

号召公司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奋斗，

的精神和进取的锐气，我们切身感

行，在利益面前，明白“法网恢恢

同，但无不记录着电建海投公司全

党员的先进性鞭策激励自己，坚定

开创海投发展的美好明天。

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雷锋

疏而不漏”的道理，始终坚持做一

体员工奋发海外的风雨历程，承载

理念信念，发扬优良传统，牢记职

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个遵纪守法的人，用党员坚定的意

着党和国家对公司海外投资事业的

责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奋发进取、

值观的生动体现”。杜春国号召公

志、正直的人品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李胜会

张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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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广泛开展“月月有主题”活动
提聚发展精气神
油呐喊，注重环保卫生。这是六年来，
“三型海投”日益巩固，“海投语录”
广泛运用，“海文化”深入人心，
海投员工共同价值观形成所结出的
硕果。
这是一场凝心聚力的再出发。
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增强意识，
塑造品质，竞技比赛的内涵外延得
以不断拓展，让电建海投企业气质

在海外属地化经营、跨文化管理方

勤保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

严谨有序，快速高效，确保了比赛

这是一场团队协作的大检验。
高水平的发挥，离不开高水平的组

的顺利进行，彰显了海投员工团结
互助、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

织。作为 2018 年公司工会的重要工

这是一场海投文化的大展示。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丰收在望。

这是一场奋勇争先的大比拼。

作之一，在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入场仪式上，由 54 名海投员工组成

近年来，公司广泛开展“月月有主题”

本届运动会共分 3 个大项，56 个单

亲切关怀下，公司工会统筹策划、

的阵列方队，成为唯一一个以正步

活动，凝聚奋斗正能量，提振发展

项比赛，总计 14 个在京单位的 1000

缜密组织，2016 下半年即启动“强

姿态走过主席台的在京单位；运动

精气神。在 2018 年 9 月底举行的第

多名运动员参赛，是历届参赛规模

身健体”活动，运动员选拔、训练、

场上，海投健儿训练有素，服从裁判，

二届中国电建在京单位职工运动会

最大、选手最多、竞争最为激烈的

比赛扎实推进，志愿者“定人、定岗、

尊重对手，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

上，公司 79 名运动健儿，顽强拼搏，

一次盛会。公司健儿不畏强手，努

定责”，维持秩序，配合检录，后

观众席上，海投员工整齐划一，加

屡创佳绩，以汗水铸就实力，用拼

力拼搏，在男女短跑、跳高、跳远、

搏成就梦想，最终以总分 411 分的

铅球等比赛项目中摘金夺银，表现

成绩，勇夺本届运动会团体总分第

优异，屡破赛会记录，并多次上演

一名。

包揽冠、亚、季军的好戏，最终以

作为中国电建集团两年一次的

较大优势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体育盛会，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全

这是一场海纳百川的大聚会。

体员工积极参与，公司党委书记、

除了公司总部员工以外，老挝南欧

董事长盛玉明在国外出差期间，多

江一期、南欧江二期、南俄 5 公司、

次询问赛事组织和比赛进展情况，

柬埔寨甘再公司、尼泊尔上马相迪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亲

公司、印尼明古鲁公司、新加坡公

临现场为运动员加油鼓劲，李铮、

司以及香港公司等海外项目公司也

赵新华、张国来、张奋来、钟海祥、

派出了中外员工参赛。他们优良的

徐庆元等公司领导和员工们一道，

身体素质和较高的竞技水平，在赛

全力以赴，勇往直前，展示海投风采，

场刮了一阵“海投旋风”，成为一

彰显海投品牌。

抹最靓丽的色彩，充分展示了公司

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融合。不断激
励着全体海投员工像体育健儿一样，
咬紧牙关，坚持不懈，燃情四海，
筑梦五洲，继续加快“走出去”的
步伐，在新时代里积极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奋楫争先，筑梦远航……
风劲帆满图新志 , 砥砺奋进正当
时。以梦想为帆，用奋斗作桨，电建
海投一定能永立潮头，奋勇前行！
刘星 刘向晨

张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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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团委
举办“海投活力，艺术之旅”绘画作品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坚持高质量发展 推动实现新跨越
盛玉明

定，对参展同

对象，还特意针对公司项目进行绘

事的热情和正

画创作，彰显了“海文化”的活力

能量表示赞

与创新。

本文入选红旗出版社组织出版
的《 让 党 的 旗 帜 在 企 业 高 高 飘
扬——新时代企业党建创新优秀

高质量发展是海外投资事业取
坚持高质量发展，

得成绩的重要依据。自成立之日起，

彰显海外投资事业的

海投公司就把“建设以海外电力能

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源投资开发与资产运营为主，具有

扬，并认真欣

粗硬的牛皮纸，绚烂的油彩墨，

赏了作品。杜

细致的边幅勾勒，传神的情景重现，

春国在画展中

此次观展为青年员工带来了全新的

高质量发展是学懂弄通做实的

立为企业愿景。五年来，伴随着党

认真了解了大

艺术感悟。“在工作之余开发自己

具体实践。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海投公司实现

家的学习过程

一项新技能，好像自己也可以变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础是学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和创作过程，

了神笔马良，将我们项目上的美丽

懂，关键是弄通，目的在做实。如

从起步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发展

在了解到其

风景，水电大坝一一落在笔尖。画

何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领域贯彻好、

中不少作品历

完之后，公司领导还十分重视，开

党的十九大和十三届全国人大

运用好、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时四个月才完

了这次小型画展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次会议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成创作，杜春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又美好的事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

神，是我们需要长期认真思考的问

国对大家坚持

情。”观展后，青年员工对活动由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电建集团

题。坚持在更高层次推动中国电建

不懈的精神尤

衷点赞。

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要把学习贯彻习

海外投资事业发展，培育更具国际

成果选编》一书。

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确

基础更加坚实，经济增长快速稳健，
支撑体系科学有效，党的建设坚强
有力。公司海外党建工作创新推进
了集团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发挥，
得到了中组部、国资委调研组的肯
定；“海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
和影响力不断提高，持续提升了企

为赞叹。李铮

作为今年团青重点工作之一，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是对习

作为团青工作

公司团委的绘画培训活动旨在帮助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分管领导，与

青年员工更好地将传统文化与当下

务，更加自觉地用这一思想武装头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实践。

广大青年一起

青年人的喜好相结合，推动青年员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习近平

参加了多期培

工成长为具有复合型本领的专业化

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命的重要路径。海投公司作为中国

训。在观展过

人才，提高青年员工素质，并带领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电建海外投资平台和主体，肩负着

程中，她一直

青年员工在海外投资业务中积极为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以投资为龙头，积极践行集团国际

企业文化发声。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业务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集团

的攻关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

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助推集团转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而且“一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投公司使

业软实力。这些成绩的取得，关键
就在于公司始终坚持了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
高质量发展是打造海外投资升
级版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所
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并 5 次提及
“一

2018 年 10 月 19 日，电建海投

与广大青年交流学习过程的体会和

公司团委 2018 年“海投活力 艺术

心得，并鼓励广大青年员工，学习

之旅”绘画作品展在公司总部举行。

贵在坚持，希望今后继续出更多好

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

型升级、提质增效、做强做优做大

作品，利用公司团委提供的资源和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活动展出了 2018 年公司团委绘画培

的重任。下一步，海投公司将继续

也已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为高质量

训活动中的三十余幅优秀作品，集

平台不断提升，充分展示海投青年的

力变革。中央 2018 年经济工作会议

围绕“打造电建集团 4 大重要海外

推进国企海外投资事业提供了更为

中代表了该活动近一年来的成果。

活力与风采。

也明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

平台”目标，着力“建设 6 种核心

广阔的空间。境外电力能源投资挑

自今年年初，公司团委开展绘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

能力”，不断完成集团赋予的使命，

战与机遇同在、风险与希望并存。

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副总经理、

画培训活动，举办了数期国画和油

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

带动集团优势力量“编队出海”，

面对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客观上

总会计师李铮与近百名员工一起参

画培训，员工创作了百余幅作品。

本要求。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未

共同发展壮大，在集团调结构、促

需要我们驰而不息地推进高质量发

观了画展。

此次展出甄选出其中优秀作品三十

来的发展目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转型、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和创建

展，只有把高质量发展的标准贯穿

在观展过程中，盛玉明对公司

余副，包括了国画工笔画、国画写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要

世界一流企业中做出更大贡献，不

企业发展始终，形成全方位的治理

团委响应“月月有主题”号召、成

意画和油画三类作品。员工们除了

求，为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指明

断在国际舞台上书写中国方案，树

提升，才能在新一轮全球电力能源

功举办绘画培训活动表示了高度肯

以传统的花鸟、山水、风景为绘画

了奋斗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中国标准，打造中国样板。

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总

田赋珺 邱清

田赋珺

带一路”，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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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等，确保充足资金供应；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扎

投公司将继续深化文化创新性发展

强化资金精细化管理，优化资金配

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坚持问题导

和创新性转化，为公司发展凝聚更

置，深入资金挖潜，实现资金保值

向，超前分析研判，抓好重点管控，

多力量。一是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增值；认真落实降杠杆、减负债、

扎实做好预案演练和应急联动，有

“走出去”过程中，我们将坚持做

控风险要求，积极开展重大经营风

效防范、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三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者、

险项目管控处置工作；积极加强与

强化质量建设，着力进行质量变革，

传播者，坚持做“海文化”的创新者、

金融、保险、银行等机构合作，提

管控好设计质量、施工质量、运营

践行者，丰富载体、创新实践，传

升海外金融服务能力。着力提升项

质量、工作质量等，最终实现良好

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助推

目履约水平。继续推进管理创新，

的投资质量。

中外文化互融共促。二是深入贯彻

深入探索“四位一体”管控模式的

聚焦队伍建设，增强人才竞争

“海投语录”。目前，这一企业管

有效实现形式和评价考核机制，确

力。“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理思想已经在海投改革发展和生产

保各在建投资项目进度、质量、安全、

人。” 要在新时代书写海外投资新

经营中释放了巨大价值创造力。今

成本和环保“五大要素”可控在控；

篇章，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复合型

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深化运用，使

总部管理部门要将管理重心下移，

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团队。一是要坚

其发挥更大价值。三是深化员工人

工作服务前移，多进基层、进项目，

持党管干部原则，把好干部标准落

文关怀。要进一步创新载体，丰富“月

为生产一线问诊把脉，切实做好指

到实处，着重培养使用“四个意识”

月有主题”活动，激励每一名员工

导、服务、监管。着力提升运营质

坚定、“四个自信”坚固，讲政治、

形成满满正能量、凝聚发展精气神，

量效益。构建高质量运营的管理体

讲纪律、讲忠诚、懂专业、善管理、

为海投员工创造更多的获得感、自

系、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深化落

敢担当、作风正的优秀干部队伍。

豪感和幸福感，让大家“像石榴籽

实“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主

二是要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推动

动研究市场行情，定期分析经营效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发展的强大而持久动力。四是讲述

果，遵循优化调度和经济运行的原

大军”的要求抓好素质提升，坚持“用

更动听的电建故事。要紧密围绕新

则，强化发电管理和电力营销、电

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理念，

时代公司改革发展新实践，紧贴项

费回收，确保发电效益最大化，化

持续完善公司“一石三柱”培训体

目生产建设一线，深入挖掘新闻线

解运营风险；深化完善公司火电项

系，不断推进“三级四类”员工队

索，总结提炼亮点成绩，多出镇版

目运营体系，推动公司火电运营管

伍建设。三是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

之作、刷屏之作，上大报、上名网、

理逐步实现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

匠精神，倡导爱岗敬业、专业专注、

聚焦提质增效，增强发展内生

发重稿，为海外投资事业发展营造

精益求精的优秀价值观，在投融资、

力。2017 年，海投公司积极落实集

宏大舆论力量。

市场开发、建设运营、企业管理等

走向世界行程万里，为党奉献

团年度工作要求，全面实现年初制

各个方面持续深化“央企楷模”、

初心不改。新时代，电建海投公司

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

严治党，不断提升把方向、管大局、

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能力。

保落实能力。就当前而言，重中之

高质量推进中国电建

二是持续加强基层战斗堡垒建设。

重是继续抓好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

海外投资升级版建设

坚持“四同步、四对接”，实现国

彻落实，综合运用“三会一课”、

内国外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积极

专题研讨、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

聚焦党建创新，发挥政治组织

落实电建海投海外党建“三三五”

民主测评等多种形式抓学习，确保

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定位，不断深化总结海外项目联合

支部全覆盖、党员全覆盖。

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

党工委、联合纪工委、联合团工委

聚焦主业发展，提升增长驱动

对党的建设高度重视，对新时代党

的成功做法，打造更多具有新时代

力。着力提升市场开发能力。抢抓

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推进新时

特点、富有电建海投特色的海外党

国家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

代海外投资事业发展，必须毫不动

建工作品牌，为“建设海外精品工程、

历史机遇，继续针对“一带一路”

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以

打造丝路标杆项目”提供坚实组织

沿线重点国别市场开展研究分析与

定的“1124 目标”。下一步，我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保障和磅礴精神动力。三是学思践

投资规划。一是继续以领先的绿地

公司劳模、先进个人、“海投之星”

要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想为指导，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悟要更加经常。要按照上级统一要

投资为主导，持续深耕东南亚传统

等典型力量的精神转化，积极营造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要求，扎实推进党建创新。一是把

求，进一步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市场，大力拓展新兴市场和潜力市

争当先进、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为契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

大精神，牢记国有企业“六个力量”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我们作为

和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场，并积极挺进高端市场；二是牢

四是要做好传帮带工作，更加关注

蓝图绘到底”，科学谋划下一时期

历史定位，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中央企业在海外从事投资业务，必

主题教育与战略落地、提质增效、

牢把握全球能源清洁转型新趋势，

青年人才培养成长，让海投的优秀

工作。一是坚持开发建设运营并重

要求、更扎实的举措，更加自觉地

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执行党的

强化履约、素质提升、文化培育等

力争实现新突破；三是积极尝试并

作风传承下去，发扬年轻人干事创

的工作思路，积极跟进当前各项工

肩负起集团赋予的历史重任，不断

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

企业发展中心任务相融合，查问题、

购、财务投资等新模式。着力提升

业的激情，永远跟党走，书写无愧

作，确保在投融资、市场开拓、项

贯彻新理念，适应新形势，把握新

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补短板、强管理、促发展，充分突

海外融资能力。继续推进融资创新，

于伟大新时代的青年业绩。

目管理、项目运营、能力提升、和

要求，加快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

显党的政治引领作用。四是履职尽

建设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按市场化、

谐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再创新

持高度一致。严格尊崇党章，严肃

责要更加坚实。进一步落实党建主

商业化标准推进项目开发和融资，

业绩；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党内政治生活，牢固树立“四个意

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全面从

积极研究推进债券发行、股权融资、

心”的发展理念，树立“安全发展、

围绕五个“聚焦”，

聚焦文化培育，提升企业软实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
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海

升级版建设，在伟大新时代谱写新
篇章、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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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海外投资企业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
深度融合的初步思考
杜春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

外投资企业的政治属性，要求企业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总书

始终牢牢嵌入党的领导，旗帜鲜明

外投资决策的企业管理层级原则上

代企业制度，把党的政治优势、组

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工作，董事

不超过二级。引入国有资本投资、

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

会、监事会和高级经营层在权责范

运营公司及当地投资者、国际投资

业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和科学发展

围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在法律和

机构入股，在确保党组织决策核心

优势。规范“三重一大”决策事项、

公司章程范围内活动，按规定程序

作用的基础上，灵活制定投资策略，

决策方式、决策程序、决策执行，

将主张和意见经由董事会、监事会

发挥各类投资者的核心优势，整合

强化决策监督，围绕海外投资、项

转化为企业的决策意志、监督意志

资源、降低风险。

目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管理、资

和执行意志；公司各治理主体之间

源整合、风险管控“六大核心能力”

要建立制度化的工作沟通协调机制，

建设，开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切实维护企业领导核心，确保党组

记也曾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讲政治，坚持党的政治路线。作为

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党在经济领域的细胞和组织，国有

强化大局意识，发挥党组织

制度创新，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努

织作用在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

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海外投资企业要积极实施国家“走

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国有

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都能得到有效发挥。

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出去”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国有企业党组

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

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

资源，带动中国企业“编队出海”，

结为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并

实现转型升级、做强做优，推动中

明确要求推动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

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设备和中

深度融合，把党的建设成效转化为

国文化走向世界。

企业发展优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
日益加深、国内经济转型换档升级、
各种所有制经济竞相发展的新形势

（二）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
作用，管好海外投资的方向

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的独
特优势，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与生产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略把控能

经营深度融合，促进国有资本做强

力，在宏观决策前要了解党情、国情、

做优做大，迫切需要探索国有企业

国际关系，以服务国家新型外交关

党的建设的新思路。结合中国电建

系为目标管好投向，把握投资的趋

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的海外投资

势；根据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

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实践，现就

资项目负面清单，聚焦主业，管好

如何做好国有企业海外党建与生产

投资领域；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决策，

经营的深度融合，谈一谈自己的初

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发挥

步思考。

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当党组织

海外投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企业。
（二）围绕生产经营中心，提

（一）自觉服从国家大局，努
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三）立足于项目建设大局，

升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因地制宜推进海外党建工作
始终围绕企业中心开展党建工
海外项目党组织要按照“以工

作，坚持融入业务、创新价值、促

干事创业，要增强大局意识，自觉

程为依托，以合同为基础，以党建

进发展；聚焦主业，紧扣党建工作

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

为纽带”的思路，根据工程规模、

主要目标和任务，找准重点领域、

去思考和定位，做到正确认识大局、

党员人数、地域特点、工作性质等

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精心筹划安

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自

情况，发挥业主的主导作用，条件

排，务求实效，努力实现党的建设

觉融入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是做

成熟的要组建联合党工委，按照“目

科学高效开展。立足企业实际，结

大市场、做强企业的可靠保证，对

标统一、教育统一、组织统一、制

合企业自身行业属性、管理模式、

于国有海外投资企业，要认真贯彻

度统一、活动统一”的原则进行管理，

业务特点，提升企业党建的针对性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积极参与“一

明确组织机构、管理关系、工作职责、

和实效性。针对海外项目党组织远离

带一路”建设，按照共商共建共享

主要任务，协调和统筹参建单位项

祖国、远离企业总部的特点，要注重

的原则，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

目的党组织，对党建工作和项目工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其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作进行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

应对复杂局面和独立工作能力，凝心

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

形成推动海外项目建设的合力。

聚力、主动作为，把党组织独特政治

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做人谋事、

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

共同发展新动力。

发现企业重大决策不符合党和国家
树立政治意识，发挥党组织

方针政策或企业发展方向，可能损

的政治核心作用，坚定国有

害国家利益、企业利益时，及时提

海外投资企业的发展方向

出纠正意见，确保海外国有资产运
营安全和保值增值。
（三）有效制定投资策略，创造
性地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
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力量。国有海

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明确投资决策机制，对境外投
资决策实行统一管理，向下授权境

深化核心意识，发挥党组织
的凝心聚力作用，增强国有

（三）围绕企业管理提升，探
索党建与中心工作的融合新模式

海外投资企业的发展动力
把企业基层党建工作融入企业

要立足企业发展大局，切实把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

（一）正确 认识国有海外投资
企业的政治属性，管好企业发展方向

（二）立足企业发展大局，培

把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

（一）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明
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主体地位

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探索党建与
中心工作融合新模式，构建以党建
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的新机

更好地打造国有海外投资企业的市
场竞争综合优势，将加强党的建设

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制，进一步增强党建工作实效。一

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将党组织

的原则，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是“党建 + 经营”，发挥党员干部

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融入现

支持保证其他治理主体积极主动、

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倡导“讲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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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规范，比业绩，防风险”的工作

升企业领导人员的经营管理、市场

策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对外政策以

精神，积极开拓业务。二是“党建 +

应变、开拓创新、风险防范能力。

及企业发展战略，配合使领馆推动

管理”，探索党建与管理工作的深

其次要着力加强境外项目领导班子

驻在国与中国双边关系发展，遵守

度融合，努力实现以党建强管理，

建设，注重选派爱党爱国、严格自律、

中国及驻在国法律法规，依法合规

以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促进党建科

经营管理能力强、具有国际化思维

经营，公平有序竞争。

学化水平的提升。
三是
“党建 + 服务”
，

的优秀人才担任境外项目领导班子

以党员个人服务为基础和依托，通

成员；强化境外项目领导班子思想

过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

政治和作风建设，突出党性教育、

把党员服务的重心转移到服务群众上

法治教育、外事纪律教育、安全保

来，提升党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密教育和警示教育，致力于建立一

的引领导航作用，推动国有
海外投资企业的队伍建设

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根植于基层

懂业务的海外项目领导人员队伍。

优势，利用谈心、交流、座谈以及
党内组织生活会等形式，广开言路，

项目党组织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本文发表于《国际工程与劳务》
2018 年第 7 期。

的组织优势和党内人人平等的政治

（二）行动上看齐，提升海外

李铮 王浩

（三）作风上看齐，做好深入

支懂政治、懂经营、懂企业、懂市场、
增强看齐意识，发挥党组织

浅议海外投资的合规性

深入了解员工特别是海外员工思想
动态，及时做好解疑释惑工作。同时，
要建立海外党建“三级联系”制度，

（一）思想上看齐，着力培养

海外项目党组织要按照“组织

即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中层干部、中

高素质的国有海外投资企业领导人

严密、机构健全、内外有别、内部

层干部联系普通员工、普通员工联

员队伍

坚持、外不公开、有效运转”的工

系协作队伍和外籍雇员，通过深入

作原则，充分考虑境外特殊的政治

的感情交流，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

做好新时代国有企业的管理，

经济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结合驻在

性。坚持以人为本，建好“职工之家”，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企业领

国具体情况，创新工作方法，简化

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设立图

导人员队伍是关键。国有海外投资

操作流程，以不同形式和名义开展

书馆、娱乐室、健身房等活动场所，

企业首先要做好总部领导人员队伍

好党的工作。海外项目党组织一方

安排家属反探亲等，努力为海外员

建设，要在思想上向以习近平同志

面要加强与驻在国使领馆党委联系，

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积

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深化认识，

及时掌握驻在国安全动态和潜在风

极选树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人

坚定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把加强

险。勇挑重担，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物的示范带动作用。

党的组织建设与领导队伍建设、国

保护企业员工和资产安全；另一方

际化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努力提

面监督境外项目对党和国家方针政

行为红线。2017 年 7 月，国家发展

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

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

的升级版模式。

部等多部委联合出台文件《关于进

在国际合作升级版模式下，企

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

业经营特点由短平快转变为周期长、

导意见》。2017 年 12 月，上述四部

资金规模大、竞争对手层次高、东

随着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及

委再次联合全国工商联出台《民营

道国政府涉入深、社会责任影响大。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资企

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对

面对市场变化、需求升级，企业合

业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着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行为进行了系统

规风险的出险概率较过去加大，影

世界经济合作共赢。同时，当下经

规范。从上述三个文件的陆续出台

响程度大大提升。因此，从企业自

济发展也面临着经济失衡、逆全球

可以看出，国家对中资企业海外投

身经营回报的角度看，企业需要重

化、贸易保护主义及企业自身保护

资行为已高度重视，并全方位系统

视和开展合规风险管理。

能力不足等考验。因此，中资企业

性地提出了合规要求。

海外投资的合规性问题成为当下“走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提出

出去”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

“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海外投资合规管理

从中资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合规管理

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需要具体注意的事项

的形势出发，提出合规管理的必要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

性，并对当前海外投资项目开展合

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

规管理所需要关注的具体事项进行

动力”，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

分析，探讨如何做好海外投资的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

规工作。

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企业海外投资的合规性管理首

写入党章。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要工作是在国家红线内选择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重视，也是

政府文件《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

开展海外投资

党和国家对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

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已将境

合规管理的形势与必要性

建设中实施合规经营、合作共赢以实

外投资划分为国家鼓励开展的境外

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投资、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以及禁

法定出海程序

止开展的境外投资，为海外投资划

（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的要求

（一）执行国家的引导政策及

（二）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升级
的需要

清了红线。
其次，企业海外投资合规管理
需要正确履行投资项目报批、境外公

2017 年 1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央企业境

随着国际业务的发展，中资企

司注册报批、跨境担保登记、外汇资

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提出试行

业参与国际合作的方式、程度、规

金登记等国内法定程序，以确保投资

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列入负面

范性要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

立项及资金出海合规。现行主要监管

清单禁止类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

际工程业务来说，业务模式已由传

法规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企业境

企业一律不得投资，并明确出资人

统的单一劳务输出过渡到 EPC 总承

外投资管理办法》（2017 年发布）、

投资监管底线，划定中央企业投资

包、“EPC+F”方式并逐步进入到国

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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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内

国法律尽职调查外，企业作为重大

报告》以及前期尽职调查所发现和

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投资决策，特别是并购活动，需要

影响项目执行的重点规制条款、投

发达国家市场新能源项目投资的全面管理创新

（2009 年发布）、《跨境担保外汇

对投资标的进行必要的商业尽职调

资合同（包括投资协议、融资协议、

——以澳大利亚牧牛山投资项目为例

管理规定》（2014 年发布）等，中

查 , 包括行业业务模式、定价方式、

土地协议等）有关责任义务条款以

央企业还涉及到《中央企业境外投

财务尽职调查、交易对手资信调查、

及投资决策中提出的重要风险事项

资监督管理办法》有关监管规定。

税务调查、资产评估等。而《中央

（例如）等内容形成《投资项目合

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也明

规管理工作清单》，纳入投资后项

确提出中央企业对于境外新投资项

目的日常内控管理内容，列为项目

目，应当充分借助国内外中介机构

内控管理目标及项目团队考核事项，

海外投资活动合规开展，需要

的专业服务，深入进行技术、市场、

并形成检查机制，以确保项目实际

对东道国法律环境进行相应尽职调

财务和法律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与

合规得到有效开展。

查，确保投资及后续经营活动开展

论证，提高境外投资决策质量，其

符合当地法规，并对投资活动（特

中股权类投资项目应开展必要的尽

别是并购活动）的当地审批时间做

职调查，并按要求履行资产评估或

出合理估计，确保投资交易商务合

估值程序。

（二）东道国法律环境尽职调查

进行充分考虑。
通常涉及的法律尽职调查内容

（四）投资决策前达到合规可
行性的结论

结语与建议

落地，需要中资企业开展合规管理
并长期坚持，中资企业适应海外市
开合规管理工作的不断加强与完善。

家安全审查的规定）、公司法、税法、

工作后，在决策投资时，需要形成

从企业自身角度看，企业开展

行业法律（包括行业证照、许可、

完整的《项目投资合规分析报告》

合规管理不仅要开展事前切入、事

行业合同等）、劳工法、反贿赂规

作为决策重要依据，内容包括项目

中坚持，也需要事后的不断复盘更

定（美国《反海外贿赂法》、英国《反

投资方案整体描述、国内及东道国

新以适应国际市场规则的不断变化。

贿赂法案》等）、环境保护法规、

的合法性分析、优惠政策情况、项

当然，个人认为企业自身做好合规

合同及担保法等，另外还需要调查

目执行的合规风险及应对措施、结

管理最重要的是企业应从上到下在

该国别执行相关国际公约、惯例、

论等内容。

思想上对合规管理予以充分的理解

双边协定等情况，充分了解在该国

《项目投资合规分析报告》的

与重视，并在行动中将合规管理作

别进行国际投资发生争议所可能采

编制并不是结论性文件，而是企业

为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的一项必要

取的解决方式等。

在开展各项尽职调查及项目方案设

工作。

东道国法律环境的尽职调查是

计过程中不断了解情况、不断分析

从中国政策层面来看，中资企

一项专业工作，建议企业选择具有

和发现问题、不断找出调整或替代

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除了

国际法律尽职调查经验及熟悉该行

性解决方案而持续更新的实践性文

主动遵守现成法规、尊重社会规范，

业的法律专业机构开展，并对调查

件，旨在确保最终提交的投资方案

也需要中国政府在企业合规基础上

背景目的及期望达到的目标与律所

具有合规可行性。

给予应有的保护，在双边协定、司
法协助以及外交商务上给予关注和

充分沟通，以确保工作聚焦及成果
符合企业需要。

（五）关注项目启动后的持续
合规管理

（三）项目相关的商业性尽职调查

在投资项目决策通过后，为了
确保项目执行过程满足投资预期，

在进行对外投资时，除了东道

建议企业结合《项目投资合规分析

倡议不断深化，开展海外投资日渐

山项目，项目建设、融资等工作顺

度，以 5 分钟为节点滚动调节电力

成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路径。

利开展。

供需平衡，竞争有效、发展成熟。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投资

近年来澳大利亚各级政府为了支持

法制健全、政治稳定、经济富足，

新能源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在发达国家开展新能源电力

在企业完成海外投资前的相关

所在国家和地区有关外资控制和国

一全电网、全电量电力实时交易调

商业开发模式创新

支持。

策，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国 20% 的
电力来自新能源的目标，并设立了

投资组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

场升级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也离不

包括外商投资法（包括投资目的地

的融资模式创新等，成功开发牧牛

随着“走出去”战略、
“一带一路”

对于中国企业树立国际品牌、优化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

约在达成过程中对东道国审批风险

徐庆元

（一）优中选优，精选发达国别
市场

绿证（LGC）交易机制，为新能源发
电商提供补贴，新能源投资处于“窗
口期”，适合作为进入发达国家市

投资，中国企业经验尚浅、挑战诸多。

投资国别筛选是进行海外投资

发达国家电力交易系统高度市场化，

的关键一步。电建海投公司通过数

新能源补贴政策千差万别，投资审

年对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

批等相关门槛高，实施专业资质要

爱尔兰、土耳其等发达国家的市场

求严格，融资模式灵活复杂。中国

调查和分析研究，逐渐理解并掌握

企业需坚持全面创新，全方位多维

了发达国家市场化电力交易机制、

常采用“绿地投资模式”，通过议

度地探索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项目商

新能源支持性政策，并积累了当地

标或竞标方式获得项目开发权、成

业开发模式、投资模式、实施管理

社会资源和项目信息。

立项目公司、投资新建项目。绿地

模式以及融资模式，结合投资国别

场投资新能源的突破口。
（二）精准切入，选准投资项目
模式
电建海投公司在传统国别市场，

澳大利亚是连接“一带一路”

投资模式可发挥电建集团全产业链

沿线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桥梁，

优势，带动设备出口、工程承包，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是电

近年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法律体

但需为项目前期工作承担大量人力

建海投公司代表中国电建进入发达

系健全、营商环境良好，是国际最

和物力投入，项目开发确定性不能

国家市场、开展新能源投资的第一

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澳大

保证，存在一定风险。

个“先行先试”项目。项目位于澳

利亚电力交易市场集电力交易、发

近年来部分中国企业进入发达

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中央高地，将

电调度以及财务结算三位一体，单

国家时选择采用企业并购（“褐地

和项目实际进行综合创新。

安装 48 台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
量 148.4MW，年发电量约 4.4 亿千瓦
时，建成后将成为塔斯马尼亚州最
大的风电场。
电建海投公司在开发、投资、
建设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过程中，
借助适应发达国家电力市场交易机
制为核心的商业开发模式创新、以
股权架构为核心的投资模式创新、
以建设架构为核心的实施模式创新、
以国际资本市场结构性融资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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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模式，通过收购拥有一定

售电组合模式，一是项目所发出的

大化，电建海投公司在牧牛山项目

的属地化优势及风电专业技术力量。

度、质量、安全、环保、成本五大

人力资源管理、安全环保、机电物

规模已投运资产的企业，以快速扩

所有电量通过澳大利亚统一现货交

中通过多层级投资架构与合作方展

电建海投公司收购项目公司 80%

关键要素，与承包商充分沟通和对

资、技术与质量管理等方面，协助

大企业市场，提高企业资产规模。

易市场（AEMO）出售，二是项目发

开股权合作，设立中间层控股公司，

的股权，原始开发商保留 20% 股权，

接，并借助业主工程师的专业能力，

项目公司完成各项建章立制、合同

但此模式需慎重考虑并妥善处理后

电所获得的绝大部分绿证通过与当

合理搭建投资架构，为项目实施带

实现了双方风险共担，一方面，原

识别项目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共同

管理等工作，并完成各项管控要求。

续资产剥离和人员整合事宜。

地最大的售电商签署长期绿证销售

来诸多有利条件。

始开发商在前期开发工作中必须满

分析研究对策、解决问题。

通过矩阵式管理模式，实现横向及

与上述两种模式相比，收购已

合同进行出售。该方法一方面可以

设立中间层公司，可发挥隔离

足项目后续投资、融资、建设、运

“精前端”式项目实施管理模

纵向的信息联通，注重以更加灵活、

完成现场风光资源勘测，获得开发

适应发达国家主流电力交易市场，

项目公司与电建海投公司风险的功

营相关要求；另一方面，原始开发

式是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实

有效的方式，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跨

许可、并网许可、环评许可、土地

获得较高的电力销售收益，另一方

能。倘若项目公司发生经营风险，

商在未来长期合作中对于风机设备

施投资项目时重要的管理方式，可

部门快速推进。

使用权，具备开工相关条件，技术

面通过签署绿证销售协议，为项目

电建海投公司因此受到法律、财产、

供货、项目工程建设承担实质责任。

以实现提质增效、瘦身健体，缩短

牧牛山项目创新的“精前端、

可行，经济达标的“准绿地项目”，

运营初期提供一定时间（11 年）的

声誉等方面的影响有限。同时在未

同时，金风澳洲母公司新疆金

管理流程和节点，提高决策和反馈

强后台”实施管控模式，是电建海

进而完成后续融资、投资、建设、

稳定收益，增强项目可融资性，为

来退出投资时，可以通过转让中间

风科技公司为中国民企，双方在牧

效率。电建海投公司为落实此项管

投公司在发达国家进行“短平快”

运营相关工作的投资模式，更适合

项目办理无追索贷款提供重要支撑，

层公司的股份实现，不会影响项目

牛山项目的股权合作，实现了国企

理创新，特推出包括《牧牛山项目

新能源项目管控的大胆管理创新。

中国企业首次进入发达国家进行项

是适应发达国家新能源电力投资市

公司的股权架构、融资架构，退出

和民企的优势互补、产融结合。国

建设管理指导意见》在内的系列文

目投资。电建海投公司对澳大利亚

场的重要创新。

难度小，容易获得其他股东及融资

有企业通过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融

件，以精简相关管理流程和要求。

方许可。

资能力，带动中国民营设备“走出去”

公司总部各管理部门坚持服务意识，

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创新务实开展项目管理、指导工作，

众多项目筛选比较后，与当地有实

投资路径方面，电建海投公司

力的合作伙伴建立战略联盟，通过
“先集中一点突破、再全方位拓展”
投资模式创新

的方式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三）稳中取胜，精心组合售电
模式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一两家垄
断性质的国有电网企业全面管控发
电、输电、售电行业，独立发电商

（一）统筹兼顾，多层级海外投
资架构

参考专业咨询机构建议，结合税务

积极适应在发达国家投资项目的建

筹划，选择经由香港投资控股公司

设管理模式。“精前端”管理需要

在新加坡设立中间层投资控股公司，

一支能够跑步进场，来之能战，战

中国企业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突

之能胜的高度国际化专业项目管理

破现有海外投资格局势在必行，进

团队，电建海投公司长期以来的企

入发达国家投资新能源成为中国企业

业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培养为此做

的重要切入点。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

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是电建海投公司代表中国电建在

进而控股投资在澳大利亚的项目公

实施管理模式创新

司，资金流转通畅、相关成本较低。

投资发达国家难度大、风险高，

项目的多层级股权投资架构如下：

为规避相关风险、实现税务效益最

（二）优势互补，股权合作架构

（一）精前端，主动创新，践行
“五大要素”

（IPP）可通过与此垄断性电网企业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工程

签署基于“或取或付、照付不议”

实施建设经验丰富，资质齐全，队

中国境内

售电协议来获得项目投资收益。
而在发达国家中电力行业发、

香港

100%

香港中间层控股公司

100%

100%

香港中间层控股公司 2
100%

新加坡

成了竞价上网、实时交易的电力交
易机制。澳大利亚电力交易现货市

电建海投

香港中间层控股公司 1

售、输、配各环节相互独立，电力
交易通过多年市场化改革，基本形

新疆金风
100%

原则的、能够锁定售电电价的长期

新加坡中间层控股公司
澳大利亚中间层控股公司

澳大利亚

20%

80%

牧牛山项目公司

场中，所有的发电厂需要提前一天

（二）强后台，灵活求变，确保
“依法合规”

业主通常通过派驻完备的人力、物

重视依法合规开展相关实施建设工

模式等多维度的全面探索和创新，为

力，深度介入项目各项具体工作，

作，确保企业能够行稳致远。因此

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开展新能源投

确保项目保质按期投产。但在实施

在“精前端”同时，需要配合以“强

资提供了有益借鉴。

建设标准高、要求严的发达国别市

后台”管理模式，以保证项目建设

场，中国企业想实质性实施项目困

管理全面有序受控。电建海投公司

难重重。

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及牧牛山项目的

澳大利亚外籍工作人员准入限

特殊性，为配合“精前端”管理模式，
特在后方总部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

业在传统海外国别市场通行的项目

中选定专人，以人员相对固定的方

管理体系和管控模式无法完全复制

式组成跨职能、跨部门的综合性国

推行。在此限制下，电建海投公司

内支持工作团队，施行矩阵式管理。

的报价水平确定电价，低于此电价
的发电商获得调度。
电建海投公司基于对市场的全
面分析，并在合作伙伴及专业市场
顾问的支持下，确定采用“双管道”

资风险呈上升趋势，企业单打独斗

电建海投公司与在澳大利亚深

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合作共赢成为

耕多年、基本实现属地化的金风澳

重要趋势。通过与当地有实力、有

洲公司股权合作，实现了借船出海，

资源的企业股权合作，双方形成命

优势互补。电建海投公司发挥自身

运共同体，共同投资、建设、运营

投融资实力及海外项目管理经验，

项目，将极大降低中国企业初入发

金风澳洲公司发挥其当地资源丰富

目，公司在该项目进行了商业开发模
式、投资模式、实施管理模式、融资

制严格，各项成本费用高，中国企

统负荷需求的最后一台（边界机组）

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第一个新能源项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高度

按照竞价水平高低排序，以满足系

达国别市场的风险和成本。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伍众多。在投资项目的实施建设中，

提交报价方案，市场运营中心（AEMO）
近年来国际投资竞争加剧，投

结语

尝试探索“精前端”管控模式，在

国内实施工作组负责协调公司

精简项目前方人员配置的同时，深

总部各部门和项目公司的信息沟通

度实施“服务式管理”理念，以合

和工作流转，从商务技术、建设管

同为准绳，控制核心环节，把握进

理、运营管理、法律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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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老挝区域各子公司积极为阿速坡赈灾募捐

2018 年 7 月 23 日 晚， 老 挝 南

政府接受捐赠，向电建海投公司表

部阿速坡省一在建水电站发生严重

示高度赞扬和诚挚感谢，能矿部承

溃坝事故，引发洪灾，造成多人遇

诺将立即向灾区转交善款。捐款仪

难、数百人失踪、大批民众无家可归。

式后，Mr.Chansone 及电建海投老挝

事故导致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引起

公司总经理黄彦德共同接受了老挝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国家电视台等当地媒体采访。

灾害发生后，中国电建迅速反

同时，电建海投老挝区域各子

应，作为首批进入灾区救援的组织

公司及项目的全体员工纷纷响应公

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协调在当地及

司倡议，自发踊跃捐款捐物，积极

后方一系列人力、机械、设备、物资、

支援老挝灾区人民渡过难关。一时

资金，大力支持抗洪救灾行动。电

间，爱心汇聚阿速坡。据初步统计，

建海投老挝公司响应号召，立即在

电建海投老挝区域总计捐款达 6.27

老挝各子企业发出献爱心倡议，积

亿基普。

极组织募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践行央企社会责任。
南欧江流域发电公司、南欧江
发电公司、南俄 5 发电公司联合以
电建海投老挝公司名义，率先捐赠 4
亿基普（老挝当地货币）。老挝能
矿部副部长 Mr.Chansone 代表老挝

吴相双 贾鹏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 125 英亩红树林“初长成”

为保护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周

活的红树林植株，最大限度保证成

边生态环境，项目公司在建设过程

活率。为加强对红树林移植和培育

持续移植红树林，电站周边移植红

的监控，项目公司每月安排当地员

树林总面积达 125 英亩。经过一年

工实地检查。

多培育，红树林成长初见成效。

红树林是候鸟的越冬场和迁徒

在卡西姆电站建设前期，按照

中转站，更是各种海鸟的觅食栖息，

巴基斯坦信德省环保局对项目环境

生产繁殖的场所。红树林能起到防

影响评估报告的批复 , 项目公司确

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

认了红树林移植和补偿种植 125 英

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卡西姆项目

亩的总面积，移植树苗数为 6 万株。

从建设初期开始，一直致力于环境

项目公司于 2017 年 4 月邀请了

保护，尽可能降低电站建设对当地

三家当地公司参与红树林移植项目

环境的影响。同时，卡西姆项目积

招标，并最终在信德省环保局的参

极履行“属地化”战略，加大巴方

与下，决定与 GEMS 公司签订红树林

员工培训教育，积极发挥巴方员工

移植合同。考虑到红树林的成活率，

优势，确保项目稳定有序运行。
沈力

卡西姆项目公司总共移植了 6.5 万
株树苗，以确保满足环保要求。此外，
项目公司还在移植目的地小岛设置
备用育苗基地，随时替换掉没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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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俄 5 发电公司为当地村民免费体检诊疗

2018 年 10 月 22 日，老挝南俄
5 发电公司组织医疗团队为电站周边
普坤县板井村和南汀村村民免费体

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与当地志愿团队
开展联合公益活动

测血常规等。检查过程中，医疗队

院，提供了医疗志愿者，从此改写

公益活动以大学生志愿者为当

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学习用品和学

还了解了村民的吸烟、饮酒、锻炼、

了村民为了看病需要徒步 60 多公里

地贫困儿童免费辅导课程的活动为

习环境。明古鲁电视台评价本次活

饮食及目前用药等情况，并为村民

山路的落后历史。

基础，由发电公司针对露天教学、

动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明古

建立健康档案，提供日常药品。两

自南俄 5 电站建设以来 , 项目

设施落后等问题，提供了大量资助，

鲁发电公司热心公益、助力公益的

天体检中共有 1300 余名村民接受了

公司为库区周边的村庄修建了饮水

包括为大学生志愿者团队租赁民房

行动将为本土企业树立榜样，带动

免费体检及诊疗。公司还为村民提

系统、学校、村会议室、交通桥等

作为固定教学场所，购置电脑、书

更多企业关心公益，参与公益。

供了价值近 5000 美元的应急药品及

基础设施；为村民修建医务室、聘

本、课桌等教学设备及排球、足球、

医疗设备，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医疗

请医生、提供药物和医疗器材；为

吉他等文体活动用品。

卫生条件。

当地政府提供办公电脑设备；公司

板井村和南汀村地处老挝北部

还采取了出资在水库放养鱼苗、向

检及诊疗，南俄 5 公司多年来积极

偏远山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

受影响村庄提供粮食等一揽子改善

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大山深处村民

基础设施落后，南俄 5 电站建设前

村民生计的措施。

们的“守护者”。

医疗卫生设施几乎为零。电站建设

此次检查的主要项目有量血压、

李媚

王红

以来，项目公司为村庄建设了卫生

2018 年 9 月 13 日下午，印尼明
古鲁发电公司与明古鲁省大学生志
愿团队在明古鲁市郊成功举办联合
公益助学助教活动。明古鲁省日报、
明古鲁电视台等当地媒体对活动进
行全程跟踪报道。

活动现场，明古鲁电视台记者

此次联合公益活动是发电公司
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开展形式，与当
地公益组织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对发电公司总经理赵勇进行了专题

有利于为项目开展争取更多的信任、

采访。受助志愿者团队在接受采访

理解和支持，为当地民众谋福祉。
魏文刚

时激动说道，非常感谢中国电建和
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的慷慨援助，
让志愿者有了一个像样的教学场所，

公司青年志愿团队持续慰问贫困小学
球绿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项

活动。
从五月初开始，公司团委向全体

目属地经济社会的责任分担者、中

员工发出号召，为清三营小学募捐。

外多元文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

活动受到了全体员工的积极响应，公

长期以来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履行

司领导、同事纷纷捐款捐物，共募集

央企社会责任。公司团委充分调动

捐款 16800 元及衣物、学习用品等若

青年力量，组织青年员工持续开展

干。根据学校的需求，志愿团队用善

志愿服务活动，在活动中助力青年

款为学生们购买了崭新的校服和学生

成长。
邱清 高群武

宿舍的床上用品，并准备了电脑、打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六一”

与学生们欢庆“六一”，并开展青

印机、书籍、体育器材等物品，特地

了远在北京的电建海投同事们对学

随后，志愿团队参观了教室、

儿童节到来之际，公司团委和财务

年志愿服务活动。志愿团队由公司

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将公司的爱心

生的祝福。她鼓励大家要健康成长，

食堂和学生宿舍，回想六年前初次

资金团队“全国青年文明号”牵头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团青工作分

送到学生们手中。

好好学习，并希望孩子们在力所能

来学校的情景，志愿团队对学校条

组成的志愿团队，驱车前往河北省

管领导李铮带队。这是公司连续六

在简短的捐赠仪式上，李铮向

及的时候将爱心传递给其他人，让

件的巨大改善感到十分欣慰。

张家口市崇礼区清三营寄宿制小学，

年、第七次在该小学开展志愿帮扶

学生们表达了节日的问候，并转达

正能量形成积极向上的势头。

电建海投公司致力于成为“全

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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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赴波兰考察电力市场

新能源海外投资研讨会在公司举行

公司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PRP）
顺利通过上线评审

公司竞争资讯系统顺利上线试运行

2018 年 9 月 5 日至 11 日，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带队赴

2018 年 10 月 23 日，由电建海投公司与中国新能源海

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PRP）

2018 年 9 月 29 日，公司竞争资讯系统完成测试顺

波兰就当地投资环境、电力市场和新能源项目投资机会

外发展联盟联合举办的新能源海外投资研讨会在京召开，

顺利通过上线评审，成为中国电建平台及投资业务板块

利上线试运行。竞争资讯系统共分为能源电力市场、海

等考察调研。期间，盛玉明拜会了波兰国务秘书安娜·玛

会议旨在服务新能源海外发展，研讨新能源海外投资项目

企业首例。PRP 系统以投资管理为目标，合同管理为主线，

外投资环境、海外投资项目和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四大业

莉亚、中国驻波大使刘广源、波兰能源部及投资发展部

的深度对接与合作模式。公司总经理杜春国和新能源联盟

进度管理为重点，质量管理为保证，安全环保管理为前

务板块，从宏观层面到微观视角，全面收集海外投资市

官员，与安永公司波兰办公室执行总监、全球著名律所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世国共同主持会议，来自阿特斯、隆

提实现对项目生产要素的管理。系统运行后将进一步提

场开发相关信息，将搭建快速获取外部信息的平台，为

贝克麦坚时波兰合伙人、当地新能源项目开发商等进行

基乐叶、协鑫集成、东方日升、力诺电力、韩华新能源等

升公司海外投资项目建设管控能力。
武夏宁 菅志刚

公司海外投资市场开发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了友好会谈。

赵飞

知名新能源企业的代表参会。

赵飞 叶茂

岳飞飞

陈诚

NEWS

NEWS
香港公司成功获得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明书》

新加坡公司首笔
银行独立综合授信额度获批

公司顺利完成 2018 年度三标体系监督审核

公司首部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英语培训教材》发布

2018 年 6 月 19 日，经过近半年沟通举证，电建海投

2018 年 7 月 27 日，新加坡公司在汇丰银行 4,000 万

2018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北京大陆航星认证中心分

2018 年 6 月，公司发布首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英

香港公司成功获得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认定，拿到了香港

美元综合授信顺利获批，这是当地金融机构给予新加坡

两阶段对公司海外项目和公司总部实施了“质量、环境

语培训教材》，教材以电建海投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历年

特别行政区税务主管当局出具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公司的首笔独立的授信额度，标志着新加坡公司银行授

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公司总经理杜春国、

工作为基础，系统总结了公司成立以来人力资源管理的

身份证明书》。获得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认定的企业通常

信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为实现电建海投公司打造海

总工程师张国来参加了总部审核首末次会议。公司以此

思想理念、工作大纲和具体任务，经专业公司翻译、人

可享受预提税等税项税率减半甚至豁免等多项优惠待遇。

外融资平台，建设六种核心能力之“项目融资能力”迈

次审核为契机，积极梳理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持续

力资源部校对和润色后编写完成。

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与超过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签订

出坚实的一步。

李恒 孟祥善

改进，不断提升公司的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了避免双重课税的税收协定。

熊兰 宋雨桐 王家琨

水平。

邵岩华

许春地

王烁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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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在尼泊尔中资企业爱心捐助当地受灾村民

巴基斯坦《黎明报》：铸就中巴友谊的丰碑
CASTING THE FRIENDSHIP MONUMENT TO CHINA-PAKISTAN

中新网加

理晏洪伟的带领下，中方和尼方员工

德满都 9 月 28

踊跃参与捐助活动，并将物资送到了

日电 ( 记者

灾民手中。

张晨翼)近日，

当地政府代表荷玛表示，衷心感

中国水电—萨

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马相

格玛塔电力有

迪项目公司伸出的援助之手。

限公司在尼泊

据晏洪伟介绍，上马相迪 A 水电

尔首都加德满

站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积极履行社

都及该公司下

会责任，支持当地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属的上马相迪

共已实施社会责任项目 156 项，帮助

电站营地同时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当地扶

举行捐赠活动，

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与当地村民建立

以帮助营地附

了深厚的感情。

近灾民早日度
过难关。
9 月 12 日，尼泊尔上马相迪 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the first
implemented large-scale energy project
of CPEC,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has witnessed the rapid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CPEC
and the rise of the Pakistani economy.

据悉，当地协调委员会帮助公司
方实施社会责任项目的同时，积极帮
助公司方做好当地村民的工作，解决

水电站所属拉姆郡地区遭受持续特大

村民与项目公司的矛盾；当地妇女协

暴雨袭击，形成多处泥石流、山体滑

会积极帮助公司方解决营地生活食品

坡，造成 5 名村民遇难、10 人重伤，

采购难的问题，为员工生活稳定做出

并有多处房屋损毁、6 所学校的房屋

了积极的贡献；当地警察局主动维护

出现裂缝、多处灌溉水渠受损等损失。

电站厂区及营地周围的社会治安，给

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

公司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公司收到当地政府请求捐助的来函

“大家互帮互助，有难同担，营

后，便立即发出联合倡议：恳请上马

造出团结友爱的社会氛围。项目公司

相迪项目的所有中、尼员工携起手来，

与当地政府、团体和村民建立了互帮

伸出援助之手。在上马相迪项目总经

互助的良好关系，为电站运营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环境。”晏洪伟说。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系尼泊尔境内
第一个由中国企业开发建设、运营的
项目，也是尼泊尔水电建设史上第一
个提前实现发电的水电站，为缓解尼
泊尔国家电力紧张和经济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2018 年 5 月 22 日，巴基斯坦《黎明报》在
2018 年“中巴经济走廊”高峰论坛专刊整版
报道卡西姆电站。

Port Qasim Electric Power Company
(Private) Limited received official
letter from Central Power Purchasing
Agency (Guarantee) Limited
o f P a k i s t a n ( C P PA - G ) o n A p r i l
24th,2018, which approved that the
coal-fired power station in Qasim Port
of Karanchi will start commercial
operation at 0:00 on April 25th,
2018. This official notice marks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commissioning,
which would usher in a new stage of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is
jointly developed by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 and Qatar's
Al Mi r qab Capi t al , wi t h a t o t al
investment of USD 2.085 billion,
total generation capacity of 1320MW,
within 36 months construction period.
In April 2015, the Implementation
Agr eem ent and Power P u rch as e
Agreement were signed under the
witness of two country’s leader during
President Xi’s visited to Pakistan.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China and Pakistan,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has
completed construction of this project
within only 32 months ensured the
first unit achieved synchronization
with 50 days ahead of the scheduled
date, and the second unit synchronized
in advance 74 days ahead of the
scheduled dates. The project achieved
Commercial Operations Date (COD)
with 67 days ahead of schedule. These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ap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and shows "Chinese Speed"
creat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This fruitful and outstanding project
is no doubt the fruit of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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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of th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witness of
the brotherhood of two nations, and
a shining example of sound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have gained the interest,
support and help from all relevant
par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s of
Chinese and Pakistani, the Chinese
Embassy in Pakistan, the Consulate
General in Karachi,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Sindh Province, who have given
priority,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These positiv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played a big role in pushing forward
the smooth progr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s one of the high-quality and
demonstration projects under the
CPEC,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akistan:
Firstly, improve the energy structure
of Pakista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By adopting Chinese capital, Chinese
advanced standard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s, Port Qasim power plant
has integrated its superior chain
resources of investment, design,
supervision,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

COVERAGE

which greatly reduce the investment
cost and operation cost of coal fired
power plant. The metering tariff of
Port Qasim power plant is obviously
below to the average tariff level in
Pakistan. It will alleviate the power
shortage in Pakistan and optimize its
energy-resource structure through
“oil superseded by coal” and will also
reduce the end-user tariff and therefore
will reduce people’s cost of living
expenses accordingly. It will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rovement on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Secondly, sha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construction,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haring advance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with
Pakista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 f P a k i s t a n ’s i n d u s t r i a l l e v e l .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has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qualified and
potential local subcontractors, and
establishing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subcontractors.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shared advance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oncepts to Pakistan
partners, and enhances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o local senior technicians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in the fields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afety,

quality, and etc.
Port Qasim Power Pla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wer house base in the
south part of Pakistan and is capable
to continuously supply nine(9) billion
KW.h electricity annually and will
support 4 million local families’ daily
power consump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ower shortage situation
of Pakistan.
Thirdly, friendl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ocus on social benefits.
Focusing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it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takes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important
pillar and also stick to this concept
throughout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adopts
advanced supercritical technology,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as per
China specification. Compared with
existing fuel generating units in
Pakistan, the supercritical coal-fired
generating units are working with
higher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e units have adopted
advanced technology as same as the
project in China, such as seawater
secondary circulating and cooling,
seawater desalination system, as
well as limestone-gypsum wet
desulfuriz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local and World Bank’s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t will
maintain the local blue sky and clean
water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trictly
clea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During construction period,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lways adopt
the higher standards”.Compare with
Pakistan standard and China stand,
where difference found, the higher
specification always has been adopted.
At the same time,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has expressed great
concern to strengthen the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and optimize the
design as much as possible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mangrove forest growing near the site,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and Pakist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ndards,
established detailed method statement
for transplantation and selected
carefully the new plots. The plan
was high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and Port Qasim Authority.
Fourthly, adhere to loc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actively perform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openness,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win-

win outcome",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implement “localization
strategy” an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to increase the
human resource proportion of
Pakistani employees and managers.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creates more than 4,000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peak period of construction. Also, the
project indirectly increases local job
opportunities by over ten (10) thousand
in relevant fields such as materials
supply, equipment transportation,
legal advice, financial audit etc., and
contributes tax revenue over USD
130 million to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2016,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hired the first batch
of 100 university graduates from
Pakistan, arranged six months training
in China. They were assigned to
various positions i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will become a training
base for Pakistani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to train a large
number for Pakistan's future power
energy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PEC. Among
the 18 early scheduled projects under
CPEC,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has directly taken part
in 8 projects with a total capacity

of 6,310MW in Pakistan. We are
proud to say that POWERCHINA
Group Company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akistan's power energy infrastructure.
POWERCHINA propose thre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kistan’s electrical energy in the
future, First, Pakistan government
should comprehensively upgrade the
power grid facilities, accelerate the
perfection of grid structure; Second,
the electricity bills should be paid on
time,reduce the arrears of electricity
charges; Third,b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win-win outcom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the tax rate
of power plant .
In the future, Port Qasim Power Plant
will provide stable, efficient, clean and
low-cost power energy for Pakistan, and
will contribute further to CPEC projects,
and is ready to make fur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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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媒体聚焦卡西姆电站中巴员工斋月保电
Chinese and Pakistani workers brave heat to work at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during Ramazan

Braving intense heat to keep the ball rolling at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and in two shifts every twelve hours.
On May 16th, systematic transmission
line malfunction occurred to the
national grid of Pakistan, resulting
in a widespread blackout in many
areas such as provinces of Punjab and
Khyber-Pakhtunkhwa, with many
local hospitals, factories and airports
seriously affected.

2018 年 6 月 9 日，巴基斯坦主流英语报纸《观察家报》
（Pakistan Observer）相关报道（正文有删减）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is one of
the early harvest energy projects under
CPEC. The power plant can generate
9 billion kilowatt/hour of electricity
annually, effectively relieving the load
shedding in Pakistan and producing
tremendous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Power China Resources Ltd.
(PCR) has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joint construc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 for mutual benefits” by
shar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raining local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plan for localization
of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finally
Pakistan will take over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ower plant.
PCR takes the training of Pakistani
workers as its own responsibility. It has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kers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master the
core technologies of power plant as
soon as possible, 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akistani side to
take over the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nature of thermal power plant
production requires 24-hour production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 power grid
has been overloaded in the sustained
hot weather since April, which has
caused short supply of power. During
Ramadan, Pakistani workers, as the
major force for plant operation, worked
under the heat together with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at the frontline.
Meanwhile, the Ramadan traditions
are given special considerations. The
Pakistani workers are separated into
four groups and work in three shifts
every eight hours. Chinese workers
have volunteered lengthening their
work time, and working in three groups

During the accident, distinct changes
happened to the load of two units at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which provides 10% of the nation’s
electric power output. Operating
personnel from China and Pakistan
launched emergency response at
once. Thanks to their composure
and decisiveness in handling the
emergency, the stability of voltage,
frequency and other parameters of
the grid was guaranteed. Throughout
the 9 hours’ accident management,
Pakistani staff worked at the forefront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ower plant. Their all-weather
engagement to accident handling has
ensured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units.

Dining time has been rescheduled
in the mornings and evenings in
accordance with Ramadan traditions.
Food quality has been improved by
offering a variety of nutritious food to
cater to Pakistani workers’ diet habits,
in order to guarantee and improve their
physical health.
2018 年 6 月 8 日，巴基斯坦主流英语报纸《每日时报》
（Daily Times）相关报道（正文有删减）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is one of
the early harvest energy projects under
CPEC. The power plant can generate
9 billion kilowatt/hour of electricity
annually, effectively relieving the load
shedding in Pakistan and producing
tremendous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Pakistani workers accounting
for 60 percent of the whole staff are
the primary workforce at the plant.
To meet the needs of local operation,
PCR employed 100 Pakistani college
graduates in 2016 and sent them to
China for thermal power technology
training for free. Now these workers
have taken up key positions and
become the main force for power pla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has
provided 2.5 billion kilowatt/hour of
energy till May 26th and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load shedding in

Pakistan.
During Ramadan, Pakistani workers,
as the major force for plant operation,
worked under the heat together
with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at the frontline. Meanwhile, the
Ramadan traditions are given special
considerations. The Pakistani workers
are separated into four groups and
work in three shifts every eight hours.
Chinese workers have volunteered
lengthening their work time, and
working in three groups and in two
shifts every twelve hours.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offers convenient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to local workers at its bes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pplying
localized management mode and
respecting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local
workers, it set up two more prayer
sites in office and dormitory areas with
prayer carpets.

Free shuttle bus service has been
offered for Pakistani workers. In
addition, facilities at the Staff Activity
Center provide leisure and recreation
for local workers in their spare time.
Their needs in food, shelter and travel
have been better satisfied at the power
plant.
The Silk Road spirit of “joint
constructio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has been vividly
reflected at Port Qasim power plant.
Embracing the new era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of the power plant, workers
from China and Pakistan will jointly
fulfill the new mission of lighting up
4 million families in Pakistan and
instilling endless vitality into China
Pakistan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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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万象时报》：
电建海投公司捐助老挝南部阿速坡溃坝洪灾
建设中的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

Attapeu donation by PowerChina Resources

Hundreds of people are missing and
thousands more have been displaced
after a dam collapsed in Attapeu
Province, Laos on July 23.

socially-responsibl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e Lao government
and people appreciate the company’s
timely assistance.

The sudden disaster aroused the love
of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work and live in Laos.

With the great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Lao government and people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disasters and
rebuild their homes,” Deputy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es, Mr.Chansone
Senebouttalath told the media.

Following the disaster, PowerChina
arranged personnel,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and relief supplies to the
disaster area at once.
PowerChina Resources on behalf of
Nam Ou River Basin Hydropower Co.,
Ltd, Nam Ou Power Co., Ltd, Nam
Ngum 5 Power Co., Ltd, donated 400
million kip via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s last Friday.
“As the biggest Chinese enterprise in
Laos PowerChina has been involved
in Laos’ development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since 1996, and
already established a strong and deep
friendship with Lao government and
people.
PowerChina is willing to provide all
assistance within its ability, and will
always stand with the Lao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floods,” Mr Huang Yand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ao Sole Ltd, told the
Deputy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es.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is a

What’s more, more donations from
staff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project
companies, include Nam Ou First
Phase HPP, Second Phase HPP, Nam
Ngum 5 HPP, Lao Cement Industry
Co., Ltd, etc., are still bee collecting.
All the donations include relief
materials such as cash, clothes,
blankets, water and food will continue
supporting flood victims in Sanamxay
district, Attapeu province.
PowerChina will use all of its asset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next
stage of rescu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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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么了不起的电站！

金结机电有序衔接，明年年底，二期

询会诊制度，设立的海外首个第三方

电站的首台机组就要发电了。”一级

“试验检测中心”和实施的工程质量信

——记“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媒体峰会”联合采访记者行

电站项目经理张华南介绍道。

息化管理等举措，让电站的每一个工程

去年，“澜湄记者团”成员曾到
耿兴强 刘向晨 桑文林

刘永强

“一条江上，七座电站，全流
域开发，真的非常棒！”老挝国家电
视台记者步廷•占塔翁面对镜头高兴

梯级电站领略

地说。

“中国速度”

“通过南欧江梯级电站，我才
知道中国电建竟然点亮了世界那么多

“南欧江梯级电站是打造区域

的地方……”泰国《曼谷邮报》记者

互联互通的典范工程，具有十分重要

帕蓬•萨派通则充满感慨。

的示范意义。所以，2018澜湄合作媒

2018年7月4日，由人民日报社组

体峰会联合采访团，来到琅勃拉邦后

织发起的2018澜湄合作媒体峰会联合

的第一站，便选择了来南欧江梯级电

采访记者团，来到老挝琅勃拉邦，包

站参观采访。”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

括人民日报、人民网以及来自泰国、

合作部负责人说。

老挝、缅甸、越南和柬埔寨的40多名

只见，一级电站建设工地内机

媒体记者，相聚在南欧江畔，用镜头

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卡车穿梭、

捕捉着激动难忘的瞬间，在交流中碰

川流不息，塔吊林立、井然有序，横

撞出真挚友谊的火花，于考察中追寻

向土石围堰填筑和右岸混凝土浇筑等

“一带一路”的足迹。

关键工程正在紧张进行，这让很多第

正值雨季汛期的南欧江，汹涌
澎拜，气势恢宏。这条由中国电建也

一次深入水电施工现场的各国记者目
不暇接。

是中资企业在境外首个全流域开发的

“从去年11月份开始，一个月

湄公河重要支流，以及它所呈现的

内我们实现了同一流域、四个不同

电站工程，再次聚焦了人们关注的目

电站、同一时间段实现大江截流的壮

光……

举！今年是项目建设高峰期，土建、

细节都体现出建筑力学之美。

访过中国很多地方，让人赞叹不已的

对于南欧江梯级电站，老挝国

“中国速度”成为记者们最深切的体

家电视台记者维翁•布差冯非常熟

会。但在中国之外的老挝，在异国他

悉。“因为，作为老挝‘东南亚蓄

乡，中国企业是如何做到又快又好建设

电池’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站，完美呈现“中国速度”的呢？

南欧江梯级电站倍受老挝政府和人

这主要基于中国电建在多个海外

民关注。我曾多次见证我们的国家

投资项目实施的全产业链一体化及‘四

总理、副总理和部长、省长参观考

位一体’项目建设管理组织管控模式。

察南欧江梯级电站，给予了高度评

南欧江梯级电站投资方是以电建海投公

价和肯定。”

司为龙头，从设计到施工再到监理和项

在老挝，中国电建不仅仅有南

目运维，都是集团内的领军企业，从而

欧江梯级电站，还有南俄5水电站，

打造了一条从投资、融资、建设管理到

不仅仅有水电站，还有老挝水泥厂，

资产运营的整条产业链，实现对项目全

还有影响深远正在建设中的中老铁路

生命周期的有效掌控。

项目。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电建

“在柬埔寨，甘再水电站投产

具有“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施

发电以来，一直给首都金边供应着稳

工建造，能投资运营”的独特优势，

定电源，被总理洪森誉为柬埔寨的

所以才能有实力和能力，聚合放大全

‘三峡工程’。”柬埔寨新闻社亚太

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实现电站的快速

新闻室副主编耶肯达·坎提补充道。

顺利推进。

缅甸通讯社记者吴梭都亚深有

同时，基于中国技术、中国标

感触地说：“世界水电看中国，中国

准建立起来的科技与技术管理体系，

水电看电建，这句话名不虚传。中国

解决了工程建设中砼温控、闸门防泥

电建的管理能力和施工水平，将会使

沙、洞室开挖、坝体分区优化等一系列

得湄公河流经的国家更多的山区和乡

技术攻关难题，以及建立的专家现场咨

村明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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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砂仁，并

在办公楼前，两副介绍中国电

给每个村小

建和电建海投的易拉宝展示板，吸引

移民新村感受

组发放了牛

了记者们关注的目光，大家纷纷拿出

“中国温度”

羊、渔船渔

手机扫描二维码。

们任重道远。”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
盛玉明说。
此刻，老挝古朴悠扬的音乐响
起，南欧江两岸美好画卷展开，《情

具，我们还

“喔，‘电建微言’里有这么

满南欧江》宣传片里，一幕幕中老人

沿着平整的柏油路，记者团下

可以连续两

多关于‘一带一路’的故事，不仅仅

民携手共进的场景，一处处中国电建

一站要前往一级电站附近的移民新

年领到移民

在老挝，更是在整个东南亚，乃至世

人孜孜不倦的奋斗身影，引起在座记

村——惠娄村。

者的强烈共鸣，纷纷发言。

口粮补助，

界各地，中国电建与世界人民携手同

老挝的公路建设相对滞后，仅

帮助我们顺

行，互利共赢，回去后我要把每一篇

来自缅甸《北方之星杂志》主

有的13号公路贯通南北，是连接中

利度过过渡

文章好好阅读。”精通中文的越南通

编温丁表示,南欧江水电站建设的非

国、泰国等周边国家的大动脉，国内

期。”村长谢岛的讲解，让记者们不

讯社高级记者阮越海欣喜地说。

常漂亮，中国的水电站建设技术是一

城市之间相连的道路等级较低，在很

时点头认同。

多山村至今还只是山路甚至没有道路
可走。

“因为‘一库七级’的规划设
计，南欧江梯级电站淹没的农田和村

仅在南欧江二期，像艾力克这
样从事行政助理、外事协调等管理工

会议室里，通过老挝南欧江发

流的，非常欢迎中国企业能来缅甸投

作的老挝籍员工就有100多名，占到

电公司总经理黄彦德的幻灯片介绍，

员工总人数的60%以上。

各国记者进一步增进了对“一带一

来自泰国《泰叻报》的高级记
者彭索帕•素坤塔拉克则表示，之前

资建设。

原本，通往惠娄村的是一条只

庄数量降到最低，其坚持的‘绿色发

当得知项目公司从去年开始，

路”倡议的深切体会，加深了解中国

能摩托车通行的山路。现在，作为移

展，科学开发'理念，使之成为老挝

就资助移民新村的老挝学生前往中国

电建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建

对中国电建不是很了解，通过这次来

民新村的配套设施，一条柏油路从村

水电开发的典范。”琅勃拉邦省巴乌

武汉大学留学深造时，老挝国家电台

成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一流企业的

到南欧江项目的考察，感受到了中国

头直通琅勃拉邦省城。

县副县长本摊·波拉翁说。

记者任勇·乔文赛高兴地说，老挝很

宏伟目标。

电建的实力和诚意，回去我一定把这

车在山间平稳前行，从小在农

“老挝北部山区，这里高山峡

多学生都有意愿来中国留学，移民新

正如中国电建集团公司董事长

村长大的老挝《万象时报》记者拉萨

谷，经济落后，村民生活贫困，宗教

村的孩子们能在中国电建的资助下前

晏志勇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电建始终

蓬·空萨万感慨良多。“在老挝的北

信仰氛围浓厚。中国电建所具备的人

往中国留学，他们真的很幸运。希望

坚持“高端切入、规划先行，技术先

一路走来，从施工现场到移民

部山区，能有这么好的公路，非常少

文情怀，为村民们所做的一切，值得

在未来，更多的企业能像中国电建这

进、质量优良，风险可控、效益保

新村再到项目营地，所见所闻所感，

见。相信有了这条路，村民的日子会

我们感谢和尊重。”《老挝人民报》

样主动作为，让更多的老挝人学习汉

障，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和

让记者们不禁感叹：这真是一座了不

越来越好。”

记者松曼•冯万动情地说。

语和中国文化。

方式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是

起的电站！

次所见所闻告诉我周围的朋友。
……

为了给村民们打通出山路、致

缅甸《今日民主报》高级记者

新时代的中国电建，为推动全球化经

“希望中国电建在参与‘一带

富路、幸福路，整个南欧江梯级电

丁埃埃庞则对同事说，在我们缅甸很

济更好发展，奉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

一路’建设过程中，尤其是湄公河沿

站，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美元，总计

多山区的百姓，生活的条件也非常艰

项目营地品味

成果属于世界的“中国方案”。

线国家，有更多的项目落地生根，开

为村民们新修改扩建了500多公里道

苦，中国电建针对移民搬迁的一系列

“中国故事”

路，一连串的数字，让拉萨蓬·空萨

做法，很值得在我们缅甸水电开发建

万和他的同事们倍感惊讶和欣慰。

设过程中加以推广。

作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法人主

花结果，造福两岸的人民，那么我

体的电建海投公司，成立6年来，认

们的报道范围就能更大、更广了！”

离开惠娄村，记者团驱车前往

真贯彻落实集团部署，制订并发布

步廷·占塔翁说出了记者们的心声。

一级电站项目营地，到工程建设的大

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落实“五大

虽然时间短暂，但友谊却已结

后方一探究竟。

坚持”理念，打造四大重要平台，建

下。夜幕降临，各国媒体记者纷纷双

转过一个山头，在一片青山绿

一旁的村民代表艾力克主动向

水间，红瓦白墙、风格温馨的别墅式

记者们“坦白”，自己不光是这里村

的惠娄移民新村呈现在记者们面前，

民，还是南欧江项目公司的一名员工。

一级电站项目营地映衬在苍翠

设六种核心能力，培育三型“海投文

手合十，面带微笑，并用中文“谢

大家纷纷拿出相机拍照。

四年前，做酒店服务员的艾力克与中国

“虽然移民新村很漂亮，但你们
离田地是不是更远了？你们以何以为
生呢？”有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的青山之中，办公楼、餐厅、宿舍

化”，一批国际影响大、产业带动强

谢”“再见”，向南欧江梯级电站的

电建结缘，人生从此开挂，换了房，买

楼、篮球场、羽毛球馆错落有致，与

的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中国建设者们祝福、告别，期待着下

了车，还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大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

今年年初，他还作为优秀外籍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电建海投公司虽然年轻，但

次相会重逢。

身上的肩负的责任并不轻松。在集团

湄公河畔，占芭花香，中国电

“这也曾是我们的顾虑。但电

代表，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

在场的老挝记者笑着说，这么

国际业务优先发展的战略引领下，努

建正以一盏盏温暖的灯火，点亮了湄

建海投公司帮我们修建了4公里的机

到中国首都北京参加电建海投公司的

漂亮优越的办公生活条件，怪不得那

力打造中国电建调结构、促转型、产

公河两岸人们幸福的生活……

耕路，还启动了‘生计恢复’工程，

年度工作会议，接受表彰，度过了人

么多老挝年轻人都喜欢到中国电建这

业链价值链一体化和国际业务优先发

从万象请来了专家，教授科学种植药

生中最难忘的一周时光。

里来工作。

展的重要引擎、载体与运作平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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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举办第二届管理创新工作会议暨表彰大会

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设备管理及检修技改工作会

的创新潜力、释放创新活力、激发创

2018年9月4日至5日，电建海投

设备全寿命周期的成本，整体提高项

新动力。着力提升员工的创新能力，

公司2018年度运营项目设备管理及检

目公司及运维单位的人员素质和设备

培养创新思维，要在学习和实践上多

修技改工作会在昆明召开。公司总经

管理水平。二是为确保设备管理工作

下功夫，注重充好“两张卡”，一是

理杜春国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公

的连续性，设备管理工作应在设备采

知识的“储存卡”，只有多读书、多

司副总经理俞祥荣、张奋来、蔡斌，

购及运营筹备期提前介入，深入了解

学习，才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才

高级顾问付元初，公司咨询曹跃生，

设备状况及安装调试情况，为后期运

能厚积薄发，将知识转化为能力；二

公司相关部门、各运营项目公司主要

营期设备管理奠定基础。要依托水、

是充好实践的“加油卡”，纸上得来

生产负责人及昆明公司相关人员参加

火电技术监督委员会，发挥成功的经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深入

了会议。

验，组织现有专业人员系统有序地开

实践创新才能更接地气。要通过组织

会议首先由运营管理部做设备管

展各项专业工作，研究解决生产运营

2018年6月15日，电建海投公司

管理实践，打造具有海投特色的管理

管理创新论文大赛、课题研究等形

理及检修技改工作报告，明确了此次

中的重大安全及技术难题，为项目公

召开第二届管理创新工作会议暨表彰

优势，努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

式，激发全员创新潜能和创新活力，

会议的主要任务，并就下一步设备管

司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三是要加强

大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

革、动力变革，形成推动企业高质量

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

理工作提出了要求，确立了今后设备

和国内外先进运营公司的对标学习，

出席会议并讲话，公司副总经理俞祥

发展的强劲动力。

新，形成持续竞争优势，成为企业高

管理的目标。随后各项目公司分别汇

要对公司的设备管理制度、体系进行

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公司总

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公司各级领导

报了2018年设备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

系统的梳理和优化。四是要充分发挥

公司领导及部门负责人50余人参加大

结提炼了包括“海纳百川，投创未

要带头树立创新思维，带头支持和参

2019年检修技改计划，并就提出的问

“两位一体”的组织管控体系，切实

会，海外各子公司以视频连线形式参

来”“天道酬勤，行稳致远”“专业

与管理创新，调动每个员工的创新积

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发挥运维单位的优势和积极性，共同

加会议。会议由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的人做专业的事”“风险管控永远是

极性，汇众智、聚众力，形成推动公

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主持。

第一位的”“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

司发展的强劲动力。

荣、张奋来、钟海祥、徐庆元等在京

杜春国对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效给

做好设备管理。

与了充分肯定，对各项目公司工作汇

付元初就运营项目的设备管理工

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推动公司

大能力”等12条海投语录。这是公司

会上，俞祥荣通报了公司荣获国

报进行了一一点评，并结合各项目公

作、检修技改情况等事项作出了重要

高质量发展。盛玉明对近年来公司管

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管

家及行业级管理创新成果论文获奖情

司的实际情况对今后的设备管理工作

的技术指导，并分别对各项目公司的

理创新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理思想和优良品质，反应了公司上下

况。2017年，公司先后荣获20项国家及

作出了重要指示。一是要充分认识公

设备管理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指示。

定。几年来，公司牢固树立“创新、

对海外投资业务实践的共同认知，揭

行业级管理创新奖，其中一等奖10项、

司设备管理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设备管理是运营管理工作中最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示了海外投资建设运营的规律认识，

二等奖8项、三等奖2项，《依托集团全

认识到海外项目的特点，要充分考虑

基础的一个环节，事关设备的完好

念，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已成为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方法论。

产业链优势的海外电力项目“投建运一

率，事关投资的收益率，事关电力生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参与

在管理创新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一套

体化”管理》被评为国家级企业管理现

产的安全性。随着第二届设备管理工

“一带一路”建设，以创新提升企业

创新、复盘、对标体系，以管理创新推

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作会的顺利召开，公司对设备管理工

的竞争力。公司创新“五大坚持”管

进学习型、创新型组织建设。

陈诚

田赋珺

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项目公司

理理念，创新“铁三角”管理模式，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和职能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

创新以投资为引领的“投建运一体

谋未来。盛玉明要求，要围绕公司战

精神，总结交流设备管理工作经验，

化”发展模式，创新“四位一体”建

略目标，将“五大坚持”全面贯彻到

强化设备管理意识，规范设备管理流

设管理组织管控模式和“两位一体”

各项工作中去，以创新谋发展。要继

程，提升设备管理效能，为公司电力

运营管理组织管控模式，大力倡导创

续健全完善管理创新机制，以组织的

生产管理水平做出新的贡献。

新精神，激发创新思维，建立创新机

手段推进管理创新工作，营造良好的

制，将新方法、新手段、新模式融入

创新环境，最大限度地挖掘基层员工

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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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站 一个村 一群人

实时掌握南俄5生产经营状态、机组

工程建设期，电建人在寻找砂

告诉记者：“我们来到老挝投资建

出力和工况，成为电建海投公司上

石场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近乎原

设电站，并且亲眼目睹了当地山民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侧记

线运行的第一个生产管理系统，也

始的村落。从此，南俄5水电站和这

的艰苦生存条件之后，主动履行企

是公司第一个独立部署在海外项目

个村庄结下了不解之缘。

业社会责任的心情就特别迫切，经

刘向晨

杜菲

部的信息化系统，真正实现了“养
在深闺有人知”。
在此基础上，南俄5项目公司还

为了村民能走出大山，电建人

过几年的努力，南汀村以及周边的

首先为其架设了一座桥梁，开辟了

几个村寨都慢慢富裕起来，也让我

40公里山路，直通老挝7号公路。

们特别高兴。”

“走出去”，先后到南欧江梯级水电

路通了，为村里打开了山外的

正是因为修了路、通了电、建

站、南俄1水电站、南滕2水电站、南

世界。山外开始有人能进来收山货和

起了学校、诊所、沼气池和引水系

立1-2水电站开展业务对标活动，以

农产品，村民们做起了生意，村里很

统，让这里的“生活配套”远近闻

全环节、全岗位对标、创标，“两位

快便有了第一辆摩托车和拖拉机。这

名，散居在周围山里的民众陆续聚

一体”电力生产管控组织模式运行一

两年，动力更足、拉货更多的小货车

集到这里。几年的时间里，人口数

年多来，持续优化，日臻成熟，确保

也渐渐多了起来，山里的新鲜农产品

量翻了三番，南汀村也成了周边最

了电站安全足额发电。

被源源不断的运往川矿省。

富裕的村庄。

在今年的电力生产经营工作

南俄5水电站发出的电，让这里

现在的南汀村，更像是一个

会上，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国

的夜晚第一次点亮了灯光，人们还

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南俄

在谈到老挝电力市场营销时指出，

买了卫星接收器和电视机，山里的

河绕村而过，村边的山坡上，菠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市场、创

老人和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

萝、玉米等农作长势喜人，一条平

造需求，建立跨界思维，立体化推

目，见到山外世界的模样。

整的村道两侧，很多人家正在“大

进，实现远可送、近可用。

现在，南俄5项目公司办公室主

兴土木”，将茅草和木板搭建的房

围绕着能发电、能上网、能回

任余嘉宏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都

子，翻盖成上下两层色彩绚丽的砖

截至2018年10月21日0时，南俄

嶂，峰回路转，其中58公里的进场

给这人迹罕至的大山增添了现代的

款的目标，面对老挝竞争日益激烈

会驱车来到南汀村。因为，项目公

瓦房。孩子们在宽敞的教室里，认

5水电站2018年发电量达到41045.3

路，尤为颠簸险峻，坚守在南俄5的

气息。

的电力市场，南俄5项目公司采用全

司为村里修建了漂亮的小学，建立

真学习，大声朗读，老人们悠闲地

万千瓦时，提前完成41000万千瓦时

电建人把这里叫做“仙霞岭”，戏

更富现代气息的是这里的运

员参与、分层营销的方式，与老挝

了器械药品齐全的村诊所和三间村

看着电视，年轻人已将山货装满车

的年度发电计划。

称是一个“进来就不想出去，出去

行管理。自2012年12月投产发电以

国家电力公司等，全方位、立体化

民会议室，项目公司定期会给孩子

厢，牟足了劲，向山外开去……

就不想进来”的地方。

来，南俄5项目公司就着手进行制度

开展电力营销，确保电量输出的同

送去学习和生活用品，组织川矿省

日子有滋有味，友谊地久天

后，这座位于老挝北部大山深处的

十年前，中国电建人在这里开

修编，目前已精心汇编了1763项标

时，售电款得到及时回款，每年超

医院医生给村民们查体，余嘉宏还

长，幸福挂在每个人的脸上，欢乐

水电站，是怎样的一座电站，它给

山拓路，沿着这条“生命通道”，建

准文件，成为首家通过中国电力安

额完成海投公司下达的年度电力营

会第一时间把工资送到4位驻村医生

飘荡在南汀村的上空。

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负责运

成了南俄5水电站。去年，这座稳健

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现场评审的中资

销目标。

和老师的手里。

营管理的又是怎样的一群人？

运行的水电站，喜获小金人——中国

境外水力发电企业。

在达到这一里程碑式指标的背

带着些许疑问与期待，记者从
老挝首都万象出发，驱车前往南俄5
水电站，一探究竟。

一座站，
大山里的现代化

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

南俄5项目公司副总经理田少强

不仅于此，从2015年开始，南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曾

俄5项目公司开展了生产管理系统规

一个村，

评价说，南俄5水电站作为中国电建

划建设，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已分

嬗变总在悄然间

在老挝的第一个BOT水电站，它的成

别于2016年4月和2017年7月上线运

功开发建设，为中国电建开拓老挝

行，共设有20多项管理模块，打造

“我们村六年之前还只有40

市场，赢得南欧江整条流域开发建

出规范化、标准化、无纸化（或少

多户200多人，但现在已有200多户

设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纸化）工作管理平台，实现及时、

1000多人了！”在普坤县大山深处

准确、完整、规范地管理电厂生产

的南汀村，村长通潘说起村里的变

活动各类信息。

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傍晚6点，迎着落日彩霞，我们
早上8点，车出万象，沿着老

进入了南俄5水电站项目营地。富有

挝13号公路向南俄5水电站所在的琅

老挝特色的办公楼、员工之家和餐

采用JAVA EE(J2EE)架构，基于

这里是离南俄5水电站最近的一

勃拉邦省普坤县进发。一路群山叠

厅，配套齐全的篮球场、活动室，

ORACLE关系数据，可以让北京总部

个村子，距离20公里，车程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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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丰富多彩，让坚守的岁月
多了一抹亮色。
三年前，一名新华社记者，也

高山之国的丝路典范
——记中资企业在尼泊尔投建的首个水电站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曾驱车9个多小时来到这里，向外
界讲述南俄5水电站中国运营团队

邱清

李鹏飞

的故事。在文章结尾处，他深情地
写道：“转头突然发现不远处静谧
山谷的天空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彩
虹……”
是的，静谧山谷是他们的工作
环境，为老挝人员创造五彩斑斓的
“多了一度电少了几分眠。”是
一群人，
于无声处献芳华

南俄5水电站一线员工的真实写照。
负责大坝监测工作的李天民师
傅，一只老挝当地的小白狗，陪伴他

群山环绕，寂静空旷，富含

在大坝上坚守了五个春秋。他告诉记

的氧离子，很容易让久居都市的城

者，他的儿子也在老挝，参与中老铁

里人“醉氧”。这里是令人向往的

路的建设，但山川阻隔，爷俩从未在

“仙境”，但如果让你在这里一直

老挝见过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里回

待下去，半年才出一次山，没有亲

国休假，才能“偶遇”。

人陪伴，少有外人来访，很多人会

没有亲身体会，很难想象大

望而却步。但南俄5水电站的30多名

山深处的孤寂。就连很多老挝本地

中国电建人耐得住这份寂寞，守得

人，干上两三月也纷纷离职了。或

住这份职责。

许，对别人来说是无法想象和忍

这里每天云雾缭绕，除了鸟鸣
山涧、雨打芭蕉，再无其他嘈杂的
声响。正是这份安静，让有定力的
人，去完成一件件了不起的事情。

受，但在他们看来却是习以为常，
理所当然。
下班以后，安全专员宁海龙喜
欢看足球、打篮球、听听歌，想想

为了消除尾水冷却器漏水缺

远在四川绵阳的妻子和儿子。宁海

陷，利用停机间隙，生产技术部主

龙坦言，跟在城里工作的大学同学

任王红和同事们，钻进阴冷潮湿的

通电话时，他也羡慕过他们能经常

安尾水隧洞内，前后奋战了30多

出入大商场，能穿着体面的西装、

天，为其改头换面，装甲护身，彻

皮鞋，能每天都与妻儿厮守。“但

底消除隐患，还获得了全国电力行

我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们的业

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奖一等奖。

余生活是比我好，但在南俄5，是人

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协

生的另一种独特经历。”

调员莫永祥每个月都会带着三名老

其实，用宁海龙的话说，项目

方员工，带上砍刀、背上背篮、绑

营地里也蛮温馨。这里有放养的狗

紧裤腿、备好雨衣，步行20多公里

狗、猫咪、小鸡和大鹅，有自己开

去巡线，时刻面对路上不时出没的

辟的菜园，营地里种植的芭蕉和木

蚊虫、蚂蟥和毒蛇。

瓜，常常吃不了，这一切让冗长的

彩虹般的生活，是他们的事业。
岁月，伴着南俄河默默流淌，
芳华，于无声处静静绽放。
价值多元，选择也多元，但
总有些选择会让人肃然起敬。比如
那些遵从自己内心，坚守在异国他
乡、生产一线的电建人，他们让自

2018年7月6日，股份公司2017
年度发电企业运营指标优秀管理单

远、险、难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
步，哪怕身处深山，心中永驻光
明，为‘一带一路’增光添彩。”
已扎根老挝20多年的南俄5项目公司
总经理李明感慨地说。
以大山为伴，大山无言；与
碧水为邻，碧水荡漾。它见证了，
中国电建人在这片土地上洒下的汗
水，它映照出，老挝人民的在光明
中绽放出的每一张笑脸……

循、规范运营，另一方面为建立稳

公司榜上有名。项目公司运营的上

装机容量的上马相迪A水电站不算

马相迪A水电站是中资企业在尼泊尔

大，但却占到尼泊尔水电站总装机

电站厂房生产车间墙上的醒目

投建的首个水电站，2017年是该项

容量的5.72%，电站3.35亿千瓦时的

位置，悬挂着值班员、主值班员、运

目进入商业运营期的第一年。

年发电量是尼泊尔年度总发电量的

行值长、ON-CALL值长岗位职责，以

9.23%。

及“两票三制”执行流程和管理制

这个地处尼泊尔深山里的电
站，正在用标准化生产、精细化管

“对运营期的电站，我们提出

理，为尼泊尔电力能源提供稳定输

了‘安全、稳定、长期、连续’的

出，铸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尼

电力生产管理目标”，电建海投公

合作的典范。

司董事长盛玉明介绍道。

定、长期、连续的运营期标准体系
奠定了基础。

度。文件柜里，记录工作人员操作情
况的文件整齐摆放，清晰归类。
运维团队运维部主任王伟刚结
束值班，正在整理这一班的操作文

为实现上述目标，项目公司早

件。他介绍说，“咱们项目在标准

在2015年8月就成立了运营筹备组，

建立之初就以国家标准为基础，并

投产元年

开展电站生产准备工作。2017年初

结合电站实际加以完善，从而最大

稳定运营初显成效

项目进入商业运行，电站的标准化

程度提高了标准的适用性和员工的

生产即刻步入正轨。

易操作性。”

“公司把这份工作交给我们，
我们就要责无旁贷要把它干好。

源严重匮乏。
与国内许多电站相比，50MW

深入属地国情，体察民众期盼；他
人的光辉。

了建管交接过渡期生产工作有章可

位评选揭晓，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

己学以致用，价值得以释放；他们
们在艰苦环境磨练意志，散发着动

风淳朴，但燃油、燃气、电力等能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

标准化是电站安全、持续、

为了做好设备的精益管理，项

麓，被称为“高山之国”，与中国

高效生产的重要保障。上马相迪项

目公司提出了变被动为主动的设备

西南边境接壤。这里风光迤逦，民

目公司的标准化工作，一方面促进

维护原则，制定《设备完好率指标

D

EXAMPLE

奖励实施细则》，定期召开评价会

COVERAGE

商务合同等部门核心人员。领导班

实施过程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

议，重点关注设备完好率、消缺率

在2018年工作会上，公司总经

子做好与尼泊尔电力局的对接，特

注民生，造福百姓。工程建设高峰

等指标，特别在强化保养深度和频

理杜春国提出，在“两位一体”实

别是与电力局领导和关键部门的沟

期，员工属地化比例高达70%，多

次上下功夫。

的联合管控。

施过程中，各发电公司要根据公司

通。生产技术部仔细核对运维团队

年来累计实施修建爱心桥、捐建寺

在项目公司与运维单位共同努

统一的管控模式要求，结合本单位

的电力生产数据，财务部依照合同

庙、修缮道路、建设蔬菜大棚等近

力下，电站设备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运维工作实际，量身定做本单位的

计算电费，商务合同部负责与电力

百项社会责任项目，仅2017年就完

设备完好率一直维持在95%以上。

管控体系。

局做好日常沟通和对接。一笔电费

成28项，完成金额13万美元。

精益管理为项目运营带来

按照上述要求，项目公司与

开门红。2017年，电站累计发电

水电十一局运维团队制定了契合项

为了给电量能“送出”、电费

活。在项目营地到大坝6公里的路

3.7658亿千瓦时，完成全年计划

目实际的落地方案，将运营指标考

能“回收”创造良好环境，项目公

途沿线，布满了当地居民的房屋。

的138.31%，电费回收任务完成

核纳入运维单位的年度考核，将目

司高度重视风险防控，其中汛期风

167.73%，电站机组年利用小时高达

标、标准、任务、流程细分，充分

险是重中之重。

7530小时。

调动运维员工的积极性，确保电力

2018年的汛期比去年来得晚，

生产工作安全、稳定、持续、高

但水势更猛。6月22日，项目公司进

除了防水，还要防沙。

效，并持续做好电力营销、电费回

行了此次汛期首次防汛实战演练。

7月21日下午2点，电站响亮的

收等重点工作。

演练模拟了电站进入防洪模式时，

警报声响起。在汛期，电站会根据

泄洪抢险和防止水淹厂房投入临时

库区泥沙淤积和漂浮物情况进行排

两位一体
重点工作扎实推进

电费回收首先要立足所在国

留住青山绿水，开启美好生

从产生到回收，形成了完美闭合。

电站的建设一方面直接带动当地用
旦发现洪水信息，便通过网上平台

精神，我们共同应对。”

第一时间发布。

别实情。项目公司针对尼泊尔国

潜水泵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并把

沙，以减少泥沙对设备的磨损。这

为了在项目运营阶段推动“小

情，大量收集分析电力市场和政策

防汛预警、应急响应、现场处置作

声警报是在放水前给下游预警。

业主、大服务”管理思想更好落

信息，定期与当地电力局召开协调

为演练的重点。

工，一方面修路架桥促进了附近旅
游业发展。因此，居民们就在电站
旁安居乐业，经营着小卖部、小旅

合作典范
中尼友谊共谱华章

社等，和电站成了好邻居。
电站不仅受到民众欢迎，还多
次受到尼泊尔政府表彰。2017年7月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

17日，尼泊尔国家电力开发署颁发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

奖状，表彰上马相迪A水电站为缓解
尼泊尔电力紧张做出的贡献。

闸门打开，河水滚滚涌出。在

自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共数“一
带一路”建设四年来的成果。就在

尼泊尔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哈

地，电建海投公司依托中国电建全

会议，及时解决购售电过程中的问

针对当地交通和通讯基础较差

此之前，项目公司已经按照规定程

产业链优势提出了 “两位一体”组

题，一来二往，与当地电力局建立

的情况，项目公司引入技术手段提

序做好了向当地电力局的停产报备

两天前，中国和尼泊尔政府签署

拉在视察项目建设时，曾赞扬项目

织管控模式，以委托运维合同为基

了良好互信关系。

高管控效果，上游三亚格水位站水

等工作。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尼泊尔

是尼泊尔历史上施工速度最快的一

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个电站，创造了多项第一，成为了

础，按照权责明确、奖惩分明的原
则，建立业主单位与委托运维单位

项目公司的电力营销由领导班

情信息可自动发送至防汛值班人员

重点任务一项项突破，各种

子牵头，涵盖了生产技术、财务、

手机，水情预测或运行值班人员一

困难一个个解决。上马相迪项目扎

此时，上马相迪项目正在进行

实地在“一带一路”上为“高山之

建运交接的最后冲刺。合作备忘录

在“一带一路”的第五年，全

国”提供稳定的电力输出，极大满

的签署，让项目上的尼方员工非常

世界的关注逐渐从倡议如何落地转变

足了首都加德满都和第二大城市博

振奋。

为倡议如何结果。正是凭借着电建人

克拉的用电需求。

尼泊尔的标杆项目。

与中国电建（中国水电）结缘

的专业和敬业，上马相迪项目正一点

7月底，项目公司召开2018年

十多年的尼泊尔籍员工希苏巴，现在

点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构想编

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会前，项

已经是项目公司管理层的员工。2013

织成这高山上的累累硕果。

目公司总经理晏洪伟正认真梳理

年，他放弃了其他项目的高薪挽留，

上马相迪A水电站这 座 中 国 电

着电站的表现：发电量、上网电

加入上马相迪项目，可以参与家乡的

建旗下产业链一体化投建的项目，

量、电费收入已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建设并且更好地照顾家庭，这在希苏

正踏实地经营着每一滴水、每一度

59.25%、60.65%、55.62%！

巴看来比高薪更重要。

电，用标准化生产、精细化管理、

拥有丰富海外项目经历的晏

在这里工作的六年时间，希苏

动态化管控为尼泊尔提供稳定的电

洪伟知道，守住成绩亦是难事。

巴亲眼见证了中国电建为当地社会

力输出，用一批批电建人的勤劳和

他在会上用洪亮的声音对团队

经济和民生发展所做的贡献。因此

坚守，谱写“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说：“下半年我们仍然面临电网

他坚信，“一带一路”将为他的国

尼友谊新篇章。

安全、汛期高水位运行、电力营

家、他的同胞带来更多。

销压力增大等问题，请大家打起

从建设到运营，项目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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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发展筑牢人才之基

投专属的核心业务课程体系。每名

——电建海投公司实施“一石三柱”人才培训体系纪实

20场以上业务培训，使其在公司的

新员工在职业生涯初期，平均参加
业务流程中高速运转起来。

卢吉波 陈萍 刘向晨

与新员工不同的是，已入职五
年的彭朝鑫，正在为考取高级注册会
连续三年在中国电建年度科

计师而忙碌。因为工作年限和岗位需

技进步考核中位列电力投资类第一

求，彭朝鑫符合公司职（执）业资

名；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国家级

专业大咖来授课，

格目录明细要求，由公司出资负责其

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全国财税知

内训基础筑得牢

培训和考试费用。在海投，针对主管
以上骨干员工，由公司创造条件，解

识竞赛金奖等一批颇有影响力的

决后顾之忧，实施职（执）业资格培

奖项收入囊中；中国十大资本运

“‘五大坚持’‘海投语

营CFO人物李铮、首届央企楷模蔡

录’，公司这些管理理念和企业文

课程，满满当当、全是干货，这些

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法律风险、

训，涌现出了一大批学霸和考证达

斌、中国电建十大杰出青年何时有

化，让我坚信，这里将是我青春奋

业内大咖的授课，比北京的三伏天

投资实务等课程门类。

人，N证在手已成为普遍现象，专业

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不断涌现……一

斗的舞台……”在自己的入职培训

都火热……”

名师用心，方出高徒。在做好

持证上岗率达到100% 。

选拔机制的同时，公司建立了内训

不是每位员工都能当领导，

路快马加鞭，一路砥砺奋进，电建

结业论文上，美国纽约理工大学硕

然而，李昱树或许并不知道，

海投公司在各条战线上实现着跃升

士研究生李昱树，写下了这样的一

为了给新员工上好这入职“第一

师激励体质，不论是初级、中级、

但每位员工都必须具备领导力。海

和领先。

段话。

课”，公司领导和部门负责人都是

高级乃至荣誉级内训师，都必须经

外投资作为产业链的上游，需要与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成立

让李昱树发出如此感慨的是

做了充分的准备，有着一套严谨的

过参培人员对其授课态度、授课

国家部委、国外政府以及系统内外

六年来，电建海投公司聚天下英才

入职半个多月来的经历。“入职

备课程序。因为，他们都是电建海

内容及授课水平等方面的满意度评

产业链相关方的对接和联系，领导

而用之，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

后，我和26名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

投公司内训师队伍中的一员。

价，并邀请内外部专家团队参与培

力是公司中层和后备干部不可或缺

风，倡导“专业人的人做专业的

的‘小伙伴’们，首先被拉到北京

把人才作为支撑企业发展的第

训课件评比，最终评选出年度“优

的。为此，公司与德鲁克、卡内基

事”理念，不断打造以内部培训为

北郊的‘凤凰岭’拓展，欢笑伴着

一资源，一直被电建海投公司奉为圭

秀内训师”给予奖励。

等专业培训机构合作，通过卓有成

基石，以专项业务培训、职（执）

汗水，很快让大家伙都凝成了一股

臬。随着海外投资业务的快速发展，

业资格培训、领导力培训为支柱的

绳。接下来的‘集中授课’则更加

如何才能让员工快速成长起来？

“一石三柱”人才培养机制，呈现

‘紧张刺激’，盛玉明董事长、杜

培训是条捷径。外部培训固然

出人才成长与公司发展同频共振的

春国总经理等公司领导以及各部门

很重要，但却很难提供针对性、能

华美乐章。

负责人亲自给我们授课，总共15堂

上手的业务培训。

效的管理者、情境领导力培训、卡
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等专业课程学
三大支柱全周期，

习，开拓眼界，吐故纳新，在碰撞

总有一款适合你

交流中提升自我，有针对性的提高
其理论修养和管理素养。

那就让海投“最优秀的人去

已入职海投公司一年多的时鹏

目前，按照员工从业务员到公

培养出更优秀的人”，公司党委书

程，刚刚参加了一场让自己受益匪

司领导的六个不同职业阶段，针对

记、董事长盛玉明深谙人才培养之

浅的“经验分享座谈会”。

不同序列、不同发展阶段的培训需

道。遵循这一培训理念，电建海投

座谈会每季度组织一次，由公

求，电建海投公司已建立了专项业

公司将“内部培训”作为人才培养

司领导主持，两名工作业绩优异的青

务培训、职（执）业资格培训和领

的基石。

年员工作主题发言后，入职三年以内

导力培训三大培训支柱，实现了对

为了打牢这一基石，公司深挖

的新员工，分享自己入职以来的感

员工职业生涯全周期的培训管理体

内部人力资本潜力，着力打造高素质

受、感想和感悟，公司领导对每名新

系，助推员工顺利跨越每个职业生

内训师师资队伍。每名内训师都要符

员工发展状况进行逐一点评。

涯阶段。

合严格的入选条件，且经过现场培

像李昱树、时鹏程这样入职的

“只要加入了海投团队，不

训讲课考察，方能选拔审核通过。目

新员工，既有集中授课、经验分享

论从事何种岗位，处于什么级别，

前，这支队伍已壮大到50多人，涵盖

座谈会等使其快速融入团队，又有

公司的培训‘套餐服务’，总有一

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外事管理、人

针对各岗位、各专业序列建立的海

款适合你，想不优秀都不行。”仅

D

EXAMPLE

COVERAGE

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营地

2018年上半年，公司已组织各类培

的平台……

的“六大核心能力”，在推动海外

果先后在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全国

有温度才有魅力，一个温暖的

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参与

电力行业企业管理及股份公司“管理

公司才是人才期冀的家。这一切，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断释

提升活动”等评比中屡获殊荣。

让电建海投公司正成为高层次人才

放的人才“红利”成为筑牢公司跨

释放人才红利，

的热土，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知名

越式发展的基石。

助力公司发展

高校和行业精英的加盟。目前，

人尽其才，百事俱举。公爱其

考五个环节，不拘一格选贤任能，

海投总部员工博士生已占4%，硕士

才，人才辈出。员工的快速成才成

不断增强公司‘造血功能’，为公

“公司的培训，从来不是搞花

占58.8%，中高级职称占60.5%，平

为公司发展的不竭动力，企业的发

司发展筑牢人才之基。”盛玉明对

架子，而是实打实的重锤。”这是

均年龄36.3岁，形成了一支结构合

展壮大又为员工提供更多更高的展

人才培养寄予厚望。

每名海投员工参加了各类培训后的

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员工队伍。

示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并对个人能

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人才犹如燧石，激发力度越

力提出个更高要求，从而实现了员

让优秀的人更加优秀。投身“一带

训83项，参培达1053人次。

共同感受。

“坚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
着眼长远发展战略，统筹引培用交

立足海外人才培养现实需求、

大，放射出的火花就越闪亮。六年

工成长与公司发展相辅相成的良性

一路”建设，实现自身价值和公司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一石三柱”

来，海外专业人才的快速成长和不

循环。据悉，电建海投公司已有40

发展相统一，正激励着电建海投公

培训体系力求做到培训理念定位

断涌现，使得人才优先发展的引领

名员工从普通岗位走上中层干部和

司的广大干部员工努力奋斗，不断

准确、目标明确清晰、内容系统

作用不断凸显，逐步形成公司在投

子公司领导班子岗位。

超越！

扎实、实施精准有效、组织保障完

资开发、项目融资、建设管理、运

六年来，公司“一石三柱”人

备，真正让培训成为人才展翅跃马

营管理、资源整合和风险管控方面

才培训体系日臻完善成熟，其创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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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幸福

李娜：
被中国电建
“实力圈粉”
的印尼小妹

李海

阿文骑着新摩托车经过哈撒肥村
村口的时候，正好遇见村花阿婉。

里看得到希望，阿文的脸上经常写满

俨然成了一个多面手。阿文的表现得

愁苦。

到了中方领导及员工的认可，一年

谭毅

魏文刚

阿文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摩托车，

阿文和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也

后，单位给阿文加了薪，而且通过阿

痴痴地看着阿婉笑，阿婉的脸上飞起

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阿文也有自己

文的介绍，妹妹也在这里找到了一份

2018年8月20日午休期间，南纬3

两片红霞。阿文鼓足勇气对阿婉说：

的心仪对象，那就是村花阿婉。尽管

保洁的工作。一个家庭竟然有两个人

度的太阳直直地照耀着印度尼西亚明

“阿婉，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

阿文自认为长得蛮帅，可想想自己的

找到了工作，这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

古鲁燃煤电站建设现场，人们纷纷躲

今年27岁的李娜毕业于印尼明

好吗？” 阿婉没有回答，娇嗔地瞪

家境，阿文还是望而却步了。阿文眼

轰动，要知道，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对

进室内小憩，只有李娜和同事们还在

古鲁大学英语专业，大学期间曾以交

了阿文一眼就羞羞地低下了头。阿文

巴巴地看着村里的小伙子们向阿婉发

于当地人来说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忙着布置会议室——一场重要的会议

换生身份前往泰国某著名大学学习，

趁热打铁地说道：“阿婉，明天是星

动爱情攻势，听着他们欢快的笑声，

即将在下午召开。

学业上堪称优秀。对POWERCHINA，

期天，我骑摩托车带你去县城玩好

阿文感受到了深深的落寞和怅然。

苦尽甘来，阿文家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说来也怪，或许是燃起的希望

的一个缩影。

李娜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印尼小

李娜可谓“一听钟情”。因为明古

妹，英文名Lena，个儿不高，身材也

鲁项目在当地的广泛影响力，她早

单薄，但浓密的眉毛下的那双炯炯有

就萌生了到发电公司工作的想法。

神的大眼睛闪烁着干练和智慧的光

“POWERCHINA 是国际大品牌，明古鲁

彩，是被POWERCHINA“实力圈粉”的

项目是明古鲁省的标志性工程，要是

一枚“小迷妹”，现在明古鲁发电公

能进这样的公司，不仅能找到更大的

的小伙，村里开始有女孩向他送秋波

司综合管理部负责公务接待、物资采

人生舞台，也可以为家乡发展做更多

购及外部关系维护等工作。

贡献。”虽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

驱走了病痛，母亲的身体也比以前好

吗？”阿婉点了点头， 阿文兴奋得

终于有一天，村子邻近的南欧江

不得了，暗恋许久的女神终于向他敞

畔响起了隆隆的机械轰鸣声，一条路

开了心扉。

竟鬼斧神工、不知不觉从五十多公里

日子宽裕了，阿文在村里第一

时光退回到两年前，那时的哈

外的县城修了进来。村长兴奋地告诉

个买了摩托车，这要是放在两年前真

撒肥村和老挝其他地方的许多山村一

大家，中国公司要来这里建电站了。

是连想都不敢想啊！骑着摩托车的阿

样，偏僻、闭塞、贫穷。

什么是电站？村民们头脑里没有概

文酷劲十足，阿文成了村里最有出息

念，他们只知道那玩意建成后能给他

而阿文家的日子过得比村里其他

丝”，也是明古鲁项目众多“迷妹”

了许多。

人还要窘迫。父亲几年前上山伐木摔

们带来光明。村民们远远地望着许多

了，可阿文的心里只有阿婉，阿文坚

断了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从此

钢铁做成的大家伙在开山运土，夹在

信，阿婉是自己的菜。

不能干活，仅勉强能够自理。母亲体

人群中的阿文一脸的兴奋与好奇。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是中

在市区一家酒店做客服，但对中国电

水到渠成，爱情说来就来了，在

国电建在印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

建却一直“心向往之”。明古鲁项目

弱多病，干农活基本也伸不上手。兄

没过几天，村长又通知村民，中

阿文的热烈追求下，阿婉真的和阿文

是印尼明古鲁省目前最大在建投资项

启动后，她在与发电公司人员的一次

弟姐妹四个，大姐因为嫌村里穷而索

国公司要来村里招工了，要大家踊跃

好上了，村里人都说，阿文和阿婉是

目。项目一上马，就立刻开启了“圈

公务接待中相识，对“POWERCHINA”

性嫁到了外地，妹妹中学毕业赋闲在

应聘。阿文第一个报了名，并幸运地

绝配。

粉模式”。项目开工仪式上，新华社

的爱慕也更深一层，其热情周到的服

家，弟弟年龄尚小还在上学。排行老

被业主单位招聘为司机。阿文非常珍

当阿文骑着摩托车载着阿婉行驶

印尼分社、印华日报、雅加达邮报等

务及一口流利的英语，也给发电公司

二的阿文无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尽

惜这份工作，他爱护车辆，工作兢兢

在哈撒肥村的时候，宛如一道移动的亮

众多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吸引了

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她开始

管阿文在父亲致残前就学会了开车并

业业。不开车的时候，阿文也会积极

丽风景，阿文帅气的脸上写满自豪，坐

来自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苏拉

在网络搜集有关“POWERCHINA”点点

考取了驾照， 但为了照顾家人，他

主动地做一些别的工作，并通过在工

在后面的阿婉笑靥如花，这甜蜜恩爱的

威西岛、爪哇岛等各路英豪纷纷加

滴滴的信息。经过一番了解后，她毅

还是放弃了外出工作的打算，只能守

作中与中方员工的接触和学习，掌握

一对正满怀憧憬地驶向幸福。

盟。目前，明古鲁项目当地员工已经

然辞职投奔明古鲁项目，成为明古鲁

着几亩薄田刀耕火种，这样的日子哪

了一些简单的机械、电气修理技术，

超过60%，不少当地员工已经走上了财

发电公司一名正式员工，从此加入了

务总监、人力资源经理等中高级管理

中国电建的战队。

岗位。李娜就是中国电建的“铁杆粉

如果说她对中国电建的爱慕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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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快乐。

大品牌的“高颜值”，而情感的进一

着李娜。自从加入明古鲁项目建设，

步走深则是因为中国电建的“实力担

她亲眼见证了项目日新月异的变化，

天道酬勤。2018年7月，在发电公

当”。在电建海投公司“四位一体”

也见证着电建人的勤奋与负责。“这

司召开的年中工作会上，李娜凭借优

组织管控模式下，项目建设一路凯

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化大公司，是我

秀的工作业绩，被发电公司授予“优

歌，主厂房出零米、钢结构吊装等重

梦寐以求的发展平台！”情定中国电

秀员工”称号，成为全体中印尼员工

大节点目标陆续实现，一座新地标在

建，李娜无怨无悔。

学习的榜样。李娜说，自从被中国电

我的印尼
华人兄弟
——“接森”

印度洋边迅速崛起，这让李娜切实感

李娜日常主要负责对外协调、

建“圈粉”加入明古鲁项目公司，不

受到了“中国速度”。另外，明古鲁

访客接待、会议筹备、物资采购等工

仅认识了一帮来自中国的好朋友，工

整体经济欠发达，当地就业形势不容

作。这类工作琐碎且繁杂，但又极其

作能力也提高了，而且待遇也比之前

乐观，作为当地最大在建投资项目，

重要，要求较高的细心、耐心和责任

提高了，能给家人更多零花钱，帮家

明古鲁电站一举为当地创造了近千人

心，而这恰好是李娜的长处。在预订

人支付网费、电话费等，而且还有了

次的工作机会，且薪酬最高能达到当

酒店时，她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吸烟

充足的钱还房贷。在项目公司工作，

地水平的1.5倍，切切实实造福了当

房间；采购排插时，她会问你是否一

李娜也体会到了深深的快乐。说到对

2017年8月14日，我带着两箱行李

的信赖，代表项目公司多次执行公司

地百姓。不仅如此，明古鲁项目还将

并采购转换插头；安排会议时，她会

中国最感兴趣的事情，李娜首推中国

和满腔的热忱，来到了印度尼西亚明

对外工作。一次次的任务让我们迅速

中国先 进 的 工 程 管 理 经 验 、 施 工 技

提前到场开空调、备茶水。这些细微

春节：“春节的时候大家一起放烟

古鲁项目常驻。那时的我没有想到，

成长，我们也在这些任务的执行过程

术带到当地，提升了当地人员施工技

的举动，既让李娜赢得了发电公司的

花，一起卡拉OK，一起出岛游玩，那

我会在这个南纬3°的异国小城，遇到

中，与PLN的各级领导建立了良好的

术水平，一定程度弥补了当地由于多

信赖，也颠覆了大家对当地员工的认

是最快乐的时光！”

亲如兄弟的朋友。

关系。

年缺乏大型建设项目而工程管理、施

知，因为在当地这样的外籍员工实属

工技术等匮乏的缺憾。此外，发电公

不多。

“印尼需要更多中国电建这样负

刘辰睿

Andrew

“我们去明古鲁要接森接机。”

责任的大公司，给印尼带来更多就业

我的兄弟叫Jason

Jusman，音译成汉语应该是杰森·安德

巨港PLN的朋友曾在某次检查前专门提

司还走进当地学校，广泛开展公益助

但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李娜还记

机会、发展机遇，真心希望印尼经济

鲁·游思曼。项目上大伙儿都用中式口

出这样的要求。

学等活动，这让李娜更加认识到中国

得刚来项目工作时，接到的第一个任

也像中国一样腾飞！”这，或许就是

音的英语亲切地称他为“接森”。

电建是中国企业“速度与激情”的代

务是制作会议室横幅。因为之前没有

她心中伟大的“印尼梦”。

别看接森有个标准的西方名字，

自己本职工作之余，还经常被委以翻

名词。

接触过，感觉比较吃力，但在中方同

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华人。他的先祖

译工作。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往来

中国电建真诚与当地共发展的

事的帮助下，最终还是顺利完成。这

来自福建，这也造成了他本人一个小

信函，各种需要标准英语的场合都会

理念与行动，一点点地感染着、感动

也让李娜体验到了技能提升、业务进

小的遗憾：只会说福建方言而不会说

看到接森工作的痕迹。

由于英语能力出色，接森在完成

普通话。大学毕业于新加坡的他从小

就在几天前，中方员工晚饭后加

就在国际学校读书，因此说得一口标

班开会，有一份印尼语文件让大家犯

准的美式英语。可能由于我们两个人

了愁。于是我们又一次呼叫接森“救

都有留学经历，我们便一见如故。

火”。当我微信联系接森的时候，他

接森比我早一个月入职明古鲁发
电公司，就职于商务合同部，而我就

本以为我只是找他闲聊，因此给我秒
回了一张他正在理发的“帅照”。

职于工程管理部。来自不同部门的我

我向他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帮

们经常一起“出任务”，也就是在印

忙将这个着急的文件翻译成英语，接

尼国内出差，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森二话不说马上答应。不一会儿接森

等相关合作方沟通。

便出现在中方员工驻地，带着满脖子

我们常常合作的事情还包括在项
目现场接待印尼相关部门领导。月度

的头发茬——原来他理完发来不及洗
头便匆匆赶来帮忙。

工程进度汇报会、150kV输电线路设计

这就是我的好兄弟接森一个最突

支持材料收集会、150kV输电线路设计

出的特点，以项目为重、工作为重，

图纸审批会……

无论是夜里还是周末，只要有自己能

初出茅庐的我们幸而得到领导

帮忙的急活、难活，接森总会毫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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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地冲过去。我想，这也是接森把我

豪。我想，这种眼神也一定曾出现在

们中方员工都当作自己人的表现。

他的祖祖辈辈的眼中，出现在闯荡四

接森曾多次跟我说，想让我休假

海的所有华人眼中。

老方的故事

在老挝水泥公司有这样一个人，在生活中，他是自己的舵手；在家
庭里，他是经济支柱；在工作中，他管理有方，一个人带领老挝籍职工
完成了近乎一个车间的工作量。他就是原料车间副主任老方。

回国的时候带他一起去中国，去看看

公司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有厚重历史的北京、祖先曾经生活的

议，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让很多项

福建、冰天雪地的东北，当然，还要

目所在国居民享受福利，同时也促进其

管理有“方”：

另外一个技能分不开，那就是精通老

大快朵颐他最喜欢的中餐。

认识、了解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而

深入开展属地化管理

挝语。

老方管理的是原料区域，面积

一样对老挝语一窍不通。但他在第一

几乎占了整个厂区的四分之一，这么

天了解了工作安排和人员配置后就意

大的区域若按照正常的四班三班倒至

识到了学习老挝语的重要性，于是从

少需要4名中国员工带班。但基于成

市场上买了一本带汉字注音的中老文

本和属地化考虑，老方的手下配备的

学习教材啃起了老挝语这块硬骨头。

都是老挝当地员工。为了带好这些

不到一年就能说一口地道的老挝语，

员工，他首先把工作根据特点细分，

但是他并不满足，又找来老挝小学生

哪些是容易出故障的设备、容易出安

常用的带音标的教材，学起了老挝

全事故的地方，哪些是只需要巡检的

字。经过这些年的持续自学，读写老

生活有“方”：

区域，哪些是需要经常做保养的设

挝语已不成问题。每次给职工布置任

多才多艺 + 铁血柔情

备，并根据类别制作材料，列出工作

务时，他不仅直接用老挝语跟他们沟

条例。然后从管辖的老挝职工里挑选

通，而且用粉笔将任务通告写在办公

老方，原名方翔。从2010年8月

出来一批重点带教。经过一年多手把

室外的黑板上，让每一个职工清楚地

来到水泥公司，至今已有8个年头，

手地教授，这批徒弟里面出现了几个

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需要怎么做。

在这8年里他给人的印象是“多才多

拔尖的，可以直接上岗带班，他立即

经过这8年的锤炼，老方把他的原

艺+铁血柔情”。

跟领导申请将他们提拔为副主任，给

料团队打造得固若金汤，不仅职工流失

予职务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

率是水泥公司各车间里面最低的，而且

们开始“传帮带”下一批老挝职工。

原料的设备故障率也是最低的，安全事

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不

对于像接森这样的海外华人，“一带一

会讲汉语的“假中国人”。接森笑了

路”的意义又多了一层，虽然祖辈已经

笑，给出一个我一直难忘的回答：

离开故土，但基因和血液注定的根源生

“我可能拿着印尼国籍，也有

生不息，“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让

美国绿卡，但我永远也不能成为他们

我们和他们能够真正的互相了解、理

的一员。我的基因决定了我是一个龙

解、喜爱，也增强了他们作为海外华人

的传人，就像我的姓Jusman，就是祖

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父为了让后代们记得，我们是‘姓游
（接森家族本姓游）的人’。”
第一次，我在这个总是微笑着
的谦逊大男孩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悲
伤、一丝无奈，但更多的是坚毅的自

2010年初到老挝的老方和大家

易名改姓不忘本，背井离乡归
心存。同袍奋战明古鲁，汗水淬炼中
华魂。

老方的才艺很多，年轻时组过
乐队，是低音贝斯手；在广州从军，

故更是“零发生”，为水泥公司的稳定

他学会了粤语并赢得“粤歌王子”称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培训，通

号。在公司春节晚会上，他对着妻

过“传帮带”的方式，老方把原料

子深情演唱一首粤语歌曲《共同度

区域管理得有声有色，不仅日常的巡

老方的优秀品质赢得了中老方职

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阕

检、设备保养、故障维修没有问题，管

工的赞誉。他是水泥公司属地化经营

歌，谢谢你风雨里，都不退愿陪着

辖区域的卫生也做得井井有条，更是保

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落实者，是水泥

我”。歌词如同老方当年对妻子许下

证了生产的安全性，连续四五年无安全

公司属地化管理的一个缩影，正是分

的誓言，温柔绵长又铿锵有力。

事故。老方还会经常跟老挝职工谈心，

布在各个部门/车间的“老方”把水

老方的妻子在2015 年查出肺癌

及时解决职工面临的困难和思想包袱，

泥公司送上了老挝水泥市场销售冠军

晚期，听闻消息的他立即交接了工

使得老挝职工队伍保持极低的辞职率，

的宝座， 让水泥公司享誉全老挝。

作，回到家陪妻子与病魔斗争，白天

创造了老挝班组的奇迹。

在医院跟妻子说着宽心话，晚上回到
家里照顾老人，同时关心女儿学习，

学习有“方”：

里里外外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妻子

老挝语听说读写样样行

的病情最终得到了控制，他从死神手
里夺回了爱人。

这样出色的管理其实跟老方的

生产拧上了原料这颗螺丝钉。

钟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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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间。其余的五天时间，阿瓜就吃

理发记

太阳西下，晚霞满天。繁忙的一天过后，老挝南欧江二期七级
电站项目营地里，进入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来工地一年多的技术员王加杰，发现自己
的皮肤黑了，身体也壮实了，只是那蓬松的头发，似乎在提醒自己
又该理发了。

住在舅舅店里，一门心思学理发。
当舅舅知道阿瓜是为了给中国
电建人理发，心里也很乐意。
中国人千里迢迢，来给我们
建电站，有了电，我的生意会好起
来，大家的日子也会好起来……
五天后，阿瓜学成归来。

平日里，只有在理发店里才能见
到的电推、平剪、围布，当摆在面前

怎么办？这可难坏了这帮英雄汉。

的时候，还真透着一份新奇和兴奋，

前两天还是大家追捧的“神

自然也成了大家的一个“宝贝”。

“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越要

这套“宝贝”的使用口诀呢？一个

注意仪表戎装，越要展示我们中国

项目部，没有一个人会理发的。

电建人的风采，这发一定要理，而

还不是小case？！
“那好，大家就从‘头’做
段颇为曲折的故事。

器”，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

可这问题又来了，谁又会熟稔

咱们电站都建得起来，理个发

说起理发，在七级电站还有一

了……”

起，自己学着理发吧！”江勇鼓励
大家道。

且一定要理好！”江勇一锤定音。
项目营地的人都在为理发想办
法，就连老挝小伙阿瓜都没闲着。
初入社会不久的阿瓜，本来是

王加杰跟阿瓜年龄相仿，平日
里就是好朋友。这天，当小王又开
始为自己的头发而苦恼时，阿瓜偷
偷地把他拉到了自己的宿舍。小王
还没搞清楚是什么事，就被阿瓜按
坐在洗漱间的板凳上，一张围布披
上，开始“操练”起来。
一套崭新的理发“神器”展
开，这是舅舅特意送给阿瓜的。只
见阿瓜全神贯注，右手持剪，左手
拿梳，先用剪刀修剪，再用电推，
左右找平，细部处理，只消十几分

要外出打工的。但这里电站开建，

钟，小王的一捧“鸡窝”，变成了
“板寸金”。

两年前，南欧江二期七级电站

这套理发工具一个晚上传了三个

阿瓜很幸运，成了项目营地的驾驶

开展建设。这里山套着山、坡连着

宿舍，四个人第一次吃上了“螃蟹”。

员，收入比其他同龄人高了不少，

还别说，这头型：方中见圆，

坡, 离最近的县城也有100多公里的

第二天，这项目营地里可就

工作环境还好， 这让阿瓜心里比蜜

圆中有角，过渡自然，极富个性，

距离，是南欧江上七座电站中最偏

炸了锅了。四个人的头发倒是都见

还甜。

“邋遢王”变成了帅小伙！

远的一座。

短了，但个个头顶凹凸不平，好似

每个月只有一两趟车通往100
公里外的奔诺县城，采购大家的生
活必需品。对于理发这样的小事，

“狗啃”的。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努力憋着
不让自己笑出来。

平日里和中国员工关系处得
好，人又活跃，脑瓜也活。这次剃

这下子，项目营地里又炸了
锅！阿瓜会理发，大家乐开了花！

头风波， 阿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江勇最高兴，这不仅解决了大

阿瓜的舅舅在老家琅勃拉邦省

家的一个难题，而且还是老挝籍员工

刚开始大家都没放在心上，毕竟

剪过头发的赶忙把安全帽戴

开了家理发店，小时候就经常看舅

自告奋勇，这真是心往一块儿想，劲

在深山老林里，又接触不到“外

上，还没剪过头发的抚摸一下一头

舅理发，学校放假的时候，也在舅

往一处使，民相亲，心相通呀！

人”，埋头干活儿就好，就任由着

“长发”，瞬间熄灭了念头……

舅的理发店里帮忙。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阿瓜理

有人提议，“干脆理个光头

高中毕业那会儿，如果不到电

发，见识他的手艺。阿瓜却在一旁

虽然地处深山，不用在乎“发

得了。这样既省事，又干脆，在这

站工作，他就有可能跟着舅舅学习

“坐地起价”，提起了条件：“我

型”，但头发越长越旺，在潮湿闷

深山老林里，又不逛街，又不相亲

理发， 现在都应该出师了。

给大家理发全免费，但要答应我办

热的老挝，着实让人心烦。

的，谁在乎你留什么发型？”

头发疯长。

项目综合办江勇是一名40多岁
的江苏人，热情细心。看着大家伙
儿个个“怒发冲冠”，他是又好笑
又感慨。

“那咱们项目部不都成少林寺
了……”
“那就从网上下视频，跟着电
脑好好学一下。”

阿瓜心里盘算着，中国公司对

件事！”

我们不错，何不回家，跟舅舅突击学

大家伙儿齐问：“啥事？”

一下理发，回来帮帮这些电建人？

阿瓜张嘴就提：“理发时，

于是，阿瓜借口家里有事，跟
领导请假一周，返回琅勃拉邦老家
拜师学艺。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江勇便

“理发不同其他，必须有师

利用到琅勃拉邦省出差的机会，特

傅手把手教，看视频自己摸索，等

山高林密，旅途曲折，阿瓜来

意带回了一套理发工具。

练成了，咱们这个电站也都建成

回坐了近30个小时的汽车，占去了两

我动手，你动嘴，教我中文，可以
吗？”
大家异口同声道：“没问题，
刘向晨

成交！”

建设中的澳大利亚牧牛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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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点，天已经亮了，深山里的尼泊尔上马相迪A水电站此
刻还沉睡在一片宁静中。在项目营地的一角，漆勇和他的5个尼泊
尔同事已经开始忙碌。他们正在食堂为大家准备早饭。

打豆浆，熬粥，揉面，烧水，

已有五年时间，经历了项目开工建

重复，菜品又不能太清淡或单一，

每次休假回来，同事们都会发

漆勇笑着说，“国家发展好

切菜……十几平米的厨房里，漆勇

设到投产运营的全过程。他用精心

否则每天吃食堂的同事们很容易厌

现食堂的菜品总有创新。漆勇会利

了，‘一带一路’让我们有机会出

和帮厨们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准备的食物陪伴项目建设者们将电

烦。漆勇绞尽脑汁排兵布阵。

用回国机会借鉴钻研，甚至专程去

国工作。在项目上收入不错，可以

学习，回来后开发新菜。

给老婆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大家

食材准备就绪，漆勇抬头看看

站从图纸带到现实并稳定发电。寒

“就像打仗一样，脑袋感觉没

时间，然后赶紧埋头开火炒菜。还

来暑往，他的烹饪见证了一批批电

停过，每时每刻都在高速运转，思

他的认真也得到了同事们的认

对我也像一家人一样，项目上搞活

有不到半小时，营地里的同事就会

建人的海外坚守。

考要做什么菜”，漆勇一边说一边

可，说起项目上的大厨，大家总是

动，一起运动、一起做游戏，挺热

掩不住满脸认真的神色。

连连称赞。

闹的。”

陆续来吃早饭，开始一天的工作。

七点钟，早饭准时呈上，食堂

驻扎在营地的主要是电建海投

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次热闹时光。

除了自己琢磨，漆勇还喜欢在

漆勇深知他的菜品对同事们的

公司的管理团队和水电十一局的运

同事们一边吃着热腾腾的早饭，一

大家吃饭的时候观察。上完菜，漆

价值。长期驻外，工作生活难免单

维团队，共约50人。他们的工作是

边收看电视上的新闻，间或针对新

勇悄悄去菜盆旁转悠，看哪个菜容

调。如果连饭都吃不好，异国他乡

负责上马相迪A水电站的运营管理和

闻内容聊上几句。

易被回购，看哪个菜剩得最少。于

的工作就会更加困难。

听到这里，同事们总是会心一
笑，满是赞同。
生产技术、商务合同、运维操
作、设备检修……项目上的每一个

八点钟，同事们开始上班，漆

是，漆勇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些受欢

食安则心安，心安则事成。

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

这座总装机容量50MW的水电站

勇和帮厨们开始吃饭。饭后稍作休

迎的菜，今后注意增加制作频次或

和漆勇一起努力的还有整个项

尽职尽责。漆勇和他们一样，用他

是中资企业在尼泊尔投建的首个水

息，他们又马不停蹄准备午饭。紧

制作相似的口味。

目公司。为了建好海外职工之家，

的厨艺为电站的稳定运营用心用力

电站，自2016年12月30日投产发电

张的节奏重复到晚饭，但是漆勇还

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受欢迎的

公司配备了羽毛球场、台球室、阅

地做出贡献。

以来，为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第

不能休息，因为他要为值夜班的同

菜品逐渐固定下来。周五晚上吃面

览室、放映室，从国内带来象棋、

上马相迪项目的营地红墙绿

二大城市博克拉持续输送电源。与

事准备宵夜。电站运行需要值守，

条，周日晚上吃包子，偶尔节假日

健身器材，按照电建海投公司提出

地，青山环绕，远处的雪山若隐若

国内许多电站的装机相比，上马相

漆勇总是尽心准备完适合夜班同事

还有自制火锅，同事们热热闹闹欢

的“月月有主题”要求，定期组织

现，夜里的星空深邃神秘，这个号

迪A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不大，但

的食物后，才能安心将一天的忙碌

聚一堂。

主题活动，一点一滴改善员工的驻

称“徒步者天堂”的地方，风景一

却占到尼泊尔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的

放下。此时，已经是夜里十点。

外生活。

等一的好。配上电建人耐住寂寞，

发电操作。

5.72%。电站3.35亿千瓦时的年发电
量是尼泊尔年度总发电量的9.23%。

要为大家准备一日三餐，漆勇
觉得是一件非常劳心劳力的事。

因为尼泊尔与中国西南边境接
壤，项目上有不少同事来自西南地

有同事问过他，这么好的厨

区，他们喜欢早起吃一碗香辣的小

艺，在家乡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为什么选择一直留在项目上呢。

2017年5月12日，中尼两国政

漆勇是四川遂宁人，掌勺已

面。大家跟漆勇建议之后，他增加

府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

有十多年时间，是一位厨艺精湛的

了“点面”服务，想吃的同事吆喝

项目尼方员工看来，这对尼泊尔的

川菜师傅。之前，他在尼泊尔一家

一声，大约五分钟，飘香的小面上

发展非常重要，对尼泊尔这个内陆

酒店当厨师，客人点菜，他照单做

桌，一碗解乡愁。

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倡导的互

菜，可以说是完成一项体力活。来

十一局的运维团队不少人来自

联互通理念正是助力发展的关键。

到项目之后，买什么、做什么、怎

北方，不过不用担心他们接受不了

上马相迪A水电站的稳定输出，为燃

么做，都要漆勇操心，于是做饭成

川菜的香辣。

油、燃气、电力等能源严重匮乏的

了一件不折不扣的脑力活。

尼泊尔缓解电网电力不足做出了很
大贡献。
在这个项目上，漆勇担任大厨

“刚开始他们还有点不习惯

在异国他乡的山里，食材非常

辣椒，但是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

有限。要用这些有限的食材为几十

自己到调料台上舀我自制的辣椒

人安排三餐，做法味道要尽量避免

了。”漆勇得意地说。

直面困难，坚守在“一带一路”的
身影，景色变得更加动人。
邱清

杨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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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电气专业，不同的是计划经济的

举杯邀明月。妻子把这些感人情景一

时期，家跟着父亲转战一个又一个水

股脑都发到朋友圈里，自然得到了许

电站，就如同吉普赛人一样从没有家

多的点赞。

乡的概念。在走向市场经济后，各水

这短短20多天里，妻子不但了

电局纷纷在各省选择了一个城镇，建

解到中国电建在南欧江流域“一库

立了一个永久基地，从此我便独自一

七级”水电站宏大工程的概念，还先

人奔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水电站，每次

后参观探访了三级水电站附近的哈卡

都有新的感慨。

姆、哈撒肥、织布村等几个村庄，零

记得那是第一次远离家人 ，从

距离感受电站给他们带来的改变。移

爱人来老挝探亲快一个月了，

冬季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东北，乍

民新村那一排排、一幢幢整齐漂亮的

到水电站工程项目探亲，似乎早已成

一来到温暖如春、天府之国的四川

瓦房与古老村落里那些异常简陋的民

为她轻车熟路的事了。每逢学校放

时，不禁让我对这份水电建设工作多

房对比，让她在朋友圈中赞叹道：

假，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安排，她就

了份激情与期许。转眼20多年过去，

“今天又去了电站附近的移民新村转

“炫耀”一番，从前的同事为此还劝

切、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中国电建在

会毫不犹豫的背起行囊、带着女儿

我跟随着“一带一路”的脚步迈出

转，移民前后，居住条件真是天壤之

说她：“刘老师，干脆在老挝留下来

‘一带一路’上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

千里迢迢赶来与我相聚。从1996年

国门，在整个家族关于水电站的故事

别。这是中国电建做的伟大事业，传

接着当老师吧，相信老挝孩子们也会

和深刻影响力，以及南欧江发电公司

的黑龙江莲花水电站到1997年的四

里，又续写着新的内容、新的内涵、

承中老友谊、造福老挝人民！电建

喜欢你的”，妻子也很认真地回复：

的亲和力与团队凝聚力，希望他们的

新的传奇。

人，你们是最棒的”。

“嗯，如果老挝这需要，我真的可以

事业顺利。”

川二滩水电站，再到1999年至2002
年间河南小浪底水电站，直至现在

说来也巧，妻子从家里来老挝

有一次，我们路经织布村小

来这里义务支教的哟。”

畅想未来，我从身边年轻同事

这短短20多天的时光，就经历了好几

学，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妻子，不出

妻子白天看，手机拍，晚上整

的工作生活状态感受到，中国电建

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水电站

个节日：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

意外的提议到学校去看看。当看到教

理，当天发，每天忙的根本停不下

人的技术、技能、创造力，一定会

也算见识了不少。不过这次探亲肯定

妻子曾经是一名教师，为此退休后

室里的课桌和板凳印着中国电建的标

来，退休后从未有过的充实让妻子

在不断提升的幸福指数中一代一代

与以往不同。第一次飞越国境，似乎

的第一个教师节能和爱人在国外相伴

志时，妻子转过头，惊喜地看着我，

兴奋地在微信朋友圈里留言道：“老

传承下去。

有点“飘洋过海来看我”的味道，而

渡过，肯定会让她得到更多的温暖和

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老友谊万年

挝，不虚此行，此次的探亲之旅除了

这第一次异国之旅得以成行，更得益

慰藉。在国庆节期间项目部举办的篮

长”。事后，妻子又忍不住在朋友圈

领略异域风情，重要的是可以真真切

于南欧江发电公司为员工们提供的种

球、乒乓球、羽毛球等比赛活动中，

种便利，体贴入微的人文关怀。

妻子也跟着踊跃报名参加，尽管没有

的老挝南欧江。

我与水电站是命中注定的缘

拿到名次，但也乐在其中。难得她在

份。自出生不满一岁起就随父母一

异国他乡和这么多的人热热闹闹的一

起，因水电站工程的兴建而走南闯

起过节，特别是中秋节，中方员工和

北，长大成家后仍因水电站东奔西

老方员工，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欢聚

走。相同的是我所从事的工作和父亲

一堂。唱歌、跳舞、接龙提酒、吟诗

张基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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