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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越五载

海纳百川 投创未来
Cohesive Diversity for Inclusive Growth
Investment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Future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党委工作部主办

奋发迈新程

积跬步而至千里，汇小流则成江海。砥砺奋进的五年转瞬即逝，一路走来的汗水浇灌出2017丁酉
岁末的硕果连连。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大会向全世界细数了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成就，更为新的征程提出
了行动指南。新时代，新发展，新挑战，电建海投奋勇争先，努力开创改革发展党建新局面。
五载春秋，电建海投擎战略，创未来，深耕“一带一路”，勇拓国际业务，发挥中国智慧拓市
场，秉承中国理念谋发展，抒发中国情怀促合作，传播中国文化创共赢。电建海投人用勤劳和智慧，
充分释放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绘制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的辉煌画卷。
11月8日，被老挝国家副总理称赞为“一带一路”上一串耀眼明珠的老挝南欧江水电项目二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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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现大江截流，为习近平总书记出访老挝、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献上贺礼。

杜春国

11月29日，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作为“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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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项目，卡西姆项目谱写了中巴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篇章。
2017年年初，公司提出了“1124目标”，即“一投产、一项发债、两项融资关闭、四个电站截
流”。如今，卡西姆项目顺利实现首机投产发电、5亿美元永续债券成功发行、南欧江二期和明古鲁
电站项目融资关闭、南欧江二期四个电站实现大江截流，公司上下正向着目标最后冲刺，势必交出一

编辑部

张漂亮的成绩单，在电建海投促进中国电建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国际业务优先发展的第一个五年，

主

编：李胜会

编

辑：邱

清

张一凡

谭

刘向晨

毅

书写浓墨重彩的一页。
电建海投的第一个五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起步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接
下来的征程，电建海投将向着“建设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
司”的目标，大踏步向前。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

驷之过隙越五载，砥砺奋进迈新程。
在新时代的筑梦路上，我们将“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你我并肩奋斗

邮编：100048
电话：010- 58367667
邮箱：pcrdgb@powerchina.cn
网址：http://pr.powerchina.cn

的途中，《电建海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一帧一幅勾画，逐字逐句讲述，传播电建
好声音，凝聚发展精气神，诠释“海文化”的精髓与内涵，见证“海投梦”“电建梦”“中国梦”
的实现。

微信：

海 投 微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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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Honored with “Soft Power Contribution Award in National Power P32 /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行业软实力建设贡献奖”
Industry”

海投语录

聚焦

The Company Honored with “National Power Engineering News Propaganda P32 /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先进单位”
Advanced Unit”

FOCUS
HIGHLIGHTS

要闻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Initiated under CPEC Put into Operation P07 /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大型火电项目投产发电
-Shahid Khaqan Abbasi,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and Yan Zhiyong, Chairman of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中国电建董事长晏志勇出席仪式并讲话
POWERCHINA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Plant and Deliver Speech
Thongloun Sisoulith, Prime Minister of Laos Gives High Praise to Nam Ou River Project during His Visit There P10 / 老挝总理通伦视察南欧江项目给予高度赞扬
The First Whole Watershed Development Project by Chinese Enterprise, Nam Ou River Phase II P12 / 中企首个海外全流域开发项目老挝南欧江二期工程实现大江截流
Project in Laos, Completes its Main Channel Closure
Party Committee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 Holds Videoconference to Convey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P14 / 公司党委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学习动员部署视频会议
National Congress and Draws up Plans for Study and Mobilization
Overview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s Five-year Hard Endeavor Guided P16 / 砥砺奋进五年路 高擎旗帜创未来
by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综述

SENIOR EXECUTIVES

荣誉

高端

Shahid Khaqan Abbasi,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Meets Yan Zhiyong, Chairman of POWERCHINA P21 / 晏志勇拜会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
Sun Hongshui Attends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Overseas Financial P22 / 孙洪水出席公司与工商银行海外金融服务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Services between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Wang Bin Inspects the First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 on Nam Ou River Porject P23 / 王斌到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调研指导
Wang Wentian, the New Chinese Ambassador to Laos Inspects the Nam Ou River Project P24 / 中国驻老挝新任大使王文天视察南欧江项目
The Company Holds the Executive Election Conference P25 / 公司召开领导班子换届干部大会
Sheng Yuming Attends the 2nd China PPP Forum and Delivers Keynote Speech P26 / 盛玉明参加第二届中国 PPP 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The Company Honored with Group Golden Award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Knowledge P33 / 公司荣获 2017 年全国建筑业财税知识竞赛团体金奖
Competition in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2017
The Company Honored with “POWERCHINA Advanced Enterprise of Equipment Material P33 / 公司荣获“集团（股份）公司
Management and Procurement Management in 2015-2016”

2015-2016 年度设备物资管理及采购管理先进企业”
The Company Honored with “National Excellent Corporate Culture Case in 2016-2017” P34 / 2016-2017 年度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案例
The Company Honored with "Gold Page Journal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2017" P34 / 《电建海投》喜获 2017 年度工程建设行业报刊金页奖
Publicity Works of the Company Re-Honored with the First Prize in China Power News P35 / 公司宣传作品蝉联中国电力新闻一等奖
6 Papers of the Company Honored with Prizes in National Power Industry Management P35 / 公司 6 篇论文在全国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文大赛中获奖
Innovation Competition

视野

VISION
PARTY BUILDING

党建

SASAC Civilization Office Checks and Guides the Company on Establishment of Beijing P37 / 国资委文明办检查指导公司首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Civilized Unit
The Company Welcomed Inspection for “National Power Industry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P38 / 公司迎检“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考察
Demonstration Unit”
Party Building of the Company Wins the First Prize among POWERCHINA Group P39 / 公司党建工作获得电建股份考评第一名
Party Committee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 Improves Management after the P41 / 公司党委扎实开展巡视整改落实工作
Inspection Tour by POWERCHINA
The Company Releases the Fifth Anniversary Picture Album “Embrace Silk Road Dream, P42 / 公司发布《逐梦丝路，迈向新征程》五周年画册
Step onto a New Journey”
The Company Officially Releases Corporate Culture Manual 2017 P43 / 公司《企业文化手册 2017 版》正式发布

FRONTLINE

一线

Bengkulu Project in Indonesia Achieves Financing Close P27 / 印尼明古鲁项目实现融资关闭
Projects in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Operate Smoothly P28 / 公司各投产电站发电运行进展顺利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on PAK LAY BOT Hydroelectric Power Project in Laos Approved by P30 / 老挝芭莱水电站 BOT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老挝政府批复
the Lao Government

Party Committee of PowerChina Resource Limited Releases Practice Manual for Basic Level P43 / 公司党委发布《基层党组织实务手册》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Company Upholds Honest, Upright and United Business Environment P44 / 公司维护保持风清气正、心齐气足的从业环境
Labor Union of the Company Integrates into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Exhibition to Show P45 / 公司工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展示新作为
New Achievement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the Company Firstly Introduces EAP Service P47 / 公司团委首次引入 EAP 服务关爱员工

“Four in On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de Officially Launched in Bengkulu Project in P31 / 印尼明古鲁项目“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正式启动
Indonesia

PRACTICE AND THOUGHTS

论道

Life Cycl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 in Overseas BOT Projects P48 / 海外 BOT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模式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nalysis of Life Cycle Project Management in Overseas Green-Field P50 /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探索与实践分析
Investment 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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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责任

EXAMPLE

SASAC Research Group on SOE’s Oversea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Visits Laos Market of P53 / 国资委《央企海外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走进中国电建老挝市场
POWERCHINA
Two New Relocation Villages of the Fisrt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 on Nam Ou River in P54 / 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两个移民新村正式移交
Laos Officially Handed Over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Company Funds Laotian College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P55 / 公司资助的首批老挝学生启程赴中国留学深造
Youth Volunteer Team of the Company Help Impoverished Primary Schools for P56 / 公司青年志愿团队连续五年帮扶贫困小学
Successively Five Years

典范

Work Hard as a Team and Realize the Dream in Hong Kong — On-the-spot Report on USD P69 / 戮力同心
500 Million Perpetual Bonds Issuance by POWERCHINA in Hong Kong

筑梦香江

——中国电建成功在香港发行 5 亿美元永续债纪实

Great Magnificence — Report on the First Overseas BOT Project of POWERCHINA, P72 / 甘甜如饴 再创辉煌 ——记集团首个海外 BOT 电站甘再水电站
the Kamchay Hydropower Station in Cambodia
Brighten the “Stars” in High Mountains — Report on Upper Marsyangdi A Hydropower P75 / 让两岸高山上的“繁星”更明亮 ——上马相迪公司建管结合、无缝衔接工作纪实
Station in Nepal
Chinese Knot in African Mining — On-the-spot Report on Copper and Cobalt Mining P78 / 非洲矿业的“中国结”——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刚果（金）创业纪实
Project in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Cement Company in Laos Conducts Tree Planting Activity P57 / 老挝水泥公司开展植树活动
Nam Ngum 5 Project Company in Laos Hands Over Schools, Canteens and Other Facilities to P57 / 老挝南俄 5 公司向板井村移交学校、食堂等设施
Local Village

NEWS

资讯

Sheng Yuming Meets Barwani, Oman MB Group Chairman P58 / 盛玉明会见阿曼 MB 集团董事长 Barwani 一行
Du Chunguo Visits Bangladesh and Promotes Power Projects There P58 / 杜春国赴孟加拉推动一系列电站项目开发
The Company Successfully Holds First Carnegie Training Session P58 / 公司成功举办第一期卡内基培训班
The Company Gain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Work Safety Month Activities Based on P58 / 践行五大理念，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成效显著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Mini Party Class Video of the Company Exhibits on the Party Building Website of the CPC P59 / 公司微党课视频在中宣部党建网展播
Central Committee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Company Holds Technical Modification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Conference for P59 / 公司召开 2017 年发电运营项目检修技改及设备管理工作会
Operational Projects

镜像

MIRROR IMAGE
STORY

The Company Launches Quality Month Activity in 2017 P59 / 公司 2017 年“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
Nam Ou River Basin Company Issues Periodical — Bright Pearl in Nam Ou River P59 / 老挝南欧江流域公司发布《南欧江明珠》期刊

故事

Wider World Awaits Us to Light up (a Letter to the New Era) P81 / 更广阔的世界等待我们去点亮（给新时代写封信）
Shisupal: I Want to Work in POWERCHINA until I Retire P82 / 希苏巴：我想在中国电建工作到退休

纵深

COVERAGE
FRONTIER

People’s Daily: Thanks to the Chinese Brothers for Bringing Light to Us (On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News: Nepalese Officials Highly Praise Chinese Investments in Hydropower
Station Projects in Nepal
Vientiane Times in Laos: Power Company Closes Nam Ou River in Hydro
Construction Milestone
The News in Pakistan: A Mesmerizing Experience of a Pakistani Engineer
Trained in China

前沿
P60 / 《人民日报》：“感谢中国兄弟为我们带来光明”（行走一带一路）
P62 / 中新网：尼泊尔官方高度赞扬中国在尼投资的水电站项目

Granny’s Store P84 / 阿婆的店
Promises Come True P86 / 不负凌云不负卿

YOUTH

青春

Youthful Dreams in Islamabad Office of Port Qasim Coal-fired Project in Pakistan P88 / 卡西姆项目伊堡办的青春梦想

P63 / 老挝《万象时报》：南欧江项目完成大江截流
P64 / 巴基斯坦《新闻网（The News)》：一位巴籍工程师在中国培训的难忘经历

READING

悦读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the Company Launches the Reading Campaign – Which P91 / 悦读青春
Reading Note Inspires You?

FIELD

书香海投 ——这些读书感悟，哪条戳中了你的内心？

现场

Cement Company in Laos Assists China-Laos Railway Construction with 20,000 Tons P67 / 老挝水泥公司助力中老铁路建设累计发运量突破 2 万吨
of Cumulative Volume
Bengkulu Project in Indonesia Achieves Milestone Target of the First Cubic P68 / 印尼明古鲁项目提前实现浇筑第一方混凝土节点目标
of Concreting in Advance

LITERATURE

文苑

Oriental Wind Blooms Bauhinia in Hong Kong – Internship Notes at PowerChina P94 / 风从东方来
Resources Limited by Ma Xinyi, a Hong Kong College Student

INSIDE BACK COVER

万千紫荆开 ——香港大学生马欣宜电建海投实习笔记

封三

Photography P96 / 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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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大型火电项目投产发电

海投语录
海纳百川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中国电建董事长晏志勇出席仪式并讲话

投创未来
天道酬勤

行稳致远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风险管控永远是第一位的
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大能力

打造中国电建四大重要海外平台：
海外投资平台
落实五大坚持：
坚持战略引领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底线思维

海外融资平台
海外资产运营管理平台
全产业链升级引领平台
建设六种核心能力：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 2017 年 11 月

阿巴西总理在致辞中表示，卡西

坚持复盘理念

投资开发能力

29 日下午 4 时 30 分，中国电建投资

姆港燃煤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

坚持管理创新

海外融资能力

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能

个落地能源项目，通过中国电建历时

建设管理能力

源项目——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

两年半的艰苦奋斗，顺利实现了首台

站首台机组发电仪式在电站隆重举

机组并网发电目标。中国有句老话叫

行，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中国驻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电建

基斯坦大使姚敬、中国电建集团董事

克服重重困难，用无可匹敌的速度提

长晏志勇、卡塔尔 AMC 公司董事长贾

前完成建设任务，用最低的成本建造

西姆、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等

了全世界最环保、最先进的电站，这

与会嘉宾共同触摸启动机组的水晶

将极大缓解巴基斯坦电力短缺现状，

球，为巴基斯坦电网送入了源源不断

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

的强劲电流，这标志着又一座中企投

提供持续的电力能源供应。他说，卡

资的海外最大规模火力电站正式投产

西姆电站的建成是中巴友谊的又一个

发电。

里程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感谢中

运营管理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风险管控能力

内刊

与会嘉宾共同触摸启动机组的水晶球

基于卡西姆电站对于巴基斯坦能

国电建为巴国家发展所做的贡献，永

源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阿巴西总理

远不会忘记中国兄弟对巴基斯坦人民

代表巴基斯坦政府授予晏志勇“特殊

的帮助和支持。他强调，实践证明“中

贡献奖”，授予卡西姆发电公司“杰

巴经济走廊”项目建设为巴基斯坦经

出成就奖”。

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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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采用中国制造，直接带动中国装备
“走出去”70 亿元以上。2016 年电站
首批招聘了 100 名巴基斯坦优秀大学
毕业生，他们经过在中国为期 6 个月
的培训，目前已经分配到卡西姆电站
运行维护各岗位工作中去。卡西姆电
站将成为巴基斯坦火力发电人才的培
训基地，为巴基斯坦电力能源业务发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致辞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致辞

展培养和输送大量人才。
近年来，中国电建致力于做全球
绿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
地经济社会责任的分担者、中外多元
文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秉承“建设
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
百姓，改善一方环境，传承一方文化，

发电仪式

培养一批新人”的理念，积极践行“一
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晏志勇致辞

非凡的成绩，并将持续为巴基斯坦带

中国电建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介绍项目情况

带一路”倡议，主动参与“中巴经济
走廊”项目和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

卡塔尔三国政府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进的工程技术，为当地提供了工程师、

承担了巴基斯坦萨西瓦尔燃煤电站、

来繁荣与兴盛，希望将来越来越多像

势，集成旗下规划设计、施工建造、

项目年均上网发电量约 90 亿度，足

巴基斯坦国家调整电力能源结构、降

中国电建这样的企业参与到巴基斯坦

运行维护等优质资源，努力将卡西姆

以支撑 400 万个家庭的日常用电。

低发电成本、缓解供需矛盾、优化投

技工、劳务工人以及司机、帮厨等后

大沃风电站、巴基斯坦装机最大的水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促进巴基斯

电站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和“中巴

它采用高效的超临界技术和世界一

资环境、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

勤服务岗位，项目高峰期巴籍员工达

电站塔贝拉 4 期水电站、装机最大和

展、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4000 多人，有力地拉动了当地就业，

效率全球顶尖的燃气电站赫维利联合

经济走廊”精品项目和示范工程。自

流的环境友好型运营方式。除此之

姚敬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卡西姆

开工以来，卡西姆电站仅用 30 个月即

外，已建成的自用码头和已疏浚的 4

该电站按照高标准达标投产要

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该项目间接带

循环燃气电站、装机最大的风电场特

项目对于“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建设

实现了 1 号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中巴

公里航道，将移交给卡西姆港务局。

求建设，机组完全适应巴基斯坦气

动材料供应、设备运输等行业，有效

立肯波士顿风电等项目。

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中巴双方能源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

经过有关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候炎热的特点，在高温条件下也具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电站全

耿兴强

坦经济繁荣发展。

合作的典范。姚敬表示，中巴两国世

成果，是两国人民兄弟情谊的见证，

许多挑战和困难都被一一攻克。卡西

有良好性能，保证热季能输出足够

代友好，两国友谊比山高，比海深，

也是国与国之间能源合作的成功典范。

姆港燃煤电站见证了中巴深厚的传统

电力，维持电网稳定；首次在巴基

比蜜甜，中国政府本着共享共建共赢

贾西姆在致辞中表示，AMC 公司在

友谊，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

斯坦燃煤电厂设计 APS 一键启停功

更多光彩。

能，从锅炉上水开始就具备高度自

的原则，全力支持巴基斯坦经济建设，

与中国电建的合作中，感受到了中国

与巴方政府一道共同建设好“中巴经

企业雄厚实力和高效务实的工作态度，

济走廊”，推动巴基斯坦经济和社会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位于巴基

动控制能力；在电厂设计了 FCB“小

双方相互信任，在能源建设领域亲密

斯坦信德省卡拉奇市东南方约 37 公

岛运行”功能，具备在电网侧故障

发展，为两国人民谋福祉，为中巴两

合作，取得了卡西姆电站建设的优异

里的卡西姆港工业园内，是中国电

后 15 分钟内快速恢复并网运行的能

国友谊书写新篇章。

成绩，期待今后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在

建与卡塔尔王室 AMC 公司按照股比

力；首次在巴基斯坦燃煤电厂采用

更多领域广泛合作，实现多方共赢。

51%:49% 比例共同投资建设的混合所

海水淡化水源作为全厂的生产、生

晏志勇在致辞中说，自 1983 年
起进入巴基斯坦市场以来，中国电建

盛玉明在介绍项目情况时表示，

有制项目，总投资 20.85 亿美元建设

活用水，首次实现了全厂淡水废水

积极参与巴水利、电力、基础设施等

卡西姆项目由中国电建和卡塔尔 AMC

2 台 660MW 超临界机组，建设工期 36

零排放，淡水污水废水全部回收综

多领域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对

公司共同开发，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

个月。2015 年 4 月 20 日，在中巴两

合利用；机组采用石灰石 - 石膏湿

这片土地充满深情厚谊。在 18 个“中

旨在为巴基斯坦人民提供可持续的、

国领导人的见证下，项目签署了《实

法脱硫，高于巴基斯坦和世行环境

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中，中国

可靠的和价格实惠的电力。卡西姆项

施协议》和《购电协议》。两台机组

保护标准。

电建直接参与实施了 8 个项目，在巴

目是“中巴经济走廊”项下领先的能

将在 2018 年全部实现商业运行，大

建设过程中，卡西姆发电公司坚

基斯坦电力项目总装机 631 万千瓦。

源类项目，受到了中国、巴基斯坦和

大缓解巴基斯坦电力短缺现状，并对

持“属地化”管理理念，积极分享先

内刊

康从钦

阿巴西为晏志勇颁发“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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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总理通伦视察南欧江项目
给予高度赞扬
最少的耕地林地淹没、最小的环境影

27.33 亿美元，特许经营期 29 年。目前，

响”为原则，建优质电站和美丽宜居

目移民工程及生计发展的视频汇报资

一期项目二、五、六级电站已投入商

新村，赢得了老挝政府高度赞誉和当

料，与在场村民互动，对村民进行了

业运营，累计发电突破 20 亿千瓦时；

地移民群众良好口碑，被誉为南欧江

政策宣讲，鼓励村民支持项目建设，

二期项目一、三、四、七级电站（四

上的七颗明珠。

同时自力更生发展经济致富，建设发

站总装机 732 兆瓦）在建中，2016 年

展、文明、富裕的美丽村庄。他说：

4 月主体开工，2017 年 11 月完成一级、

意愿，科学选址、精心规划、高标准

“中国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水电项

七级电站截流，2017 年 12 月完成三级、

建设移民新村，积极使用当地劳务、

目，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为经

四级电站截流，将于 2019 年底实现

扶持老挝企业参与建设，改善当地基

济社会发展提供电力供应，减少了

首台机组发电，2020 年全部完工。届

础设施条件，开展系列社会公益活动，

水土流失和洪灾，改善了基础设施，

时，南欧江梯级电站年平均发电量约

助力当地民生持续发展。据不完全统

修建漂亮新村同时配套建设了医院、

50 亿千瓦时。

计，南欧江梯级项目吸引老籍人员，

南欧江项目尊重地方政府及移民

寺庙和学校，村里的教育医疗等公

南欧江流域移民工程共影响 2 省

促进劳动技能提升，共提供 8000 余

共服务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因此，

10 县，总移民 2300 余户，安置人口

个就业岗位；多次组织走进移民村开

2017 年 11 月 5 日上午，老挝政

我们要支持好电站建设早日发挥更

12600 多人，共规划 23 个移民新村。

展金秋助学、赞助地方传统节日、公

府总理通伦 • 西苏里视察了中国电建

大效益，同时村民要在此基础上，

其中，南欧江二期项目共规划建设约

益捐赠、资助留学生等社会责任活

在海外全流域投资开发的南欧江梯级

利用好区域优势，搞好经营，促进

15 个移民新村，目前已建成 4 个，后

动；为当地新建、改扩建公路 500 余

水电项目二期一级电站及移民新村，

发展，也希望中国电建继续抓好项

续移民村正在稳步推进建设中。

公里，修建大中桥梁 20 余座，为每

对南欧江二期项目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目建设，按计划实施项目和履行责

和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

任，为当地发展做更大的努力。”

南欧江项目秉承“绿色发展、科

个移民村配套建设了码头、学校、市

学开发”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场、医院及寺庙，极大地改善了当地

本次视察是老挝总理在北部片区

坚持践行做“全球绿色清洁能源的优

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当地教育、交

在一级电站现场，通伦总理一行

视察的一项重要内容，老挝政府能矿

质开发者、项目属地经济社会的责任

通、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极大地促

察看了电站大坝主体施工情况。当了

部、计划投资、劳工、交通、农林业

分担者、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积极推

进属地融合和互惠发展，永葆中老传

解到项目将于 11 月 8 日实现大江截

等部门，省政府、县政府官员与相关

动者”，始终以“最少的原居民搬迁、

统友好情谊。

流，他对电站当前面貌及进展情况表

部门负责人陪同。

示了高度赞赏。

示 很 满 意。 他 说：“2016 年 8 月，

南欧江发源于中国云南江城与老

我到过南欧江一级电站，那时项目主

挝北部丰沙里接壤地区，是湄公河左

体刚开工，还看不到什么面貌，时隔

岸老挝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纵贯整

1 年多变化很大，似乎一座现代化的

个老挝北部达 475 公里，天然落差约

电站就在眼前，看到这样的品质和面

430 米，水能指标优良，是老挝政府

貌我很高兴，彰显了 POWERCHINA 的

极力推进开发的水能资源基地之一。

实力，让其他项目都可以到这里来看
一看。”

内刊

总 装 机 容 量 1272 兆 瓦， 总 投 资 约
在村公所，总理观看了南欧江二期项

桑文林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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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察看完电站后，总理一行来到

已投资建成南俄 5 水电站、南欧江梯

最近的移民新村惠楼村视察和慰问，

级电站（一期）。其中，南欧江梯级

该新村于 2017 年 9 月正式交付使用。

电站项目以“一库七级”分两期建设，
2017.12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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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首个海外全流域开发项目

即将友好访问老挝之际，更具有特

老挝南欧江二期工程实现大江截流

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驻琅勃拉邦黎宝光总领
事表示“南欧江项目是中老两国经
贸合作的重要项目，已被老挝政府
列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重点
项目之一，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巨大推动作用，极大提高当地
民众生活水平，既是中老电力能源
合作的示范，也体现了两国友好务
实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南欧江
二期工程实现大江截流，既是对中
老建交56周年的庆祝，也是对中国

2017年11月8日上午，中国电

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南欧江项目取

建在海外全流域投资开发的老挝南

得的重大成就和意义。他们提到：

欧江项目二期在一级水电站现场隆

“老挝能源工业、扶贫攻坚、电力

重举行截流庆典仪式。老挝国家副
总理宋赛•西潘敦出席仪式并敲响祝

效，其中南欧江项目在促进地区经

福铜锣。随着大江截流一声令下，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

南欧江一级、七级电站同步实施截

经成为老挝北部的明星项目和重要

流。老挝中央政府、中国驻琅勃拉

民生项目，影响力和知名度大幅提

邦总领事馆、电站所在地方政府官

升。项目开发建设很成功，各项责

员、中国电建代表共同见证电站截

任义务履行得很好，一期项目三个

流成功。

梯级电站进入商业运营稳定发挥效

中国驻老挝琅勃拉邦总领事黎

益，二期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同时

宝光、老挝能矿部部长兼老中友好

项目为当地扶贫脱困、移民生计发

协会主席坎玛尼•英提拉、琅勃拉邦

展、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医

省党委书记兼省长康砍占塔维素、

疗教育等公共公益事业做出了突出

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国在仪式

贡献，给其他外来投资项目树立了

上致辞，祝贺南欧江二期工程自去

榜样。各级部门及群众要支持、保

年4月主体开工以来提前实现首个具

障、推进南欧江二期工程又好又快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节点目标。

地建设。今天实现的截流重大节点

坎玛尼•英提拉和康砍占塔维素
内刊

出口及清洁能源开发取得了新成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老挝进行国

核心市场，目前公司在老挝的在建和

场，本着“深耕市场，做强做优”

事访问的热烈欢迎。项目建成后将

投产项目总投资超过30多亿美元，为

的理念，从最初的分包项目到EPC

在发挥本身效益的同时，对当地产

助力老挝经济发展，带动就业，生态

承包项目，再到投资项目群，在发

生实实在在的深远影响。希望中国

环保，改善民生做出了积极贡献。南

挥传统水电行业优势外，积极拓展

电建继续在老挝建好精品工程、效

欧江的流域性联动效应、带动产生的

电力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

益工程、放心工程，采取切实可行

综合效益日渐显著。南欧江项目作为

施建设及区域相关产业发展等新领

的措施，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

老挝政府实施‘东南亚蓄电池’国家

域，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

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是深化中老

战略的核心工程，项目开发建设受到

坚持合作、融入、扎根、共赢发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

了中老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责任重

展，不断发挥中国电建的品牌价值

伴’深厚情谊的具体体现，相信南

大、使命光荣。中国电建将继续发挥

和产业链优势创造新成果，铸就一

欧江二期项目会为推动新时代中老

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建设好南欧江

座座象征中老友谊、全面升级中老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

这一伟大工程，不负老挝人民重托，

友好合作丰碑。

的更大贡献。”

让七个电站如七颗明珠般闪耀在老挝

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国致
辞说，“老挝是中国电建海投公司的

耿兴强

桑文林

刘永强

大地 。”
中国电建自1996年进入老挝市

目标，在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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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召开
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学习动员部署视频会议

涵、精神实质、理论精髓、部署要

因素，找准差距短板，诊断问题症

求，内化为公司落实战略的动力和

结，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解

一是充分认识、准确把握，

举措，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公司党

决方案和实施举措，牢牢把握关键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

委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推进

环节和关键指标，做到精准研判、

义。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新

公司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立足本

精准发力、精准施策，以坚定的

特征、新目标、新要求、新举措，

职岗位建功立业，全力以赴推进工

信心、决战的姿态，咬定目标，攻

为公司发展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

作进展，确保市场开拓实现新突

坚克难，奋力攻坚四季度，确保

图，必将指引公司更加积极践行国

破、项目管理再创新业绩、专项工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继续坚持

家“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

作促进新发展、管理能力实现新提

“三三五”的工作定位，持续推进

倡议和中国电建国际业务优先发展

升、企业和谐开创新局面，实现公

海外党建价值创造，着力加强领导

战略；更加坚定“全球绿色清洁能

司发展迈上新台阶。

班子建设，努力打造高素质人才团

盛玉明就下一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出四点要求。

内刊

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地经济社

三是广泛宣传、全面发动，

队，精心培育“海文化”，深入推

会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元文化融

凝聚同心共筑干事创业的强大力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

合的积极推动者”的企业定位；更

量。充分发挥公司网站、内刊、微

公司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

加推进“打造4大海外平台、布局全

信公众号等媒介作用，积极转载关

障、组织保障和能力保障。

球8+10+12国别市场、建设六种核心

于十九大精神的解读，把握宣传方

杜春国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公

为贯彻落实国资委党委和集团

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

能力、实现1221发展目标”的战略

向，突出宣传重点，采取喜闻乐见

司上下要深刻认识肩负的责任和使

（股份）公司党委要求，2017年10

次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历史

落地；必将对公司打造中国电建海

的形式，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讲清

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

月30日下午，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召

性盛会。十九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党

外投资升级版，向着具有国际竞争

楚、讲明白、讲透彻，唱响主旋

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公司

开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学习动员部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

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迈进，产生重

律、振奋精气神，积极推出深入基

的总体战略部署和重大任务上来，

署视频会议。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回答了新时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层、来自一线、生动鲜活的新成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通过深入学

长盛玉明传达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效、新进展。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

二是深刻领会、学深学透，切

步焕发干事创业激情，营造加快推

并就下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

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四是立足当下、狠抓落实，

大精神做出部署和要求。公司总经

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大

来。要按照国资委党委和集团（股

奋力开创电建海投改革发展党建新

进公司发展的浓厚氛围，确保公司

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主持会议。

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

份）公司党委要求，原原本本学习

局面。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紧

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公司在京领导，总部部门副主任及

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修正案。

紧围绕全年工作目标任务，全面盘

以上人员，党委工作部、纪委办公

断、重大举措，是我们党迈进新时

要将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内

点梳理各项工作进度，分析内外部

室、人力资源部全体人员在总部参

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

会，卡西姆项目、南欧江一期项

治宣言和行动指南。

目、南欧江二期项目、南俄5项目、

盛玉明强调，认真学习宣传贯

水泥公司、香港公司、昆明公司、

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

老挝公司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会，

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公司各级

共计120余人参加动员部署视频会

党组织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昂

议。

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作风，
会上，盛玉明全面系统、深刻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迅速掀起

透彻地传达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他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

强调，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

潮，并形成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生

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动实践。

刘向晨

张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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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擎旗帜创未来

响力不断增强。
企业发展节节高升、次第花开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综述

的背后，是对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
掌控。

李胜会

谭毅

杜菲

——依托国家重大战略“走出
去”，所有项目均沿“一带一路”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时光在
昼夜交替中悄然走过了五年历程。

地，时光在昼夜交替中

布局，借力政府间多边合作交流机

维和问题导向，不断在企业管理思想

制，有效规避、降低投资业务政治

这是公司紧跟国家对外开放

上拓展新的视野、作出新的概括，多

风险和商业风险。

战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项创新之举不断推出、落在实处，为

——坚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奋

助推海外投资事业发展提供了战略引

事”理念，聚焦水电、火电、新能

力谱写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新篇章的

领、制度支撑和风险把控。

五年。

日月经天，江河行

高度抓创新、谋全局，秉持系统思

放眼今日的海投，一套科学高

源及电网等主业开展投资，严控非
主业投资。

南俄 5 水电站

这是公司坚持以投资为龙头，

效的管理模式与管理体系已经建立，

建设，精心培育以“海文化”为核

多项创新成果获得国家行业各类奖

——秉持“风险管控永远是第

系统发挥中国电建集团优势资源力

激活“一池春水”，激荡起“走出

心的“1+N”多元素特色文化体系，

项，50多篇理论研究文章在权威行

一位的”理念，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内

量，卓有成效地推动中国标准、中

去”、击水中流的强劲动力：

文化育人、文化兴企、以文化促发

业杂志刊载。

控体系，把专项风险评估和法律审核

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文化集成
式“走出去”的五年。

——战略更加明晰。以“五大

覆盖到“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投资

展的作用十分明显。

评审、合同谈判、资产处置等各个环

坚持”为统领，强化顶层设计，制

2017年6月1日，海投公司首届

这是公司持续强化党的建设，

这是公司紧跟国家

订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明确

管理创新论文表彰大会隆重召开，

“走出去”容易，走得稳、行

厚植发展软实力，不断以“海文化”

了企业发展定位、“1221”发展目

大规模、高规格表彰了五年来形成

得远不容易。五年来，海投公司统筹

“……你筑就了大坝巍峨，挺

对外开放战略，贯彻落

为引领，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献力

标以及清晰的实现路径，引领企业

的60余篇优秀管理创新论文。公司

企业发展方方面面，实现了稳增长与

起了央企脊梁，成为‘一带一路’

实“创新、协调、绿色、

丝路繁荣与丝路文明的五年。

跨越发展，擘画美好蓝图。

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鼓励全体

防风险并驾齐驱，促发展与强党建

建设的时代先锋。”写给国资委首

同仁：“向管理要效益，向创新要

齐头并进，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步提

届“央企楷模”获得者、中国电建

活力。”

升，推动了企业发展长足进步。

海外建设先锋蔡斌的一段颁奖词，

悄然走过了五年历程。

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奋力谱写中国电建海外

五年日夜趱行，五年砥砺奋
进，五年跨越发展。

投资新篇章的五年。

“投建运一体化”发展模式，锤
炼了战略、文化和管理手段有机结

创新引擎激发澎湃动力

合的“铁三角”管理模式，建立了

向管理要效益，向创新要活
力，海投要到了不菲的成绩——

撸起袖子加油干，海投人拼出
了业绩：

节，有效防范了各类风险。

道出了电建海投人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的精神。

历史的节点，标注光辉的时

“四位一体”的建设管理和“两位

五年来，公司在企业管理、项

看 装 机 —— 7 个 投 产 、 3 个 在

拉开视野，可以看见还有许许

刻。2012年7月1日，电建海投公司

一体”运营管理组织管控模式，在

目管控、文化建设、党群工作等方

建、10余个前期项目，在建及投产

多多像蔡斌一样的海投人在“一带

诞生。她的诞生，是中国电建集团

建项目“五大要素”可控受控，运

面多次收获上级组织和社会各界的

总装机已达300万千瓦；

一路”的广阔天地里埋头苦干，他

转型升级的重大改革之策，是提质

营项目收益稳健。

褒奖和肯定，荣获“中国走进东盟

看增长——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

们的辛勤汗水浇灌了海投绚丽的经

增效、做大做优做强的重要创新之

——制度更加健全。围绕核心

十大成功企业、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以上增长，连续4年全面超额完成生

举。她因创新而来，向着全新的领

能力建设，构筑了以“五化”为特

奖、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标杆单位、

产经营目标，连续两年位居集团子

域而去，她身上，天然洋溢着创新

征，涵盖260余项制度、120多项流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电力行业

的气质。

程的海外投资制度支撑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全国青年

看规模——截至2016年底，营

不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创新“两

企业综合实力评价第14位；

营之花。
走向世界行程万里，为党奉献
初心不改。五年来，公司党委驰而

2016年10月，一个崭新的名

——融资更加灵活。搭建融资

文明号”等40余项集团及省部级以

业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分别

表一计划”“三三五定位”“四统

词——“海投语录”正式出现在公司

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引入市场机

上荣誉；选树了“央企楷模”“中

是成立之初的13.12倍、15.22倍、

一”等特色海外党建工作方法，全

内刊上，自此，这一带有鲜明海投特

制创新项目融资，为项目建设注入

央企业劳动模范”“中央企业优秀

4.27倍；

面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战斗堡

色的管理思想正式走进人们视野。

了充裕“血液”，为企业发展创造

党员”“中国电力楷模”等一批先

看 质 量 —— 内 部 治 理 科 学 规

垒愈发坚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

了良好条件。

进典型。公司获得4项国家专利、2

范，核心竞争优势突出，投资项目

用有效发挥，为推动海外投资发展
注入磅礴之力。

坚持把创新摆在引领发展的核

内刊

—— 管 控 更 加 有 力 。 形 成 了

在协调发展中行稳致远

心位置。过去5年，海投公司始终站

——文化更加发展。围绕品质

项境外工程鲁班奖、2项中国水电优

收益稳健，在建项目稳步推进，党

在推动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发展的

型、效益型、活力型“三型海投”

质工程奖、2项中国电建工法，10

建文化凝心聚力，社会知名度、影

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实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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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一肩挑”，公司党委把方向、

厅领导参观南欧江六级电站环境管

泥生产工艺和装备，优选低硫高热

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作用充分

理工作后，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大

值煤炭，严格节能减排，全程精细

发挥；坚持融入中心不偏离，把党

为赞同，并希望中老双方可以携手

管控，投产至今未发生一起环境污

建与战略落地、提质增效等中心

共同打造“东南亚绿色经济带”。

以开放的姿态投创未来
开放，是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经
验的历史总结。

司积极发挥中国电建集团“懂水熟
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造，能
投资运营”的国际经营比较优势，

染事故，也未收到过任何环保方面

五年来，海投公司紧跟改革

不断以BOT、BOOT、BOO、IPP等模式

任务深度融合，促价值创造；坚持

绿色，是海投走向全球过程中

投诉。2016年，老挝水泥厂获评老

步伐，践行集团战略，加快谋篇布

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发展，实现

党管人才不放松，按照国企好干部

最亮丽的一抹颜色。秉持“科学开

挝政府授予的“优秀中小企业发展

局，稳步有序“走出去”，一个个

了多个从0到1的突破，连创多项第

“20字标准”，打造国际化复合型

发，绿色发展”理念，海投将“全

奖”和“特别贡献奖”，是同时获

合同额度高、社会影响大、产业带

一。

专业人才团队；坚持建强基层不松

球绿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的

得这两个奖项的仅有2家企业之一，

动强的标志性项目相继落地，不断

在老挝南欧江流域，中资企业

懈，成立海外项目联合党工委、纪

发展定位，赫然写入公司发展战

也是唯一一家中资控股获奖企业。

在国际舞台上书写中国方案，树立

首个海外全流域整体投资开发的水

工委、团工委，实现国内外组织全

略，将“绿色”融入海外项目投资

这是一座技术领先的燃煤电

中国标准，打造中国样板。

电项目在这里孕育、生长，这也是

覆盖。

建设运营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与项

站——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

如今，党建工作亦成为公司一

目所在国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

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超临界燃煤机

域”。公司坚持把主营业务发展、

张响亮的名片。在集团2016年成员

发展的理念与实践，积极为建设绿

组，采取海水二次循环冷却和海水

核心优势发挥与“一带一路”沿线

在巴基斯坦卡西姆港，“中

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考评中，海投

色丝路贡献力量。

海投公司首个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
式开发建设的项目。

淡化补水，采用石灰石——石膏湿

国家发展战略、发展需求紧密结

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能源落地项

这是一份蕴含中国智慧的方

法脱硫技术，最大程度减少了发电

合，重点布局全球“8+10+12”国别

目、巴基斯坦“1号工程”正如火如

千帆竞速，文化领航。

案——“一库七级”、分两期开发

过程中废气、废渣的排放，满足世

市场，与东道国形成了战略契合、

荼地建设。这也是中国电建集团目

金秋九月，北京奥林匹克公

老挝南欧江。该方案一出台，便以

界银行IFC EHS标准、巴基斯坦NEQS

需求融合、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

前最大海外投资项目及首个混合所

园，海投公司庆祝建党96周年暨成

其科学的设计理念、最优的水能资

标准及中国火电大气污染排放标

局面。

有制海外项目。

立五周年健步行活动欢乐进行。这

源利用、最小的社会环境影响，以

准，建成后，将成为巴基斯坦技术

也是公司总部今年来组织的第20次

及最大的综合效益赢得了老挝政府

最先进的环境友好型电站。

主题活动。

公司位列第一！

扬鞭策马征程急。成立以来，

在柬埔寨甘再河畔，屹立着中

公司以大约平均每年开工、投产2个

国公司第一个以BOT方式投资开发的

以及当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而

尊重规律，敬畏自然，和谐发

项目，大约平均每年增加60万千瓦

境外水电项目——甘再水电站；在

恰似一个注解，体现了公司工

在此之前，美国、俄罗斯、挪威等

展。海投公司积极将绿色发展的理

装机量的速度快速前行，形成了运

老挝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坐落着海

会“月月有主题”的活动安排。而

多国专业公司，早已针对南欧江流

念融入项目开发中，将优良的中国设

营一批，建设一批，开发一批，储

投公司在老挝第一个以BOT方式投资

更为深层次的支撑，是散发着独特

域的开发提出过各式各样的设计方

备、中国技术传递到“一带一路”沿

备一批的滚动开发格局，海外投资

开发的水电项目——南俄5水电站；

魅力的公司特色“海文化”。

案，但均未得到老挝政府的认可。

线国家，提升了项目所在国绿色发展

道路越走越宽。

在尼泊尔纯净的雪山下，坐落着中

在国际舞台上，海投公司一展“中

水平，加快了所在国深度融入全球能

国方案”的魅力与精彩。

源清洁化发展的大潮中。

在大力推进海外投资业务发
展的同时，公司结合企业实际和海
外业务特点，通过顶层设计、载体

这是一块以“电建”命名的稻

建设、主题活动等，精心培育了以

田——在老挝南欧江流域开发中，

“海”“暖”“新”“益”元素为

公司主动更改设计方案，为当地村民

主要内容的特色“海文化”，营造

保留了100亩的优质稻田，这100亩稻

了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文化氛

田因此被当地村民亲切称为“电建稻

围，树形象、增活力、创品牌、促

田”。在资源节约、生态保护上，海

发展作用突出，企业发展软实力显

投算的是长远账、综合帐、整体帐，

著增强。

谋求的是可持续发展。

看着世界地图做企业，沿着

资企业在尼泊尔投建运营的第一个

“一带一路”走出去。五年来，公

水电项目——上马相迪A水电站；在

这是一座“花园式工厂”——
用绿色滋养可持续发展

棕榈树环屋绕舍，占巴花静静绽放

“老挝应该积极学习中国‘绿

在道路两旁，红瓦绿植相依相偎，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田园气息更胜现代工厂的繁忙。作

念，为子孙后代谋福利。”10月12

为老挝当前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

日，老挝丰沙里省自然资源与环境

老挝水泥厂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水
建设中的南欧江一级电站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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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东道国共同把“蛋糕”做

印度尼西亚富饶的煤矿产地明古鲁
省，中国电建在印尼市场化竞争条

大，厚植合作之基——

项目视察，盛赞南欧江梯级电站是
“一带一路”上一串耀眼的明珠，

晏志勇拜会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

是中老两国友谊的一座丰碑。

件下获得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明

老 挝 南 欧江流域梯级7个梯级

古鲁燃煤电站正稳步推进；在老挝

水电站全部建成后，装机容量将约

因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事业的

甘蒙省，老挝目前最大水泥生产企

占目前老挝电力总装机的39%，充分

推进，巴基斯坦青年阿萨拉姆渴求

业之一——老挝水泥厂生产正一片

释放老挝水电产能，为老挝经济社

了十年的摩托车梦想终于实现了，

繁忙……

会发展注入伟力。老挝南欧江一期

尼泊尔大叔希苏巴找到了想要工作

燃煤电站采用了世界上同类机组最先

这些镶嵌于丝路版图之中的项

电站投产一年多来，累计发电量突

到退休的地方，老挝女孩小婉在南

进的技术，并网发电以来各项运行指

目，明珠般闪耀着中外友谊之光，

破17亿度，成为老挝“东南亚蓄电

欧江项目邂逅了人生的幸福，印尼

标优良，环保标准优于世行标准，为

也闪烁着海投投创未来的时代光

池”战略的坚强支撑。

小伙Abu以可观的收入撑起了家庭的

巴基斯坦提供了高效清洁电力能源。

一片天……

中国电建将以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为契

资源利用本土化，为当地发展

彩。地图上那标识着“走出去”路
线的纤纤一脉，内蕴着海投开放前

从“国之交”的能源外交，

机，继续发挥电建集团“懂水熟电”

老挝南欧江项目公司将移民工

到“民相亲”的融合发展，海投公

的独特优势，关注并积极参与巴基斯

程建设、库区清理、环境监测等工

司恪守大道行思的发展战略，着眼

坦基础能源设施建设，为推动 “中

注入动能——

行的滚滚洪流，标注着海投成长发
展的历史坐标。
面向未来，蓄力革新。公司

作授予当地企业实施，签订合同逾

共赢的发展理念，干一个项目、树

巴经济走廊”建设，书写中巴传统友

以领先的绿地投资为主导，在持续

3000多万美元，解决当地就业5000

一座丰碑、交一批朋友、留一方美

谊新篇章作出更大的贡献。

深耕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东南

多人次，为老挝培养锻炼了大批专

誉。“海投梦”“电建梦”与东道

阿巴西总理对中国电建积极参与

亚传统市场的同时，开辟了印尼、

业技术人才；尼泊尔上马相迪水电

国繁荣发展的梦想在活力迸发的丝

“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建设做出的贡

坦桑尼亚、蒙古、孟加拉等新兴市

站尼籍员工已达70%，且高级管理

路上交相辉映，蔚然大观。

献表示赞赏和感谢，对卡西姆港燃煤

场，并逐步将目光投向澳洲、欧洲

层中尼籍员工占比已达20%。巴基斯

砥砺奋进五年路，初心不改

等发达经济体，积极探索迈向高端

坦卡西姆项目已累计向巴基斯坦政

海投梦。回首走过的2000多个日日

市场的路径，不失时机地尝试海外

府有关部门缴纳各类税款5000多万

夜夜，一路如切如磋，一路如琢如

2017 年 11 月 29 日， 中 国 电 建

中国电建是一家讲诚信的国际化企

并购业务，开拓风电等新能源领

美元，为当地政府税收做出巨大贡

磨，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为梦

集团暨股份公司董事长晏志勇在卡西

业，建设的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作为“中

域，在滚动前进中持续优化投资结

献。

想海投的改革发展注入无穷动力。

姆港燃煤电站拜会巴基斯坦总理阿巴

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的典范，体现

回首征程，可以豪迈地说：我们没

西，双方就加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了中国电建雄厚的实力，发挥了投资

有错失时代机遇，没有辜负历史重

推进中巴能源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

引领和示范作用，希望中国电建继续

构、业务结构、市场布局。
抬望眼，海外电力能源投资无

建设幸福家园，提升获得
感——

任。

电站优质高效提前实现发电给予了高
度评价和充分肯定。阿巴西总理表示，

限风光。海投将继续发挥中国电建

“没有想到还能住上这么好

集团海外投资产业链系统集成者、

的房子！”初秋，南欧江一期最后

决胜复兴新时代，使命在肩中

来对中国电建给予关注和支持，对卡

价值链升级带动者作用，奋勇争

一批移民由木桩草席茅草房，搬进

国梦。站在历史新起点，海投公司

西姆港燃煤电站的顺利推进并圆满投

电建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丁拯

先，深度嵌入全球电力能源投资开

公司建设的别墅般的移民新村，面

将高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晏志勇向阿巴西

国、投资管理部主任张维荣，电建海

发产业体系，扩大“朋友圈”，沿

对这改天换地的巨变，村民感慨万

主义思想旗帜，继续紧跟国家“走

总理介绍了中国电建积极参与“一带

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等相关人员陪同

着丝路延伸的方向追逐梦想，做优

分。兴建村庄、架桥修路、项目帮

出去”等重大战略，积极参与“一

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情况，

参加拜会。

做强。

扶、发展产业、赈灾助学……一系

带一路”建设，依托中国电建集

以及在推动国际电力能源绿色发展中

列带动发展，让南欧江一期库区近1

团国际优先发展战略和全产业链一

的经验和业绩。晏志勇说，卡西姆港

万移民生计提升到原有水平的160%-

体化优势，锐意创新，大胆实践，

共商是合作的基础，共建是优

180%，实现了“超原标准、超原规

扎实工作，书写伟大时代的海投答

势互补的需要，共享是丝路精神的

模”的移民安置目标，也加快了老

卷！

内在要求。以共建共享为指引，每

挝政府扶贫及城乡建设。

把共享的成果留给世界

一个项目的实施都切实回应了利益

“南欧江的开发给当地带来了

相关方的关切，共创增值，共享价

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4月，老挝

值。

国家副总理宋赛•西潘敦深入南欧江

内刊

晏志勇表示，阿巴西总理一直以

参与巴基斯坦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
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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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洪水出席
公司与工商银行海外金融服务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王斌到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调研指导

2017 年 10 月 20 日，电建股份公

参建各方在南欧江项目诠释和实践全

要科学组织、精心准备，与参建各方

团与工商银行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司副总经理王斌到南欧江一级电站现

产业链一体化开发模式和成效给予了

一道确保项目质量安全环保，保证各

与工商银行海外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形成优势互补。张红力表示工商银

场调研指导工作。股份公司总经理助

赞赏，并对坚守海外项目一线、辛勤

梯级成功截流，推进项目又好又快的

签约仪式在集团总部举行，中国电建

行愿作为电建集团“一带一路”项

理丁拯国，电建国际副总经理陈观福

付出的干部职工表示了慰问和衷心的

建设，早日见效益；要长远思考，主

集团（股份）总经理孙洪水和中国工

目开发中的主要合作伙伴，积极汇

及水电三局、南欧江二期项目公司负

感谢。王斌指出，南欧江项目是中国

动而为，抓好发电筹备及电力送出；

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参加本次签约仪

集行内优势资源，发挥工商银行对

责人等陪同调研。

电建整合内部资源实施全产业链一体

要发挥好业主引领作用，做开明的业

式并见证协议签署，公司副总经理兼

国际市场的了解及“一带一路”建

到达电站后，王斌一行先后在

化的首个海外流域性项目，该模式将

主，促进“四位一体”各成员单位

总会计师李铮代表电建海投和工商银

设中累积的经验，按照电建集团的

左岸平台察看了一级电站主体施工面

促进电建海外投资之路越走越宽，因

共同发展；落实好集团化、属地化、

行专项融资部总经理闫峻正式签署了

实际需求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特

貌、文明施工情况，了解了电站对周

此需要加强系统及长远化的思考和总

全球化战略，带动参建各方开展属

《海外金融服务合作协议》。电建国

别是与电建海投公司一起对重点海

边影响及环保管理情况，深入到砂石

结，在海外市场走稳、走向深入，通

地化实践，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际公司、工商银行总行、工商银行北

外投资项目建立切实的合作机制，

料及混凝土拌合系统察看运行情况，

过实施投资项目促升级转型，提高可

利用当地资源，培训和使用当地劳

京分行相关领导出席仪式。

共同努力将合作协议内容落到实处。

观看了南欧江二期项目建设综合视

持续发展能力，为打造世界一流综合

务，促进提质增效。

签约仪式上，双方举行了友好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工商银

频，听取了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黄

性建设投资集团而不懈努力；各单位

南欧江二期项目公司及各参建单

的会谈，孙洪水结合电建集团的业

行对公司海外投融资能力的高度认

彦德对南欧江二期项目进展、即将进

要立足自身，思考市场机遇和风险，

位在听取王斌的指示后，均表示将认

务发展情况以及与工商银行的合作

可，是公司进一步提升海外融资业

行大江截流的工作安排、送出线路及

坚持问题导向，干好项目，抓好市场；

真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努力改进工作，

现状，重点围绕集团海外业务发展

务的良好契机。电建海投公司将与

区域市场风险、“四位一体”管控、

进一步深化落实国际业务的开发理

推进项目建设好、市场拓展好，为打

战略、境外投资项目前景以及金融

工商银行继续巩固双方在海外投资

移民安置、环保与社会责任、项目党

念，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

造中国电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质

合作需求等内容同张红力副行长展

领域下的良好战略合作和信任关系。

建及属地建设情况的汇报，询问了设

改善一方环境、富裕一方百姓、传承

量效益型世界一流综合性建设投资集

计、监理、施工、安全监测等各参建

一方文化、培养一批新人，全方位、

团做出应有贡献，承载中国电建“走

单位主要情况，就区域相关事项进行

多举措、主动作为，各方齐心协力，

出去”使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了座谈。

突出项目的带动力和影响力，集中展

再创辉煌业绩。

2017 年 10 月 24 日， 电 建 股 份

开深入交流和讨论，并希望电建集

吴博 周雷皓

郭丰

调研中，王斌对南欧江二期项目
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内刊

桑文林

现中国电建品牌影响力。在指导南欧
江二期项目公司的工作时，王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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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领导班子换届干部大会

中国驻老挝新任大使王文天
视察南欧江项目

牢风险管控，实施全面考核机制，打

作风形象好”的“四好”领导班子要

司总经理助理、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

造专业人才团队，持续加强党建工作，

求，优化班子结构，发挥整体功能，

主任李燕明带队，股份公司企业领导

精心培育“海文化”，各方面工作均

加强干部培养；二是按照习近平总书

2017 年 10 月 19 日， 由 股 份 公

2017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

的移民新村，对移民安置点建设，移

司负责人汇报了电建海投公司按照国

人员管理部、党委工作部和纪委办公

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经济指标连续

记提出“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

驻老挝新任大使王文天、驻琅勃拉邦

民生计恢复，寺庙文化迁移，学校、

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布局、积

室组成换届考核工作组，代表股份公

4 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连年全面

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国有企

总领事黎宝光一行考察调研南欧江项

医疗、市场流通等配套做了详细了解，

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情况，介绍了南欧

司党委，在海投公司组织召开海投公

超额完成生产经营任务目标。2016 年

业领导人员“二十字”要求，把好“政

目，表达了大使馆、总领事馆对项目

对南欧江项目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相

江项目秉承中国电建集团“科学开发、

司领导班子换届干部大会。会议听取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资产总额分别

治关、作风关、能力关、廉洁关”四

全员的亲切慰问，并进行了项目座谈

关工作给予高度赞誉，并表示将在后

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坚持高品质、

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任期履职情况述

是公司成立之初的 13 倍、15 倍、4 倍，

关；三是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把关作

会、观摩防洪度汛应急演练、视察项

续企业视察中介绍南欧江项目的做法

高水准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推动项

职，并组织开展领导班子任期综合考

2017 年各项经营业绩将再创新高。

用，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目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项目从开工

核评价。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高级管

在视察完南欧江一级电站后，王

建设到电力生产运营，一直坚持“以

理人员、副总师、总部部门及子公司

量效益持续增长，经营指标屡创佳绩，

准确把握干部思想动态，正确对待个

文天又来到被青山绿水环抱的南欧江

人为本、全面规划、因地制宜、合理

负责人和职工群众代表共 51 人参加

市场营销能力不断增强，在建项目履

人进退，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四是严

了会议。

约受控，运营项目效益持续提升，强

明纪律，精心组织，确保换届工作顺

化风险管控，融资能力不断增强，安

利进行，切实做好换届组织工作，统

全质量管理受控，科技进步成果显著。

筹做好企业各项管理。

目安全环保工作、走访移民村等活动。
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范璟领事、项目
公司主要负责人陪同考察。

和经验。

王文天首先来到南欧江一级电站

二级水电站移民新村哈克村，详细了

补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逐步提

考察，并观摩防洪度汛应急演练。王

解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随后，王

高移民村及电站周边社区的基础设施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代

文天根据水情资料，依次发出了蓝色、

文天视察了二级电站大坝、厂房中央

条件和经济水平，实现电站建设后的

表公司党委、董事会，公司总经理杜

杜春国指出，海投公司五年来质

坚持“凡提四必”，防止带病提拔，

春国代表经理层就任期内工作情况进

李燕明对海投公司成立五年来

最后，换届考核工作组对领导班

行了述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就

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子任期考核评价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本人任期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对海投公司领导班子任期履职情况给

组织出席会议的 51 名中层及以上干

黄色、橙色、红色预警应急演练指令，

控制室和发电机层，察看了电站上下

亲自参与人员和设备撤离、伤员抢救

游库区、大坝水工建筑物，了解了电

王文天表示，南欧江项目是“一

等协调工作。王文天表示，此次演练

站机组整体运行、电站发电量和输出

带一路”沿线上的重点项目，要继续

充分反映了南欧江项目团队的工作质

以及防洪度汛情况，关注了电站区域

发扬中资企业的优良传统，发扬大国

盛玉明指出，海投公司自成立以

予高度评价，对海投公司领导班子建

部和职工群众代表就领导班子任期表

工匠精神，建设运营好南欧江项目，

来，坚持战略引领发展，开发建设运

设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一是按照“政

现进行了投票，并开展了考察谈话工

营并重，着力推进管理提升，夯实筑

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

作。

量和项目管理水平，成功的防洪度汛

安保和非传统安全管理情况。

和谐共赢、可持续发展。

工作，不仅能够在自然灾害和紧急突

在现场召开的座谈会上，南欧江

为深化中老友谊而积极努力，在“一

发事件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公司负责人对王文天大使、黎宝

带一路”建设中树立标杆，成为“一

和国有资产安全，更是维护国家形象、

光总领事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

带一路”上的耀眼“明珠”。

事关改革和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举措。

大使将南欧江项目作为到任后考察老

王文天一行走访了电站附近新建

挝琅勃拉邦中资企业的首站。项目公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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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烁祎

李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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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参加
第二届中国 PPP 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印尼明古鲁项目实现融资关闭
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组成银团提供

2017 年 9 月 28 日，第二届中国
PPP 论坛在京举行，公司董事长盛玉
明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
势，推动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业务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主题演讲。
盛玉明首先介绍了中国电建集团

境影响，以及最大的综合效益，赢得
了老挝政府以及当地社会各界的一致
认可，也使得南欧江项目成为中资企
业第一个在境外获得全流域水电开发
权的项目，意义深远。
会上，盛玉明交流分享了南欧
江全流域梯级水电开发过程中取得的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在海外

开发经验以及配套能力建设情况。作

投资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详细阐述

为全球电力能源绿地投资开发的先行

了电建海投公司作为电建集团专业的
海外投资平台，立足于“全球绿色清
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地经济
社会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元文化融
合的积极推动者”的定位，着力打造

者，电建海投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全面规划、因地制宜、合理补偿、
可持续发展”原则，考虑当地实际情
况，全面助力当地国经济社会发展，
真正实现了与项目所在国和谐共赢。

六大核心能力取得的成效。电建海投

南欧江项目开发过程中，在管理

公司基于东南亚、非洲等传统优势市

体系方面，电建海投公司重视并强化

场，正逐步拓展南美洲、欧洲、大洋

战略引领，始终把市场开发战略与东

洲等较发达市场，深度参与“一带一

道国经济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认真开

路”建设，并着眼全球能源投资发展。

展国别市场调研，指导市场开发工作；

盛玉明以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开

优化管理制度，激发“走出去”的价

带动全产业链一体化“走出去”；构

融资。自项目签属购电协议以来，

建“六位一体”属地化管理，助推海

银企双方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精

外履责深入开展，为项目健康运营奠

诚合作，圆满完成了项目融资各项

定良好的发展环境。在风险管控方面，

工作，实现了融资关闭。

电建海投公司高度重视海外投资项目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是公

风险管控工作，建立健全风险管控体

司在印尼充分市场化竞争条件下获

系；坚持百分百审核规章制度、重大

得的第一个火电投资项目，项目开

决策、合同评审，确保所有经营决策

发和融资工作完全按市场商业化标

合规合法；通过投资保险与商业保险

准推进，本项目在融资进程中面临

融资模式方面，电建海投公司不断创

印尼明古鲁融资关闭签字仪式

专门成立融资工作小组，与项目公
2017 年 6 月 30 日，电建海投公

司密切配合，国内外协同推进，完

强化自我“造血”功能；引入市场竞

司和银团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在北京

成了从贷前尽职调查、银团信贷会

争机制选择融资银行；搭建专业海外

举行印尼明古鲁项目融资关闭签字

议审批、融资协议谈判签署、信贷

融资平台，实现多渠道融资。

仪式。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国、

条件变更到最后落实首次放款条件

盛玉明的演讲充分展示了电建海

副总经理兼印尼明古鲁发电有限公

等一系列工作，全面落实了 100 余

投公司海外“全产业链一体化运作”

司董事长曹跃生、副总经理兼总会

项放款前置条件，攻克了多项政府

大企业形象与风范，赢得了与会政府

计师李铮，中国工商银行专项融资

审批、项目用地审批、PKLN 海外贷

领导、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反响强

部总经理闫峻、副总经理沈敏等出

款审批、相关政府机构的权益转让

烈。会后，盛玉明与政府官员、企业

席仪式。

同意函、PLN 的同意函及证明书出具

新融资模式，充分利用自身融资资源，

代表、研究机构代表进行深入的交流

仪式上，沈敏代表银团向印尼

探讨，为未来商业合作打下了坚实的

明古鲁发电有限公司签发了《融资

基础。

关闭通知书》。期间，双方领导就

明古鲁项目实现融资关闭，有

印尼明古鲁项目开发建设和下一步

力保障了项目后续建设资金需求。

革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融资工作安排进行深入交流，银团

印尼是电建海投公司重点开发市场，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下，由

肯定了电建海投公司在海外电力投

潜在项目较多。明古鲁项目作为电

清华大学主办的国内 PPP 领域最具权

资及融资领域的专业能力，并希望

建海投公司在印尼市场首个实现融

威和影响力的论坛。本次论坛聚焦“一

各方在明古鲁项目成功经验的基础

资关闭的项目，其融资工作为后续

带一路”与 PPP 模式，致力于贯彻落

上继续加强合作。

投资项目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森锋 吴天昊
卢俊婷

中国 PPP 论坛是在国家发展和改

发 BOT 项目为例，介绍了电建海投公

值创造力，在南欧江项目实践中，创

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

司发挥中国电建集团“懂水熟电、擅

造性提出“四位一体”与“两位一体”

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打造运用 PPP

规划设计、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

的管理模式，理顺管理链，融通产业

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为中

的专业特长，因地制宜，创造性提出

链，打通价值链，实现项目全生命周

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寻找解

南欧江项目“一库七级”、两期开发

期、全产业链的掌控，为海外项目保

决路径。

方案。该方案以科学合理的设计理念，

驾护航；聚合内部资源，集成中国电

最优的水能资源利用，最小的社会环

建投资、设计、施工、运营等企业，

内刊

着诸多挑战和考验。电建海投公司

的有机结合，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在

王振南

印尼明古鲁项目由中国工商银

等难点，排除了实现融资关闭的主
要障碍。

张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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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投产电站发电运行进展顺利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发电量突破 20 亿度
截至2017年11月2日，中国电建在海外推
进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南欧江梯级电
站一期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20亿度。
南欧江梯级电站是中国电建在老挝唯
一获得全流域整体规划和BOT投资开发的项
目，也是电建集团唯一的海外全流域水电投
资开发的全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按“一库七
级”分两期开发，总装机容量1272MW。一期
为二、五、六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540MW，
2012年10月1日开工建设，2016年4月底全部
投产发电，2016年10月31日完工,2017年1月1
日进入商业运行期，特许经营期29年。
张冀 李友安

柬埔寨甘再水电站发电量突破 25 亿度
截至2017年10月17日，甘再水电

一个BOT（建设-运营-移交）电站项

理，在2016年度获得了标准化4A良好

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5亿度，实现安全

目，电站总装机194.1MW。甘再电站自

行为企业认证及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

生产运行2101天。

2012年8月1日进入商业运行期以来，

企业达标认证。项目注重引进本地员

甘再水电站是柬埔寨政府以国际

以安全为基础、以效益为中心，坚持

工，解决当地人员就业，为电站安全

竞标和BOT模式开发实施的水电站项

“安全、稳定、连续、高效”的八字

生产保驾护航。

目，也是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的第

方针，积极推行标准化，本土化管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发电量突破 22 亿度

李雄

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2017 年发电量突破 3 亿度
截至当地时间10月23日6时54分，

电站运行人员密切关注监控设备信

的检修计划，利用机组停机时间开展

上马相迪A水电站2017年发电量突破3

息，对异常数据和报警信息迅速、准

设备维护和消缺工作，有效提高了设

亿度，完成年度计划发电量的120%，

确地进行处理，及时消除设备运行隐

备健康水平和完好率，在确保设备健

累计连续安全运行418天，安全平稳度

患。同时，加强日常巡检和设备的检

康的同时，积极做好电量营销工作，

过了运营投产后的首个汛期。

修维护保养工作，一方面，克服高温

充分利用来水充裕的条件多发电、发
好电，实现了发电效率最大化。

截至2017年9月13日，老挝南俄5水电站投运

上马相迪A水电站位于尼泊尔西

酷暑等不利环境因素，做好巡检工

5年来累计发电量突破22亿度，受到老挝当地媒

部GANDAKI地区，为马相迪河上梯级

作，在强风、暴雨天气加大巡检的次

体《经济与社会时报》的高度评价。10月24日，

开发的一级电站，总装机容量50MW

数和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完善

《经济与社会时报》在头版头条对南俄5电站进行

（2×25MW）。电站自进入商业运行

了长篇报道。

以来，项目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两位

南俄5电站自建成以来安全运营4年零9个月，

一体”电力生产组织管控模式，以标

累计发电量突破22亿度，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当地

准化管理为手段，精心组织运维团队

发展总投入超过80亿基普，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开展电力生产运营维护管理工作，系

超过100个。报道高度赞扬了南俄5公司历年来积

统规划电站电力生产工作，精细化管

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修建学校、食堂、

理，秉持度电必争理念，持续完善安

会议室、沼气池、为村民体检、为学校提供家

全生产保障体系，注重过程管控，定

具、为村民提供生活物资、为兵营建设提供物资

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召开安全生

等，并对南俄5公司改变当地贫困面貌付出的努力

产工作月例会，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表示充分的肯定。

到每个环节。2017年进入汛期以来，

内刊

李媚

董江波

刘永强

2017.12 第 4 期

30

F 聚焦

一线 FRONTLINE

FOCUS 聚焦 31

老挝芭莱水电站 BOT 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老挝政府批复

2017 年 8 月 25 日，老挝政府正

持规划合理、技术可行、经济最优、

减少了土地被淹的损失面积，移民影

式颁发老挝芭莱水电站 BOT 项目可行

影响最小这四大原则，每一个设计环

响总量也相应减少。

性研究报告《最终批复证书》。这是

节都严格校核，每一个设计参数都反

芭莱项目位于湄公河主河道，其

芭莱项目整个开发过程中重要的里程

复核算。为避免湄公河中下游基础数

开发必须严格遵循湄公河委员会的设

碑节点之一，标志着芭莱项目全面完

据资料匮乏对设计产生不良影响，项

计规划和技术要求，这是公司首次应

成了老挝政府和中国政府所有法定技

目团队先后数十次深入现场和库区雨

对此项挑战。为了确保芭莱项目设计

术审查程序，为芭莱项目开发进入快

林实地踏勘调研，并建立观测站和水

方案严格满足《湄委会设计导则》及

车道奠定坚实的基础。

力模型，跟踪监测和收集水文、气象、

其他相关国际标准要求，芭莱项目聘

十年磨一剑，终闻梅花香，芭莱

地质等各类基础数据，对数以万计的

请了国际知名独立第三方咨询机构法

项目是老挝境内湄公河主干流河道老

数据信息进行统计、模拟和分析，在

国 CNR 公司和巴西 IÁV 生态研究院，

挝境内五个电站中的第四个电站，同

此基础上形成了数十项专题研究成

依照《湄委会设计导则》对芭莱项目

时是湄公河中下游流域开发电站中的

果，为巴莱项目设计方案通过审查打

的水文、大坝安全、输沙、通航、鱼

一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项目

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为将库区淹没

道和生态环保等六个方面的设计内容

外部环境复杂，开发难度大，期间历

影响降低到最小，避免给沿线居民带

展开了合规性审查，在 2017 年 1 月

经过坝址变更、水位调整、国际评审、

来负面影响，芭莱项目在全面对比研

通过了长达 16 个月的严格、全面审查。

多方听证等多重挑战。

究的基础上对坝址位置进行了调整，

与同期其他项目审查相比，芭莱项目

一直以来，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

调整虽然增加了项目补充勘测、实地

的合规性最好、专家认可度最高、外

坚持“绿色和可持续电站”理念，坚

考察、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但

部评价最好，并获得了同期审查项目
“设计方案最优”的高度评价。
2017 年 3 月，芭莱项目向老挝政
府正式提交了最终可研报告，前后方
人员精诚合作，仅用 4 个多月时间便
获得了老挝政府的最终批复，标志着
芭莱项目技术层面已完全具备开发条
件，这也是同期在审项目中速度最快、
进展最顺利的。
张凌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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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明古鲁项目
“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正式启动

案落到实处。

2017年9月22日，印尼明古鲁发

仪式上，项目公司支部书记冀瑞华从

电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明古鲁项目“四

指导思想、工作目标、组织领导、工

明古鲁项目“四位一体”组织

位一体”建设管理组织模式。电建海

作内容及措施、工作要求五个方面对

管控方案的启动实施旨在全面贯彻落

投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副

明古鲁项目“四位一体”管控方案进

实电建集团“调结构、促转型、产业

总经理曹跃生，水电八局副局长肖

行了介绍。

链与价值链一体化和国际业务优先发

军，河南电力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张继

盛玉明在听取介绍后表示，明古

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充分发挥集团

军及上海电监明古鲁项目总监于平等

鲁项目“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实

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贯彻落实电建

各参建单位代表出席了启动仪式。

施方案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明确，措

海投公司业主、监理、施工、设计

为落实电建海投公司“四位一

施到位，具备启动条件。他强调，项

“四位一体”建设管理组织管控模

体”建设管理组织管控模式，更好的

目公司要对方案进一步细化，要以项

式，充分调动参建各方的主动和能动

发挥统筹协调和纽带作用，紧密联系

目公司为组织牵头方，将项目建设的

性，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合力解决

集团系统参建单位，有效发挥业主、

关注点与奖励机制相结合，形成有效

明古鲁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监理、施工、设计等参建各方作用，

的考核机制，每年召开“四位一体”

为全面实现明古鲁项目各项建设任务

发挥组织优势，提升能力，强化管

组织管控总结会，评选和表彰为项目

凝心聚力。

控，推动履约，项目公司牵头制订了

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员工，奖励

《印尼明古鲁项目“四位一体”建设

阶段性成果，形成正能量，从而将

管理组织管控模式实施方案》。启动

“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和实施方

魏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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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 2017 年
全国建筑业财税知识竞赛团体金奖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行业软实力建设贡献奖”
力建设贡献奖”。

等荣誉。

电建海投公司自成立以

文化和人才是企业未来竞争的

来，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

关键，而包括文化、人才要素在内的

2017年9月23日至24

八大建筑央企和各省属建筑企业与行

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中

企业软实力建设更是保持企业基业常

日，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业协会，共计55246名选手，1万个团

国电建全球发展战略，外拓市

青的关键要素。

协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

队报名参赛。

当前，以“一路一带”、互联

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天扬

本次财税竞赛以“营改增”为

质增效，主要经济指标连续4年

互通、境外自贸区建设为代表的区

杯”2017年全国建筑业财

主线，涉及税法、PPP项目融资及税

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连续4年

域间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以及国家

税知识竞赛决赛在北京首

务筹划、会计准则、经济法等内容，

2017年8月8日，由中国电力企业

全面超额完成生产经营任务目

“走出去”战略升级版，为海外投资

都经贸大学举行。电建海

彰显“专业性、权威性、竞技性”特

联合会主办的首届全国电力企业文化

标，连续两年位居中国电建集团子企

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方向指

投公司海纳百川队获得团

点。通过此次学赛兼容的方式，海投

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机

体金奖。

公司财务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

场、内强管理，严控风险，提

和品牌建设沙龙活动在北戴河举行，

业综合实力评价第14位。

中电联领导、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企业软实力

遇，中国海外投资进入新的时代。面

中国电建集团旗下共

有了进一步提升，为更好地推动海投

学教授和全国各电力企业共130余名

建设，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发展

对新形势、新要求、新常态，电建海

有5支代表队参加此次竞

战略和管理思想；二是注重载体建

投公司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赛。竞赛面向国内31个省

公司发展充实了财务人才力量。
王家琨

电建海投公司应邀参加，公司

设，精心定制并发布丰富多样的文化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旗帜、不忘

市，组织规模涉及全国66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产品；三是组织主题活动，打造“海

初心，主动担责、积极作为，为打造

个赛区，参赛队伍覆盖中

赵新华代表公司参会并作了主旨演

文化”，提升企业软实力；四是推进

海外投资升级版提供坚强保障，为中

电建、中能建、中铁建等

讲。会上表彰了全国电力行业软实力

创先争优，先后荣获30余项集团及省

国电建建成世界一流企业作出新的贡

建设贡献奖单位及个人，公司荣获

部级以上荣誉，一批员工也先后荣获

献！

“2016-2017年度全国电力行业软实

“央企劳模”“央企优秀共产党员”

代表出席活动。

李胜会

公司荣获“全国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先进单位”

公司荣获“集团（股份）公司 2015-2016 年度
设备物资管理及采购管理先进企业”

参加会议。电建股份副总经

是紧紧把握公司外宣工作特征，二是

理姚强出席会议并作了专题

全面搭建公司外宣工作格局，三是策

2017年7月31日，电建股

肯定。近年来，在公司领导的正确指

讲座；电建股份新闻中心主

划实施公司“3+N”专项宣传，四是

份公司2017年设备物资管理工

导下，在相关部门与项目公司的大力

任孙建立出席并讲话；公司

精心讲好中国电建海外故事。这是

作会议在京召开，海投公司获

支持下，公司以中央企业采购管理对

党委工作部主任李胜会代表

继荣获“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标杆单

评“集团（股份）公司2015-

标提升工作为契机，以建设运营项目

公司作为4家单位之一在大会

位”“中国电力新闻奖一等奖”“全

2016年度设备物资管理及采购

的设备物资保障工作为载体，苦干实

上进行交流发言。

国工程建设领域优秀通讯站”“全国

管理先进企业”称号，公司副

干，抓出成效，提升“四率”水平，

会议表彰了2016年度全

施工企业优秀报刊金页奖”“中国电

总经理曹跃生代表公司参加会

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在后续工作

2017年7月19日，由中国电力传

国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先进单位、先

建标兵记者站”等荣誉之后，公司在

议并领奖。

中，公司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梳理完善

媒集团、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中

进个人。公司从187家参选单位中脱

新闻宣传领域获得的又一殊荣。

国电力报刊协会主办的全国电力工程

颖而出，获评“2016年度全国电力工

本次获得2015-2016年度

制度流程，抓好设备安全管理工作，

先进企业荣誉，是集团（股

提升采购管理能力，扎实推动设备物

企业新闻宣传联席会在贵阳召开，来

程新闻宣传先进单位”称号。长期以

份）公司对海投公司设备物资

自全国电力建设领域的140余名代表

来，公司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一

管理及采购管理工作成绩的

资管理及采购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王亮
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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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案例

公司宣传作品蝉联中国电力新闻一等奖

2017年7月22日，由中国

2017年度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贡献人

2017年5月25日，堪称“电力奥斯

赛程滚动超过半年，共有500多家参赛单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物、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案例和全国企业

卡”的第十二届“中电传媒杯”全国电

位、1600多部作品参赛，共同角逐8个类

主办的“全国企业文化年会

文化优秀成果。公司案例荣获“全国优

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2016年度“中国

别的奖项。会上，公司作了典型发言，

（2017）”在北京中国职工之

秀企业文化案例”，这也是集团系统单

电力新闻奖（影视）”作品决赛暨颁奖

分享了创作经验与心得，介绍了公司践

家举行。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位唯一获奖的优秀案例。

盛典在北京举行，公司报送的《筑梦马

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走出去

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代表

相迪》《电建海投公司形象宣传片》两

开展海外投资业务取得的优异业绩，以

公司参会。会议表彰了2016-

部作品双获优秀影视作品一等奖，其中

及在扎根当地推动跨文化融合方面的经

《筑梦马相迪》获中国电力新闻一等

验做法，在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集

奖，这也是公司连续两年荣获该奖项。

中展示了公司良好的形象。

李胜会

耿兴强

该项赛事由中国电力报刊协会和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共同主办。本次大赛

《电建海投》喜获
2017 年度工程建设行业报刊金页奖
中施企协给予《电建海投》的
颁奖词：
长卷舒展80页，擘画海外投资之
精彩；大笔如椽4万字，续写丝路文明

道出海外投资新思考；“镜像”明澈，

2017年9月14至16日，电建海投公司

倒影中外融合新篇章。卷卷美图，气象

应邀参加全国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坛。

万千，洋洋千言，蔚为大观。

会上表彰了2017年度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

电建海投公司高度重视管理创新

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日子

文大赛获奖作品，公司总经理、党委副

工作，把坚持管理创新上升为公司管理

篇论文荣获一等奖，另有2篇论文荣获二
等奖。

里，《电建海投》是一艘远航舰，在电

书记杜春国撰写的《海外电力绿地投资

理念，并列为“五大坚持”之一，建立

她是史官，忠实记录大国央企投资

力业务“走出去”浪潮中行稳致远；

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探索和实践》等4

公司管理创新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通

业务走向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的坚实足

《电建海投》是一剂强心针，在深化改

过公司论文大赛、课题研究、成果申报

迹；她是歌者，放声高唱中国电建海外

革谋求发展的征程上凝心聚力；《电建

等，鼓励员工立足岗位进行管理创新，

投资数十个运营、在建、前期项目的时

海投》是一台助推器，在打造海外投资

并及时进行总结提炼。经过电力企业评

代强音；她是舞者，温情演绎共建共享

升级版过程中持续发力。

审专家严格的初审、复审，公司6篇管

之华章。

互容共促的海外故事，她就是——《电
2017年8月10日，中国施工企业管

公司 6 篇论文在
全国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文大赛中获奖

建海投》。

展海投形象神采奕奕，铸企业品牌
熠熠生辉。

理创新论文在全国电力企业管理创新大
赛中脱颖而出，这些论文分别从海外绿

理协会在昆明召开2017年通联员会议，

四大板块撑起公司发展宏观大局，

《电建海投》将一如既往，砥砺前

地投资项目管理、境外电力投资合作模

表彰了2017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行业优秀

十余栏目承载企业腾飞辉煌业绩。这里

行，承担形象宣传重任，争创国企内刊

式、国际项目环评、海外项目信息化建

报刊、优秀主编、优秀通讯员。电建海

有叫得响、过得硬、接地气的精品力

标杆，赢得你我他的点赞！

设等方面进行创新，充分展示了公司坚

投公司内刊喜获“2017年度全国工程建

作，更有“海投梦”“电建梦”“中国

持管理创新，顺应国企改革形势，打造

设行业报刊金页奖”，李胜会同志荣获

梦”的一脉相承。“聚焦”要闻，传

海外投资升级版的成效，为国有电力企

“2017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行业十佳期刊

递创新发展新理念；“视野”宽广，

业的海外投资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主编”。

再现多少丝路新繁华；“纵深”捭阖，

得到了评选委员会专家的充分肯定。
杨玲
田赋珺

内刊

李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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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文明办检查指导公司
首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是海投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资委关于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有关要
求，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扎实推进“学习型、服务型、
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深化“四个意
识”，增强“四个自信”，为海外投
资业务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智力支
持和文化条件。三是海投公司坚持文
化引领，注重创新工作。创造性地建
立了海外项目联合党工委，围绕项目
建设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战斗堡垒
和先锋模范作用，创造了海外党建新
鲜经验和有效做法。同时，注重海外
2017年6月30日，国务院国资委

传播力的提升，构建多样化的海外宣

宣传局副巡视员金思宇、宣传局文化

传格局，塑造了中国企业良好形象，

处处长闵玉清莅临电建海投公司检查

构筑起了中外友谊的桥梁。四是高度

指导首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重视首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创建过

在听取汇报、查阅相关资料并

程组织得力，制度完善，措施有力，

与参会人员沟通交流后，金思宇、闵

成效显著，体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

玉清对公司改革发展和精神文明创

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检

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金思宇指

查组对此次检查、验收是满意的，同

出，一是海投公司始终坚持党的领

时希望海投公司进一步坚持高标准、

导，注重顶层设计，突出战略引领，

高目标，进一步查找不足，落实责

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积极

任，完善机制，进一步提升精神文明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探索

创建工作标准，努力成为电建集团精

建设管理、运营管理模式，打造了利

神文明建设的标杆单位，助推海外投

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效提升了

资业务发展。

谭毅

张一凡

中国制造、中国产品的海外声誉。二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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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迎检
“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考察

公司党建工作获得电建股份考评第一名

建故事、唱响海投声音、选树品牌
形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海投
文化体现了多元性，涵盖了安全、质

2017 年 5 月 27 日，电建股份党委通报了 2016 年成员企业党建工作
责任制考核情况，公司党建工作获得电建股份先进并考评第一名；这一成
绩凝聚着公司党员干部和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和拼搏奉献。

量、法治、廉洁等专项文化，以及视
觉标识、员工行为规范等内容；四是
海投文化产品、载体建设很有成效，
公司文化手册健全完善、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公司内刊品质较高，宣传
片、画册等都展现了海投文化特点；
五是海投文化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理
2017年10月12日，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会员与企业文化建设部副主任

廖福流指出，电建海投成立近

白俊文、企业文化处处长庆蕾等领导

6年来，从无到有、创业进取，坚持

及专家一行莅临公司，考察公司申报

“两手抓、两手硬”，每年主要经

“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

济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这一

位”创建工作。

连接串数字背后都有着海投文化的支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主

撑；公司在推进文化建设中有三个方

持考察会并汇报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等

面比较突出，一是领导重视；“一把

工作；电建股份公司党委工作部/企业

手”履职到位，班子成员尽职尽责，

文化部主任廖福流、副主任魏立军，公

连续两年在集团业绩考核中名列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公司党

一，去年党建责任制考核等多项管理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

评价指标均是第一；文化建设形成了

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领导带头齐抓共管、部门协同重点落

在观看了《公司形象宣传片》

实的工作格局。二是思路清晰；公司

《情满南欧江》《筑梦马相迪》《燃

密切结合实际，明确发展战略规划，

情卡西姆》四部宣传片，听取公司企

提出“三型海投”目标，通过文化建

业文化建设情况汇报后，白俊文介绍

设年、文化体系手册、文化元素培育

了中电联关于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

等，打造海投特色文化；三是成效显

建设示范单位考察工作，并指出，电

著；公司生产经营、党建工作、文化

建海投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成效突出、

建设、团队打造等各项工作成效突

成果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司领

出；希望海投公司持之以恒拓市场、

导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海文

抓生产、建文化，推进海外投资业务

化”体系理论有支撑、落地有举措、

持续健康发展。 李胜会

建设有成效；二是海投文化在讲好电

内刊

念，文化与企业发展相融共促。

张一凡

2016年，公司党委认真贯彻中

8个海外项目开展专项检查、效能监

央精神和电建股份党委部署，着力

察、过程监督；信息公开250余项，

推进党建优势发挥和价值创造，把方

开展海外廉洁教育80多人次，构建防

向、管大局、保落实，充分发挥了党

控联动机制；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保

委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公司

障。

实现“一签约一投产两开工”目标，
全面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荣获

深入贯彻中央精神，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标杆单位”“全

筑牢发展思想基础

国模范职工之家”“中国电力新闻奖
一等奖”“中国电建先进基层党组

“四结合、四落实”加强政治学

织”“中国电建标兵记者站”等10余

习。公司党委深入贯彻十八届六中全

项集团及省部级荣誉。

会、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和习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组织各类学习150余

全面履行党建责任，

次；研讨宣贯“打造4大海外平台、

充分发挥核心作用

建设6种核心能力、落实5大坚持”的
战略构想和海投理念；讲政治、讲规

表单分解任务强化层层落实。公

矩、讲忠诚；组织了“五个一”即一

司党委年初制订了“两表一计划”即

堂党课、一本专辑、一次礼仪培训、

党建责任制、党组织建设任务分解

一次摄影展、一系列文化活动等，促

表和年度计划，认真盯清单、亲自抓

进价值认同、文化融合和思想统一。

落实，强化党建主体责任、书记“第

“四同步、四对接”完善组织机

一责任人”履职到位；将党建工作纳

制。公司党委设有基层党组织15个，

入中长期规划16大保障体系，明确方

其中驻外党组织10个，实现国内外

向、路径和举措；层层签订党建、反

组织全覆盖；全年主持召开8次党委

腐倡廉责任书72份；以党建工作成效

会、17次党政联席会，138项决策均

促进企业发展。

有效落实；开展“制度修订月”活

突出主体责任建立联动机制。贯

动，对包括46项党群制度的9大类260

彻从严治党，建立“识责、明责、述

项制度进行修订，形成流程健全、制

责、考责、问责”机制；组织巡视整

度闭合、高效运行的管理体系；实施

改“回头看”，落实惩防体系规划，

海外项目党政交叉任职，12名党组织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对

书记去年初首次述职评议，取得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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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扎实开展巡视整改落实工作
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必须高度重视巡视

坚持党管干部，坚持专业的人做专

路”战略相吻合、与商业模式创新相

业的事。一是抓引进，选聘24名中层

吻合，构建话语体系；人民日报、央

创新海外党建工作，

干部，引进50名专业人才；二是抓培

视、新华社等20余次聚焦海投；策划

政治优势引领发展

训，实施“一石三柱”体系，组织培

了南欧江“3+N”、上马相迪专题，

训68项1122人次；三是抓使用，建立

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展现中国电建

推动机制创新，发挥党建优势。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岗匹配机

不一样的视野、理念、愿景、目标、

公司党委去年成功召开党代会完成

制；四是抓交流，加强外派常驻、跟

责任和能力。《筑梦马相迪》获中国

党委、纪委换届；明确海外党建

踪培养和干部交流；五是抓考核，建

电力新闻一等奖，公司获“全国工程

“三三五”定位，确保“保证方向、

立以平衡计分卡为主的多维度考核

领域优秀通讯站”。

融入中心、管好党员、建好文化、和

体系，明确“服务、指导、监督”6

强化基础保障，细化人文关怀。

谐发展”作用发挥。在卡西姆、南欧

字方针，抓好总部建设。公司一批

健全党务机构，选优配齐党务人员，

江项目成立了涵盖投资、设计、监

集体及个人先后荣获“央企优秀党

畅通党群工作网络；开展系列人文

2017年6月15日，股份公司第四巡视

梁小成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对

抓好干部作风建设、要抓好干部队伍建

理、施工、运营等20余家单位的联合

员”“央企楷模”等荣誉。

关怀，组织“逢节日送关爱、过生日

组召开巡视电建海投公司情况反馈会。

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传达了股份

设、要加强制度建设；三要巩固整改成

送祝福、遇困难送温暖、关爱小行

股份公司巡视办副主任梁小成，股份公

公司巡视领导小组对被巡视企业下一步

果，推动改革发展，具体要自觉把整改

效果。

党工委，集成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和

整改工作，要以此次巡视反馈为契机，
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以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坚决贯彻股份公
司党委的巡视整改要求，切实转化好、
运用好、拓展好巡视成果，不断推动公
司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一要坚持问
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实，具体要突出领
导带头、突出责任分解、突出跟踪督
办；二要加强标本兼治，从严管党治
党，具体要严格落实“两个责任”、要

“四位一体”作用，抓好项目“五大

强基固本提升效能，

动”，设立母婴爱心室，组织志愿结

司第四巡视组组长宋学军出席会议；公

抓好整改落实工作的有关要求，一是加

落实同稳增长、调结构、提质效、防风

要素”管控，有力促进集团业务链向

文化宣传凝心聚力

对帮扶，慰问关怀员工977人次；开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主持会议，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二是强化干部纪律

险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动

展“海投之星”活动，每月都评选2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及在京

意识；三要严格执行企业负责人薪酬管

海投更好更快发展。

理制度；四是强化“三重一大”民主制

情况反馈会后，公司党委高度重

度的执行，防止有的领导干部故意规避

视，成立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认真

价值链转变；建立12个党建联系点，
加强党委委员 “一岗双责” 落实。

培育特色文化，建设“三型海

名业绩突出普通员工，年内24名中外

公司领导、中层干部、职工代表等参加

坚持五个融合，推进“两学一

投”。围绕打造品质型、效益型、活

员工受表彰。开展公益助学、英语配

会议。

做”。把学习教育与战略落地、提质

力型海投，一是顶层设计；定规划、

音等团青活动，荣获“全国青年文明

会上，宋学军代表巡视组通报了对

制度；五是被巡视企业要以巡视整改为

部署，组织开展巡视整改工作，先后召

增效、强化履约、素质提升、文化培

列细则、重评价，做好文化宣贯。二

号”“首都学雷锋示范岗”等荣誉。

公司巡视情况的反馈意见。按照股份公

契机，全面强化内部经营管理工作。同

开6次专题会议，明确责任分工和整改

育相融合，用信仰坚定信念，用发展

是建好载体；编印文化手册、宣传画

2017年，面对新形势、新任

司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股份

时他就公司做好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提

时限，认真细化落实巡视整改工作。截

统一思想，用事业凝聚力量。认真完

册，统一形象标识，规范商务礼仪。

务、新要求，公司党委将紧密团结

公司2017年第一轮第4巡视组于今年2月

出了四点具体要求：一是正视问题，触

止2017年8月底，整改工作已保质保量

成党员组织关系、违规违纪、基层换

三是开展活动；举办文化建设年、研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20日至3月6日，对公司进行了巡视。通

动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

全部完成，并在整改工作中形成闭环管

届和党费收缴等专项检查工作；搭建

讨会。四是丰富内涵；凝炼提出海投

围，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和上级组织

过巡视，巡视组认为，电建海投公司主

紧迫感和责任感；二是动真碰硬，真抓

理，提高工作质量，做到举一反三，有

“互联网+党建”平台，推广“三坚

语录，精心培育“海文化”，得到员

部署，高举旗帜、不忘初心，主动

要经济指标连续3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

实干，确保巡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三

效提升了公司的业务开发、市场拓展、

持一落实”方法，卡西姆党工委“做

工充分认同和响应。公司文化成果在

担责、积极作为，全面落实公司一

长；总体呈现蓬勃发展、积极向上的氛

是强化党建，挺纪在前，严格落实“两

投资融资、建设运营、职能管理等水

表率践承诺”、南欧江党支部“大使

全国电力行业座谈会交流并获一等

次党代会部署；充分发挥党委核心

围，职工队伍年轻、有朝气，素质高、

个责任”，全面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平，形成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长效机

讲党课”、甘再党支部“文化讲堂”

奖。

作用，为打造海外投资升级版提供

业务强，团队总体和谐，凝聚力强，对

设；四是以巡视整改倒逼改革，促进企

制。

坚强保证，为中国电建建成世界一

电建海投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流企业作出新的贡献！

时，还指出了公司在有关方面存在的问

等成效明显；公司党委“五个融合”
作法在集团座谈会上进行交流。
抓好五个环节，打造专业团队。

内刊

讲好电建故事，彰显品牌效应。
紧抓“三个吻合”即项目实施与所在
国绿色发展主流相吻合、与“一带一

李胜会

题；并就巡视整改工作提出有关要求。

李胜会

张一凡

盛玉明代表公司党委、公司领导
班子作了表态发言，他强调，公司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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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逐梦丝路，迈向新征程》五周年画册

公司《企业文化手册 2017 版》正式发布
中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断夯实，盈利能力、发展潜力持续增
强，对集团的贡献率逐年提升，连续
两年位居集团子企业综合实力评价第
14位。
五年来，电建海投公司强化管
理，提质增效，核心优势日益凸现。
公司提出了“五个坚持”的管理思
想，即坚持战略引领、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复盘理念、
坚持管理创新；战略规划引领发展作
用明显，“五化”管理体系运转高
效，融资能力优势突出，风险管控保
障有力，“四位一体”建设管理和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中国电

未来的博大情怀，勤勉创业、实干兴

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五周

企，公司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年。近日，电建海投党委正式发布

大、从弱到强，从起步到领跑的跨越

《逐梦丝路，迈向新征程》五周年纪

式发展！

念画册，用一个个画面，描绘电建海

五年来，电建海投公司开疆拓

投人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决心，用

土，戮力征战，投资项目硕果累累。

一个个镜头，闪现电建海投人披荆斩

公司紧跟国家重大战略，紧抓海外投

棘、勇往直前的毅力，用一个个事

资机遇，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持续优

件，展示电建海投人绿色发展、扎根

化市场布局，在老挝、柬埔寨、尼泊

海外的情怀。

尔、巴基斯坦、印尼、刚果（金）、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新加坡、香港、迪拜等10多个“一带

五年前，紧随国家“走出去”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0多

战略的方向指引，秉乘中国电建“全

个公司，拥有7个投产项目、3个在建

球化”布局的先发优势，中国电建集

项目和10多个前期项目，在建及运营

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扬帆启航、砥砺

电力项目总装机超过300万千瓦。

前行！

五年来，电建海投公司严控风

五年艰苦创业，五年励精图

险，强化经营，经济效益持续提升。

治；五年乘势而上，五年跨越发展；

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连续4年实现两位

五年茁壮成长，五年硕果盈枝！

数以上增长，连续4年全面超额完成

五年来，作为中国电建专业从

年度生产经营任务目标。2016年公司

事海外投资业务的法人主体和运作平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分

台，电建海投人以踌躇满志、挥斥方

别是公司成立之初的13.12倍、15.22

遒的豪情壮志，以海纳百川、投创

倍、4.27倍，比较优势、管理基础不

内刊

“两位一体”运营管理组织模式不断
完善巩固，实现了以投资为先导，集
成集团全产业链优势一体化“走出

化；在大力推进海外投资业务发展的同

这也是公司第三次修订发布企业

时，公司以海外投资战略规划为指引，

文化手册；该手册包括理念篇、战略

结合企业实际和海外业务特点，通过顶

篇、项目篇、特色篇、责任篇、荣誉

层设计、载体建设、主题活动等，围绕

篇、标识篇7大部分，涵盖了海投战

“三型海投”即品质型、效益型、活力型

略、海投语录、企业愿景、企业精神、

海投建设，明确路径，细化措施，分步

核心价值观、廉洁文化理念、安全文化

推进，精心培育以“海文化”为主要内容

理念、质量文化理念、法治文化理念、

的海投特色文化，树形象、展风采、创

员工行为规范、企业标识、社会责任和

品牌、促发展；公司始终坚持以文化育

特色海文化等20多项内容。

人、以文化兴企、以文化助发展，将文

作为中国电建集团专业从事海外投

化建设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以塑造优

资业务的法人主体，电建海投公司承载

秀的企业文化助推海外投资战略落地实

2017年5月8日，电建海投公司《企

着集团调结构促转型、产业链价值链一

施，教育引导广大海投人感恩企业、爱

业文化手册2017版》正式发布，这标志

体化和国际业务优先发展的引领、载体

岗敬业，增强文化凝聚和价值认同，营

着公司在打造“海文化”提升企业软实

和平台作用，公司自成立起就始终高度

造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拼搏进取的良

力、引领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建设

重视并积极打造具有海投特色的企业文

好发展氛围。

李胜会

谭毅

去”的战略目的。
五年来，电建海投公司加强党
建，锤炼队伍，海投文化特色鲜明。
公司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融入中心，

公司党委发布《基层党组织实务手册》

服务大局，强化党的建设，实现了
“根”强“魂”固；海外党建创新成
效显著，“海文化”建设不断加强，

发挥公司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

司党委有关制度文件编制。手册共

“海投语录”深入员工心田，跨文化

保落实”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确保

分为总则、党工委、党支部、基层

融合经验逐步推广，一支复合型专业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企业严

党组织管理等四个章节，具体涵盖

化团队日益成为海投业务发展的坚强

格贯彻执行，为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

海外联合党工委、区域党工委的组

支撑。在国际舞台主动发声，讲好中

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政治和思想

建和职责，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制

国故事，唱响海投声音，公司软实力

保证。

度建设、发展党员具体流程、党内

不断提升。

《电建海投公司基层党组织实务手

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党建责任

梅香自苦寒，集结再出发！在

在庆祝建党96周年暨公司成立

册》依据《党章》《中央组织部、国

制、党建档案管理工作等内容。手

新的历史起点上，电建海投公司将不

五周年之际，公司党委编制的《电建

务院国资委党委、外交部党委、商务

册适用于公司总部直属党支部、各

忘初心，继续前行，以战略引领为舟

海投公司基层党组织实务手册》新鲜

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单位党

驻外机构党组织，包括海外区域党

楫，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加快打造海

出炉。这是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加强海

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在深化国

工委、联合党工委、党支部。

外投资升级版，以实现海投梦来践行

外基层党建工作、提升党建工作规范

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电建梦、中国梦！

化和标准化水平的又一重要举措，该

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5〕

《实务手册》的编制发行，将进一步

44号）及中国电建集团（股份）公

李胜会

杜菲 谭毅

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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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维护保持风清气正、心齐气足的从业环境

公司工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展示新作为

公司2017年1至9月份纪检监察工作主
要完成情况进行了通报，对落实集团
（股份）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责任制、监督“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创新海外廉洁风险防控等6个方
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公司
各单位“明准则、知条例、守纪律”

日前，《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工作》2017 年第 10 期刊发了公司工会经
验交流文章《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工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展示新作为》，对公司工会工作进行总结和肯定。
《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工作》
是由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办的期刊，每月刊登全国能源、
化学以及地质板块国企工会工作的典型材料、先进经验，是展示国企工会
工作的重要窗口。

一决高下,营造比、学、赶、超的竞技
氛围。
文化聚力 , 在促进民心相通上展示
新作为
海外投资项目运营期长达20-40

主题教育活动整体开展情况进行了报
告。按照会议议程，对集团（股份）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引领下,

公司、公司《全面监督“十三五”规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划》工作任务进行了宣贯。各部门负

简称电建海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重点项目巴基

重要内容。公司工会充分利用各种活

责人结合本单位业务工作，对落实反

建设。目前,在老挝、柬埔寨、巴基斯

斯坦卡西姆燃煤电站,以技术创新推动

动载体,以“海文化”凝心聚力,推进

腐倡廉工作情况作了汇报。

坦、印尼等13个国家有7个投产项目、

提质增效,成立QC小组35个,征集合理

互动融合；细化人文关怀,倾听员工诉

化建议100多条,累计节约200多万元,

求,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真心

作用，引领职工在生产经营主战场建功

年，外籍员工占44.2%,促进文化融

立业，确保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合、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2017年9月29日，电建海投公司

会议提出，公司各部门党风廉政

3个在建项目,10余个前期项目,电力总

纪委在总部召开了2017年反腐倡廉工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心，服

装机300万千瓦。电建海投生产经营具

保证重大里程碑节点目标提前或按期

实意为中外员工办实事、做好事、解

作联席会暨第四次纪委（扩大）会

务大局，各级领导人员牢固树立政治意

有投资形式多、业务领域广、项目分

完成。

难事,增强了中外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

议，会上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识、大局意识，讲规矩、守纪律、重程

布广、运营时间长、外籍员工占比高

赵新华分析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序、强规范，积极作为、廉洁从业，共

等特点。

败工作任务形势，对公司“明准则、

同维护和保持公司风清气正、心齐气足

知条例、守纪律”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尼泊尔上马相迪A水电站是中资企

感,有效促进了民心相通。

业在尼泊尔投资的第一个电站项目。

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各级

电建海投公司工会结合海外业务

2016年,项目围绕“9.26”首机并网发

工会每月都组织开展“月月有主题”

的工作氛围，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特点,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发展、服务

电目标,组织开展“抢工期、保发电”

活动,丰富“海文化”的内涵。坚持重

情况作了说明，要求公司各级领导人

创造良好的环境。各部门要按制度规定

职工,充分发挥海外工会工作优势,在

劳动竞赛,为项目按期发电提供了有力

心下移、资源下沉,在海外各项目修建

员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讲

要求，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展示新作为,

保障。该项目的按期发电,有效缓解了

羽毛球场、篮球场、阅读室，配备健

规矩、守纪律、重程序、强规范，珍

任体系任务目标融入日常管理工作，按

着力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

尼泊尔电力紧缺的现状。为推进老挝

身器材等活动设施,建立企业文化宣传
长廊，每月与当地员工共同开展文体

惜岗位，积极作为，廉洁从业，共同

照学习贯彻《规划》要求，在各自权限

维护和保持公司风清气正、心齐气足

和业务范围内履行好分管和监管责任，

融入中心 , 在推动海外项目建设上

南欧江梯级电站建设,老挝南欧江二期
项目开展“努力拼搏,确保5 .31目标”

的工作氛围，推动公司年度党风建设

形成监督合力，共同营造公司风清气

展示新作为

劳动竞赛,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当地员工传播公司“海文化”。老挝

和反腐败责任制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

正、积极向上的干事、创业氛围。

带动业主、设计、监理、施工掀起建

公司开展中外员工羽毛球、篮球、藤

设高潮。

球、拔河比赛等活动；上马相迪项目

会议由赵新华主持，公司纪委委
员、各直属党支部书记、支部纪检委
员、总部各部门负责人20余人参会。
会上，公司纪委副书记潘韵萍对

联谊活动,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并通过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观看了《央

该公司工会融入中心,服务“一

企领导人员违纪违法警示录》教育视

带一路”建设,以工程质量、安全、进

老挝南俄5公司,结合项目运营工

举办摄影比赛、登山活动；甘再工会

频。

度、成本、效益为重点,围绕年度目

作重点,开展以“弘扬安全文化,提升

开展“职工读书月”“我为食堂打个

标任务和项目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开

安全素质,扩展安全知识”为主题的安

分”“文明寝室评比”等活动。2017

展“积极作为勇担当、提质增效促发

全知识技能竞赛。老挝水泥厂改进窑

年春节,卡西姆联合党工委组织举办春

展”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劳动竞赛、技

尾密封装置,提高生产效率，实行错峰

节联欢晚会，9家参建单位800余名中

术比武、“安康杯”竞赛等形式,积极

生产,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为提高中老

巴员工欢聚一堂、喜迎新春,在异国他

探索全产业链一体化海外投资项目劳

员工的技术水平,老挝水泥厂举办“氧

乡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老挝水

动竞赛模式,充分发挥海外项目工会的

割-焊接”“插袋-装车”技术比武大

泥厂开办瑜伽班、组织晨跑队、开放

成。

内刊

赛,“洋徒弟”与中国师傅同台竞技,

何志权

程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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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影院等,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凝

誉的窗口,各项目工会以职工之家为平

学习“每日一句”、英语情景对话比

聚员工,增强外方员工的归属感,激发

台,与当地政府、参建单位、大使馆、

赛等活动,提升英语应用能力。

工会组织活力,赢得当地民众的理解和

合作机构等开展学术交流、纪念联谊

该公司各海外项目在运行机制、

支持。

等活动,促进了中外员工交流和文化融

管理方式、劳动用工等方面,积极推

以人文关怀促民心相通。在健康

入。搭建学习培训平台,多措并举服务

进本土化经营。仅南欧江一期项目在

体检、商业保险、晋升培训等方面为海

员工成长成才；创造就业机会、助力

建设高峰期,就为老挝当地提供5000余

外员工提供支持服务。各项目自建“生

当地经济发展,推动海外项目本土化经

个包括翻译、修理工、钢筋工、砂灰

态小农场”,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员工,能

营,为公司更好的“走出去”、更好地

工、司机、行政管理等就业岗位,员工

吃上家乡菜,改善生活质量。创新开展

“走进去”提供有力支撑。

本土化达40%以上。各项目积极支持当

海外志愿服务活动,对70余名海外员工

为促进中外交流,老挝南欧江等项

地施工队伍参与到项目临建设施、移

实行“一对一”志愿帮扶,主动帮助他

目邀请当地老干部、大学生等到项目

民环境项目、库区清理等工作中,支持

们解决实际困难,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现场参观学习,与当地政府组织各类联

当地经济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赞

传递正能量。创新开展“三送”人文

谊活动,促进互融互通；老挝水泥厂与

助当地政府、学校、寺庙等公益活动,

关怀,即“逢节日送关爱、过生日送祝

老挝技术大学建立长期校企合作关系,

实现和谐共赢发展。为激发外籍员工

福、遇困难送温暖”,建立了困难帮扶

互利共赢、促进生产。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积极性，工会

长效机制。2016年慰问海外员工及家属

该公司开放包容的用人环境,吸引

在外籍员工中开展“海投之星”评选

96名；组织职工捐赠、慰问帮扶困难员

了不同国别的人才。为提升中外员工

活动,尼泊尔当地员工希苏巴、巴基斯

工及家属9人次累计金额30余万元。

素质,公司搭建学习平台,服务员工成

坦员工杨帆等多名外籍员工被评为公

各级工会充分尊重当地员工风俗

长成才,建立“一石三柱”培训体系,

司“海投之星”,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

习惯和宗教信仰,主动关怀他们的工作

以内部培训为基石,以领导力培训、职

的示范引领作用。

和生活,在生日、新婚时送去慰问和

(执)业资格培训、专项业务培训为支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

祝福。在老挝85%以上国民信奉佛教,

柱,着力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2016

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海外投资业务

南欧江流域公司尊重当地人的信仰,

年组织各类培训131项,平均每周组织

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电建海投

筹集善款,支持老挝当地修缮寺庙,捐

2-3场。建立内训师队伍,为员工“量

公司工会主动融入中心、服务发展,

助万佛节、塔銮节等活动。巴基斯坦

身定做”培训课件,快速提升业务能

凝心聚力、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弘

卡西姆公司专门设立了礼拜室,方便

力。中外员工签订“导师带徒”协议,

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巴方员工在项目做礼拜,并在“开斋

中方员工精心培养“洋徒弟”,通过签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助力“一

节”慰问巴方安保人员。2015年,尼

协议、定计划、抓落实,为当地培养了

带一路”建设，努力打造中国电建海

泊尔“4.25”地震遭遇8级强震,上马

大批技术人才,也推进海外项目人才梯

外投资升级版!

相迪项目为地震受灾的当地员工捐款

队建设。柬埔寨甘再等项目开展英语

102055卢比,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共渡
难关,并积极参与当地政府的抗震救灾
工作。每年6-10月是老挝高温时节,南
欧江流域公司开展夏送清凉,将关怀
和温暖送到生产一线,逐步形成相互理
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合作共赢 , 在推动项目本土化建设
上展示新作为
海外项目是公司效益的主体和信

内刊

公司团委首次引入 EAP 服务关爱员工

师通过专业的心理引导为员工答疑解
惑，并确保员工个人信息及咨询内容
的隐私保护。据咨询平台反馈，热线
自8月底开通以来，海内外员工针对职
场压力，如何帮助他人，家庭亲子关
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多次咨询，并
对热线服务给予了好评。
主题培训分为传统现场培训和微
课培训两种形式。微课即通过微信群
的方式培训授课，借助时下流行、普
及的微信方式，老师的讲授通过一条
条语音发送到群里，海内外的员工听
“感谢公司提供的EAP服务，让

心理疏导的平台。

众不受地域和时差影响，不担心工作

我们身处海外项目的人员得到了莫大

EAP是世界500强企业普遍采用的

时间冲突，只要在自己方便的时间点

的收获。感谢老师的精彩讲座，受益

一种人文关爱模式，最常见的EAP服务

击语音，便可以收听讲座。9月26日的

匪浅，对我们的生活及工作有极大的

是借助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促进员工和

微课培训选在了下班时间，一百多名

帮助。”10月9日，身处老挝南欧江二

员工家属的心理健康，从而增强员工

海内外员工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聆听

期项目的桑文林在微信群里感触的说

工作绩效，提升团队工作氛围，强化

了一堂清晰、实用的心理健康讲座。

道。这个微信群是电建海投公司团委

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和谐健康持

微课的主题是“与情绪共舞”，这是

“海投心海计划”EAP服务活动的微课

续发展。近几年，EAP逐渐被各大央企

项目启动时员工们通过问卷调查票选

载体。

采纳，服务企业发展。国资委多次举

出最感兴趣的话题。专业的心理导师

“海投心海计划”是电建海投公

办并指导中央企业EAP工作交流会、中

教授员工们如何正确认识、辨别，并

司为员工引入EAP服务的创新之举。

国EAP论坛等活动，不断推动EAP在中

应对自己的情绪。

EAP是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的

央企业的落地和服务，以通过人本文

周报月报结合时下热点的话题、

缩写，即员工帮助计划，是企业组织

化打造“幸福央企”，并要求各大央

节令等推送心理健康相关小知识，如

为员工提供的系统的、长期的援助与

企通过EAP工作推动员工思想解惑、心

七夕节期间讲述如何更好的与伴侣相

福利项目。作为中国电建专业从事海

理减压，为员工营造激情工作、幸福

处，以世界晒牙日为契机探讨缓解压

外投资业务市场开发、项目建设、项

生活、快乐成长的环境，促进家庭、

力的技巧等。简短的篇幅和较强的操

目运营与投资风险管理的专业平台，

企业、社会的共同和谐。

作性，很快受到员工的欢迎。

电建海投公司结合自身青年员工人数

此次“海投心海计划”为青年

“海投心海计划”首次试点服务从8

多、比重高的特点，特别是众多青年

员工量身定制了专业心理咨询师电话

月底开始，为期三个月，后续将根据服

员工长期驻扎海外一线开展工作的实

热线、情绪管理主题培训、心理健康

务情况不断推广和完善，将EAP服务心

际情况，由公司团委牵头，将EAP服

知识周报月报等三大主题服务。热线

理健康关怀作为团委常规活动开展，并

务引入公司青年工作进行试点，推出

咨询平台由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团队接

尝试从青年员工扩展到全体员工，以实

“海投心海计划”，借助专业心理咨

听，海内外员工可自主预约时间，通

询机构，为青年员工提供情绪管理、

过电话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咨询

现EAP服务企业发展的更大价值。
陈诚 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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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BOT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模式
——以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项目为例

的经营模式，提高风险管控能力和投

管理工作体制、机制，电建海投公司在

流程相匹配，杜绝流域公司与运维项

资盈利水平。在南欧江项目，充分利

南欧江一期制定“两位一体”电力生产

目部间管理通道不通畅，管理出现真

用项目自身资源、公开招标选择融资

管控组织模式实施方案，推动流域公司

空地带。同时，开展推行评先树优活

银行、利用内保外贷、运用境外工

和运维单位在电力生产运行维护管理工

动，设立星级电站、红旗机组、先进

程承包合同及贸易合同等创新融资模

作中的有效融合，建立更加高效的工作

部门、先进工作者、优秀外籍员工、

快速反应，高效整合资源，实现交易

式，为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建立

机制，建立、完善对运维单位现场的评

百日安全奖、总经理特别奖等各类奖

盛玉明

本文发表于《施工企业管理》2017 年 09 期（总第 349 期）。

成本降低和减少各方及整条产业链内

健全内控与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执行

价、考核、奖惩体系，实现流域公司安

项，将流域公司与运维项目部中表现

位一体”的管控组织模式，对于中国

耗的目的。各方通过最大可能地优化

境外投资项目总会计师委派制度和会

全、经济、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构

优秀的单位和个人评选出来，调动各

电建，乃至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

设计和施工方案，从而提高建设效率，

计检查，加强境外投资项目概算管理、

建海外电力生产管控命运共同体。

级电站管理部和运维单位的积极性，

沿线国家进行电力能源项目投资进行

缩短建设周期，节省投资，确保项目

执行控制分析以及税收管理，强化风

了有益尝试，发挥重要的启示意义。

进度、质量、安全、成本、环保“五

险管控，确保投资收益。

大要素”协同可控，实现提前发电目

一是确保电站稳健运营。健全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形成

以合同为依据，分工负责、齐抓共管

各级电站间“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南欧江项目在电建集团海外能

的安全生产行政体系、实施体系、技

三是实现“两位一体”融合发展。

建设期：“四位一体”打造投建运

标。同时，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源投资业务的起步期，大胆尝试“四

术体系和监督体系，将流域公司和运

由流域公司统一负责涉及电力生产运

产业链一体化

避免各参建单位在项目建设周期内投

位一体”模式，利用中国电建内部优

维单位全体人员统一纳入四个安全责

营相关业务与当地政府机构、老挝国

入大量资源开展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

势资源的强强联合使项目开发建设交

任体系之中，双方在四个责任体系下

家电力公司（电网）、有关社会组织

调，有效降低经营成本，实现建设各

易成本、交易周期显著降低，参建各

共同开展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安全生

等的沟通和协调；相关宣传工作由流

方效益价值最大化。

“ 四 位 一体”即对“投资、设

方相互协作，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产责任，确保安全生产“组织到位、

域公司把关审核，保持沟通，统一

打通从投资、融资、建设管理到资产运

编队出海，提升国际经营能力。

使得南欧江项目在投资、进度、质

实施到位、保障到位、监督到位”；

口径；流域公司和运维单位的对外

营整条产业链，实现对项目全生命周

在“四位一体”模式下，电建海投作

量、安全、移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建立内部培训机制，以提高员工的素

名称、设备设施、营地和电站可视

期、全产业链的掌控，不仅契合建筑行

为投资主体统筹协调项目开发的全流

成绩，成功突破了海外市场单一工程

质和专业技能，落实人才战略，打

化宣传标牌，以及车辆出入证、胸
卡、日常办公物品等方面，执行统一

计、施工、运营”全流程的整合，旨在

业发展大趋势，同时也延伸了中国电建

程，通过中国电建统筹、协调和招

承包业务的局限性，探索出适用于中

造高水平员工队伍；组建电力生产专

水电建设核心主业的产业链。

标，整合集团内部各方优势资源，将

资电力能源企业的、以海外投资业务

家库，参与流域公司日常电力生产技

的文化元素和要求。做到流域公司和

价值创造，确保集团战略目标。

中国电建旗下最优资源配置到南欧江

带动工程承包业务的新模式，实现了

术管理，隐患排查、故障研判及其解

运维单位在企业形象、价值理念和行

南欧江项目作为中资公司第一次在海

项目。这支队伍以电建海投公司为龙

价值创造能力、增值能力和创新能力

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指导，以及参与

为规范等方面协调一致，实现规范管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

外获得整条河流流域开发权的项目意

头，包括了设计单位昆明院，监理单

联动提升。

各项检查、方案评审等活动；开展流

理，有效防范风险。同时，在流域公

项目（简称“南欧江项目”）是电建

义重大。在“四位一体”模式中，参

位二滩国际、西北咨询，施工和制造

域联合检查，围绕安全生产、运行维

司与运维单位之间设立联合党组织，

海投公司在老挝投资建设的水电开发

建各方不仅要服从传统模式中的合同

单位水电十局、水电十五局、水电八

运营期：“两位一体”构建电力生

护、设备检修、移民环境、标准化建

由联合党组织统一开展相关活动，从

BOT 项目，也是中资公司第一次在海

约束，还要考虑来自集团层面的行政

局、水电十四局、夹江厂、水电基础局，

产管控共同体

设、可视化管理和厂容厂貌等选定专

而有利于更好的发挥统筹协调和纽带

外获得整条河流流域开发权的项目。

调控，将电建海投公司从简单的投资

形成多家集团成员企业“编队出海”

题，每季度开展对各级电站的检查和

作用，有利于统筹各类主题实践活动，

项目开发采取“一库七级”方案，电

主体上升到集团层面的全局考虑。推

的开发格局。通过南欧江项目，带动

南欧江流域一期项目自2016年5月

指导。通过全生产流程管控，实现真

统筹对外联系和宣传，树立中国电建

站总装机容量为 1272MW，总投资约

动各参建单位从整体利益、全局利益

集团业务全产业链“走出去”，实现

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2017年1月正式

正的闭环管理，确保电站稳健运行。

品牌形象，传播中国电建文化理念。

28 亿美元。第一期开发二、五、六

出发，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合力解

海外拓展和整体升级发展，带动中国

进入商业运营。南欧江一期项目电力生

二是推进规范标准建设。在谋

通过建立“两位一体”管控组

级水电站，第二期开发一、三、四、

决项目中遇到的难题。

资金、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标

产采用的是合同委托运营管理，电站投

求水电站规范管理和创建标准化水电

织模式，既按合同要求进行考核管

七级水电站。BOT 项目主要分建设期

统筹协调，确保实现控制目标。

准“走出去”，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运初期，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以

站方面不断探索，建立健全相应的管

理，又实行了内部管理流程统一，以

和运营期两个阶段，传统的海外水电

在传统建设模式中，参建各方均为割

实现升华，从产业链到价值链。

下简称流域公司）与运维项目部存在界

理制度、管控流程、管理体系，以及

內部考核作为补充，实现外部合同考

开发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面临多重挑

裂的主体，在沟通衔接中经常出现信

海外投资项目运营管理与风险防控要

面不清、流程不畅、职责模糊等问题，

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做到

核与内部流程一体化，切实加强对委

战，电建海投公司从顶层设计入手，

息的缺失和错位。在四位一体模式下，

求高，电建海投公司立足从产业链到

在队伍建设、工作经验、效能提升方面

各项管理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托运维单位的电力生产管理，有力提

创新性的在南欧江项目的建设期和运

电建海投公司以业主身份可以有效促

价值链的转变，以投资撬动和提升整

也有待加强。为破解运营管理工作中存

确保流域公司的公司层面、电站层面

升电力生产精益化工作管理水平。

营期，分别实施“四位一体”和“两

进“协同效应”发挥，发挥各自优势，

个产业的附加值，创造具有海投特色

在的难题，建立适合海外水电生产运营

管理流程与运维项目部及各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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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探索与实践分析

100%

总收入曲线
100%

100%

总收入曲线
100%
总成本曲线

总成本曲线

杜春国
利润曲线

本文荣获 2017 年度电力企业管理创新论文大赛一等奖。

期项目管理理论为基础，对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探索
和实践创新活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project management model，即

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LCPM）思想 1，目前国内外在该领域

中国企业海外电力绿地投资步伐不断

也有了较多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较

加快。但是，许多中国企业在开展海

好的效果。

外绿地投资时，没有认清海外投资与

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波特教授

国内投资的巨大区别，没有充分认识

提出的价值链理论，按照项目发展的

到海外项目在市场开发、建设和运营

进程，任何一个项目全寿命周期都可

等阶段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仅

以划分为决策阶段、规划设计实施及

把工作重点放在其中的某个阶段或某

竣工验收阶段、投产运行实现预期目

个节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环

标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包括不同的细

节不见过程，使海外项目处于许多不

化阶段，由此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价值

可控的风险中，也使海外投资企业面

链。

形成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企业、

源，从而为企业制定差异化战略提供

高到低依次为建设成本、运营成本、

海外电力绿地项目开发中，购

股东、客户、员工等各利益相关方的

依据。

融资成本、前期开发成本和设计成

电协议（PPA）规定了电价、计量、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价值链显示

本；海外火电绿地投资项目成本从高

支付以及双方合同责任，是项目庞杂

了总价值，包括价值活动和利润。价

到低依次为运营成本、建设成本、融

合同体系的中枢。目前许多国家绿地

二、分解海外电力绿地投资价值链，

值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主要活动和

资成本、前期开发成本和设计成本。

投资项目 PPA 中电费支付条款已经从

识别全生命周期的关键活动

辅助活动。其中主要活动也就是全生

由此可见，为实现海外电力绿地投资

“Take or Pay”转向了“Take and

命周期的各主要环节，包括市场开发，

项目全生命周期利润最大化，一方面

Pay”原则，这客观上也要求企业充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价值链（见

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等；辅助

要尽可能增加电费销售收入，另一方

分考虑项目各相关方的利益，共同合

图 1）可揭示全生命周期中各个单项

活动是体现企业是否具备竞争优势的

面就要从建设、运营等主要活动入手，

理分担风险。

活动和管理的价值，识别竞争优势根

主要因素，包括战略、创新、品牌、

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

价值最大化和均衡化。

相支持，共同辅助主要活动。

人力资源管理

海外投资企业应通过构建海外

财务资金管理

电力绿地投资价值链，分析各项主要

法律风险管理

活动的收入和成本，找出决定企业竞

组织机构 / 行政后勤管理

争优势的关键活动，有针对性地分摊

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理论，结合笔者

成本和资产，合理配置各项资源。

技术 / 信息化管理

多年来从事海外投资的实践与思考，

机电物资管理

就如何做好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的

市场开发

融资

设计

建设

一、理论背景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 澳 大 利

内刊

主要活动
图 1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价值链

运营

利润

全生命周期管理作一些探讨与分析。

全 生 命 周 期 项 目 管 理（Life-cycle

图 3 海外火电绿地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收入、
成本和利润曲线图

标阶段）等各个阶段的活动综合起来，

利润

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基于价值链和

亚悉尼大学的加弗瑞教授首次提出

图 2 海外水电绿地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收入、
成本和利润曲线图

段）、运营（即投产运行实现预期目

企业战略 / 创新 / 品牌 / 文化
辅助活动

运营等各阶段的全过程管理，是一项

运营

投资决策阶段）、投融资、设计、

海外投资企业应在项目前期开
发阶段，将投资额、上网电价和投资

文化、人力资源等各项活动，它们互

临诸多重大的管理隐患。
科学合理地抓好市场开发、融资、建设、

运营

项目
全生产
周期

0

度，将海外投资项目的市场开发（即
建设（即规划设计实施及竣工验收阶

近年来，随着国内电力市场饱和

因此，对于海外绿地投资企业，

周期管理的核心是从全生命周期的角

利润曲线

建设
设计
融资
市场开发

施，国内企业海外电力绿地投资步伐不断加快。本文以价值链和全生命周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全生命

0
建设
设计
融资
市场开发

摘要：随着国内电力市场饱和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

项目
全生产
周期

三、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全生命

收益优惠条件的争取与整个特许经营

周期管理的实践分析及相关建议

期内的电力消纳、电费回收等风险通
盘考虑，做好投资业务的政治风险和

（一）识别利益相关者，明晰
发展定位，强化市场开发专业能力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周期长，

商业风险的防范筹划，有效规避相关
风险，同时争取获取好的投资收益。
在发展比较落后或有主权违约记录的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全生命

利益相关者复杂多样，不仅要顺利建

国家，应通过采取投保政治风险保险

周期利润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成本的差

成，还要在所在国实现长期稳定的运

（出口信用保险）的方式来转移潜在

额，收入主要来自商业运营后的电费

营。这就要求海外投资企业应从项目

的国家风险。但大家必须认识到，出

销售收入，成本则由市场开发、融资、

全生命周期理念出发，充分识别东道

口信用保险主要是针对汇兑限制、征

设计、建设、运营等各阶段成本组

国政府、中国政府、股东、贷款银行、

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等部

成。海外水电和火电项目全生命周期

保险公司、EPC 建设方等项目利益相

分政治风险，并不能完全规避企业自

收入、成本和利润曲线分别见图 2 和

关者需求，立足于项目利益相关者的

身商业经营不当或市场判断不准确带

图 3。

价值最大化和均衡化，选择合理的项

来的风险。

海外水电绿地投资项目成本从

目投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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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可持续性的融资业

稳定运行的关键。设计费通常仅占工

全面引入 QHSE 标准化管理体系，保

务，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化

程总投资的 3%-5% 左右，但设计阶段

证建设期项目安全、质量、进度、成

融资体系

影响项目投资额的 75%-95%。海外电

本、环保等要素管理受控，确保项目

力绿地投资项目的规模、标准、组成、

价值的顺利形成。

海外电力绿地投资项目落地在
海外，所需资金规模大，回收期长，

构造等特征都是通过设计来实现的。

对投资人的资金占用量大。海外投资

无论是在投标阶段还是在项目运作阶

企业应着重于解决投资项目中需要

段，设计始终为项目的总造价、成本

股东投入的资本金需求（通常占总投

利润、工艺方案、工期计划管理提供

资的 25-30%），同时尽量用投资平

可靠的支撑。

（五）突出精益化管理，科学
抓好电站生产运营
对于建成后继续保有并负责管
理运营的项目，海外投资企业应建立

台公司和项目公司的资源开展独立自

海外投资公司应从设计的角度

优秀的电站管理团队，创建规范化、

主的项目融资（通常占总投资的 70-

树立“安全、节约、和谐、效益最大

标准化、信息化的管理体系，注重推

75%）。譬如，2015 年融资闭合的“一

化”的理念，应本着风险共担、利益

进运维人员属地化，合理控制电站的

带一路”巴基斯坦某大型火电投资项

共享的原则，既要大力鼓励项目设计

运营成本，确保实现电站的“安全、

目仅需要股东的母公司向融资银行提

的整体优化和创新，又要做好设计进

稳定、长期、连续”运行。电站管理

供物理完工担保，基本实现运营期完

度管控，以完全满足项目建设要求。

团队应认真研究、熟悉 PPA、IA、CA
重要协议，要做到通读协议，精读重

全“无追索”的项目融资，融资金额
15.5 亿美元。
海外投资企业应以开展可持续
性的融资业务为目标，积极打造多元

（四）合理控制项目建设成本，

点，将核心条款熟记于心、理解透彻，

推进项目建设管理规范化、精益化

要使其真正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

和标准化

武器。在发展落后的国家，还要高度

化融资体系，譬如，在香港建立投融

项目的建设阶段，是项目价值

重视电费回收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电

资平台，择机发行中期票据，开展资

形成的重要阶段。合理的建设成本，

费支付风险要提前研究安排，确保电

产证券化、红筹上市等工作；推进与

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建设成本过

站运营收益。

国际知名银行或项目所在国当地银行

国资委《央企海外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
走进中国电建老挝市场
为全面研究梳理中央企业海外责

了相关要求；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

村民代表等相关方，对南欧江一级电

高，会影响投资的收益率；建设成本

任现状，推动中央企业更加系统科学、

任研究中心钟宏武主任详细介绍了此

站、二级电站完成了拍摄访谈。通过

合作；加强与国家政策性基金（如丝

过低，会影响建设质量，会造成全周

持续高效履行海外社会责任，国资委

次调研活动目的及意义，并介绍项目

对南欧江项目的调研访谈，调研组对

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非发

期寿命成本升高。海外投资企业应基

启动了《中央企业海外社会责任研究》

实施计划及下步安排，播放了中国电

中国电建老挝南欧江项目积极履行社

展基金等）合作；选择有影响力、实

于合理控制建设管理成本的理念，在

海外投资企业应以全生命周期

课题项目，并委托中国社科院企业社

建前两期海外社会责任影像志《中国

会责任的理念和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

力较强的当地合作伙伴，成立区域性

可研阶段设定合理的项目概算；招标

管理理念为基础，从战略、创新、品

会责任研究中心组成调研组全面开展。

电建在赞比亚》和《中国电建在印尼》。

尤其是南欧江项目“一库七级建坝理

阶段设立合理的招标方案，杜绝恶意

牌、文化、人力资源、财务资金、法

2017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30 日，中国

根据议程安排，电建国际、电建海投、

念、移民新村规划建设、绿色砂石系统、

低价中标；建设阶段做好变更索赔管

律风险等海外电力绿地投资价值链辅

社科院央企社会责任调研组走进老挝，

水电十局、水电十五局、昆明院等单

境外安全体验馆、中方员工义务支教”

理工作，妥善处理与承包商单位的合同

助活动入手，以战略为引领，靠文化

对中国电建老挝市场开展为期一周的

位汇报了本单位老挝市场社会责任工

的做法，亮点突出，成效明显，值得

争议和经济纠纷，维护双方合理利益。

凝聚人心，采用精细化、专业化管理

海外履责访谈调研活动。

作开展情况。听完汇报，社科院领导

其他中央企业学习借鉴。

在项目建设阶段，应强化项目的

工具和手段，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聚

合作发展基金等。
（三）树立设计是龙头的理念，
做好设计全过程管控，鼓励设计优
化
设计是节约海外电力绿地投资
成本、提高建设效率、保障项目可靠

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充分发挥业主、

（六）坚持战略引领发展，文
化凝聚人心，管理提供保障

焦市场并规避海外投资风险。

设计、监理、施工“四位一体”作用，

1 Jaafari A. Life-cycle project management: a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fo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pital
projects.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2000(3),: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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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集团公司老挝片区成
员企业在万象大厦召开社会责任调研

重点表扬了电建海投公司海外履责工
作的举措和做法。

9 月 28 日至 9 月 30 日，调研组
从琅勃拉邦出发，驱车 1000 多公里，

项目启动会。老挝片区水电三局、水

9 月 26 日，调研组走进由电建海

对中国电建承建的中老铁路工程项目、

电八局、水电十局、水电十四、水电

投南欧江发电公司捐助的聋哑学校。

松沙瓦村援建饮用水工程以及南俄 1

十五局、西北院、昆明院、成都院、

实地采访了学校校长、老师、学生，

水电站项目实地采访，多角度，全方位，

电建国际老挝代表处、电建海投南欧

见证并参与了南欧江发电公司开展的

全面搜集中国电建老挝市场海外履责

江一期项目、南欧江二期、南俄 5、水

“情系聋哑学子，撑起爱心之伞”捐

的亮点和业绩，计划于明年年初完成

泥厂、万象大厦等单位人员参加会议。

助活动。9 月 27 日，调研组参加了老

中国电建第三期海外社会责任影像志

会上，集团公司办公厅王海致辞，强

挝南欧江一级电站移民村交接仪式，

《中国电建在老挝》及《中国电建老

调了本次调研采访的重要性，并提出

采访了老挝政府官员、当地媒体以及

挝可持续发展报告》。

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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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两个移民新村正式移交

公司资助的首批
老挝学生启程赴中国留学深造

风格和居民生活习惯，提高建造质量
标准，看到今天建成移交的这两个移
民新村面貌，值得大力推广和宣传，
可称移民项目的典范，希望南欧江项
目继续对当地发展做出努力，帮助移
民生计恢复发展，地方政府及民众也
会继续大力支持南欧江项目顺利建
设。”
到场村民谈到，“过去我们两
个村很穷，住的都是潮湿的茅草房，
2017年9月27日上午，老挝南欧

齐全，确保了移民新村成为放心工

现在一下有这么漂亮、整齐的房子

江项目二期一级水电站拉塔亥、惠娄

程、满意工程和精品工程，中国电建

住，花园别墅一样，我们是赶上了好

移民新村交接仪式隆重举行。老挝琅

在老项目确实为中国大型国企的品牌

时机，之前不敢想的现在都实现了，

勃拉邦省政府、巴乌县政府、中国驻

形象增了光、添了彩”。

路通了、机会多了、村里也热闹起来

琅勃拉邦总领事馆、中国社科院企业

琅勃拉邦省党委副书记、第六区

了，再过几年离村里不远还有中老铁

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调研组、老挝国家

国会主席赛沙蒙空塔翁在仪式上高度

路经过，我们这里的日子会过得越来

及地方新闻媒体、村民代表等嘉宾出

赞扬了南欧江项目，并对南欧江一级

越好。”

席仪式，共同见证了两个移民新村揭

电站的窗口性意义给予了肯定。他指

南欧江流域移民工程共影响涉及

2017 年 8 月 29 日，在老挝政府

项目，受到中老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

识。发电公司万象办事处积极协助留

牌并正式向电站库区移民交接。

出，“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好邻居、

2省10县，总移民2300余户，安置人口

组织召开的南欧江项目中央协调会上，

的高度重视。随着南欧江二期项目开

学生办理入学申请、赴华签证、银行

仪式中，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

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这份情谊流

12600多人，共规划23个移民新村。其

老挝能矿部长兼老中友好协会主席坎玛

工建设，南欧江发电公司秉持努力做

开户及机票订购等一系列事宜，每一

黄彦德向拉塔亥及惠娄新村村长移交

长，在南欧江项目实施中得到了充分

中，南欧江二期项目共规划建设15个

尼 • 英提拉亲自见证，举行了南欧江发

“全球绿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

项工作都充分体现了公司对老挝留学

项目属地经济社会的责任分担者，中

生赴华学习与生活的重视。

了集体钥匙，并向新村学校捐赠了一

体现。新村建设中，选择老挝当地公

移民新村。本次移交的拉塔亥村、惠

电公司向当地赞助留学生培养项目交接

批家具设施和文体用品，帮助新村完

司建造、使用当地原材料和提供更多

楼村是二期项目库区首批完成的移民

仪式，首批老挝选派的 6 名留学生即将

外多元文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战略

在中央协调会期间，南欧江发电

善配套，确保运行正常化。同时，为

的就业机会，还充分考虑本土房屋的

新村。

启程赴中国武汉大学留学深造。

定位的有力执行者，经与老挝政府相

公司执行总经理胡胜丰接受老挝国家

表彰南欧江二期项目移民工作的突出

坎玛尼 • 英提拉在仪式上表示：

关部门议定，在项目建设期内资助 16

电视台采访并表示：“我们在老挝投

成绩和对当地所做的贡献，琅勃拉邦

“感谢中国电建南欧江二期项目对老

名老挝学生赴中国留学，切实体现企

资开发项目，是推动互惠共赢，促进

省政府决定对南欧江二期项目公司给

挝留学生项目的资助，南欧江项目是

业对属地的人文关怀和支持。

中老友好合作、增加传统友谊的一个

予移民新村优质工程、优秀移民团队

老挝北部的重要项目，项目为地区民

首批选派的 6 名老挝学生来自项

重要过程，我们在建设项目坚持精工

表彰。

生条件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化

目所在地移民村，均到武汉大学学习

良建的同时，资助老挝留学生，‘授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王珞副

了老中合作及友好往来，希望老挝留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按 4-5 年完成学

人以渔’的方式为当地培养水利水电

总领事出席仪式并致辞，她表示“看

学生早日学成归来，为国家繁荣发展

业（含语言学习）。为了让老挝留学

专业人才，把中国先进技术、设备制造、

到眼前的一切，感觉到很高兴、很欣

出力。”

生在中国大学获得高标准的教学质量

管理经验、人文知识等优势传递到项

桑文林

桑文林

陈忠

慰，在建设电站过程中，南欧江发电

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是中国
“一

与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电建海投公

目所在地，希望首批留学生到中国后

公司切实担负起了中国央企的社会责

带一路”倡议的沿线项目，是中国企

司董事长盛玉明亲自安排公司人力资

不负众望，为中老友谊再添新彩”。

任，交付的拉塔亥、惠娄两个移民新

业首次在境外获得的全流域规划和开

源部牵头与武汉大学对接，并安排发

村，都做到了路通、电通、水通，做

发的项目，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次把

电公司就留学生专业选择、食宿标准、

到了交通便利、环境优美、配套设施

整条河流交给外国公司来规划开发的

生活补助等各问题与老挝政府达成共

内刊

桑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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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水泥公司开展植树活动

公司青年志愿团队连续五年帮扶贫困小学

2017 年 7 月 27 日，电建海投老

前期绿化成效的基础上，此次植树活

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开展以“加强绿

动在改良后的厂地上种植观赏性和实

化 • 保护你我他”为主题的植树活动，

用性兼具的果树，开启了水泥公司绿

甘蒙省劳动厅副厅长 Mr.Bounsieng，

化工作的第二阶段。

水泥公司二十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初始，水泥公司副总经理卿

境的政策表示赞同，同时对水泥公司

浩平介绍了水泥公司整体绿化规划。

负责任、承担义务的态度表示赞赏。

水泥生产会对大气产生影响，其主要

本次植树不仅是水泥公司积极响应老

污染源是粉尘和废气。水泥公司不仅

挝国家政策，共创绿色发展的活动，

从工艺上不断改进，尽量减少环境污

也是水泥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践行环

染，更是从建厂初始就进行长期绿化

境保护活动承诺的表现。

规划，用于隔音降噪，隔断粉尘。在

2017 年 7 月 7 日，电建海投公司
团委和财务资金团队“青年文明号”

崇礼区教育局负责人及清三营小

牵头组成的志愿团队一行十人，在公

学校长对公司长期以来的志愿活动表

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团青工作分

示高度认可和感谢，并希望同学们珍

管领导李铮的带领下来到河北省张家

惜海投公司全体员工的关爱，更好地

口市崇礼区清三营寄宿制小学，将募

学习和成长。

钟海山

马时鹏

老挝南俄 5 公司
向板井村移交学校、食堂等设施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履行社

捐到的爱心物资送到学生们手中，连

随后，志愿团队走访了教室和学

会责任，为板井村和南汀村修建沼气

续五年在该小学开展志愿活动，履行

生宿舍，与学生们自由交谈，了解他

系统、饮水系统、学校、村会议室、

央企服务社会的责任。

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交通桥、教学设施等基础设施；为村

在简短的捐赠仪式上，李铮向全

6 月，志愿团队向公司全体员工

民修建医务室、聘请医生、提供药物

校师生介绍了此次募捐情况。她说道，

发出号召，向清三营小学学生捐款捐

和医疗器材；为当地政府提供办公设

在公司全体领导和同事的关注、支持

物，接受现金和冬衣、文具、图书等

备及设施。此外，公司每年出资在水

下，对清三营小学的志愿活动在短时

物品捐赠。一周时间里，志愿团队收

库放养鱼苗、向受影响村庄提供粮食

间成效显著，共筹得捐款 22300 元及

到近百位员工的捐赠。为了解决学校

等改善村民生计的措施。李明表示，
2017 年 9 月 26 日，在新生开学

移交仪式上南俄 5 公司总经理李

南俄 5 电站的各项工作得到了各级领

之际，电建海投老挝南俄 5 发电有限

明介绍了此次移交设施的情况和电站

导尤其是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希望

公司在板井村举行了学校、食堂移交

的生产情况。南俄 5 公司为板井村修

当地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的支持项目

李铮鼓励全体学生好好学习，希望下

仪式。普坤县县长、县教育局、自然

建教室 2 间、食堂 1 间，总建设面积

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互帮

次能看到更多的同学进入优秀学生名

资源与环境部、农林部、万象时报、

为 260 平方米，共投入资金 7.8 万美元，

新万象报、南俄 5 公司人员、当地村

同时为同学们赠送作业本、笔、课外

互助，共同发展，进一步推动中老友谊。
李媚
宁海龙

民及学生近 600 人参加了移交仪式。

书一批，价值 500 万基普。

物资若干，为 15 名优秀学生设立了每

现代化教学设备紧缺的问题，公司还

人一千元的奖学金，并为学校全体学

捐赠了十台已到折旧期的报废电脑，

生准备了书包、彩笔、书本等学习用品。

内刊

单，持续努力，用知识创造更好的未来。

Mr.Bounsieng 对水泥公司保护环

用于学校的教学。

邱清

刘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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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会见阿曼 MB 集团董事长
Barwani 一行

杜春国赴孟加拉推动一系列电站项目开发

公司微党课视频在中宣部党建网展播

公司召开 2017 年发电运营项目检修技改
及设备管理工作会

2017 年 9 月 4 日，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在京会见了来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公司 2017 年度发电运营项

访的阿曼 MB Holding Company LLC（简称“MB”集团）

目检修技改及设备管理工作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简要回顾

董事长 Mohammed Al Barwani 一行，公司副总经理钟海祥

和总结了公司成立以来的设备管理工作，重点围绕各电站

及投资四部相关人员陪同会见。盛玉明表示阿曼等海湾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13 日，公司总经理杜春国赴孟

2017 年 7 月 11 日，电建海投公司党委策划制作的

项目设备检修技改、技术监督及相关工作计划进行了充分

国家是海投公司重点拓展的目标市场，希望能够与具有

加拉促进推动公司在孟燃煤电站项目的开发工作。期间，

党课教育微视频《践行“一带一路” “走出去”的建

的交流和商讨，对下一阶段公司的设备管理工作做出部署。

雄厚实力的当地合作伙伴 MB 集团合作，拓展阿曼及周边

杜春国会见了孟加拉电力发展局主席，孟加拉电力部常

设先锋》，成功入选中宣部党建网“‘企业微党课’原

公司副总经理曹跃生、俞祥荣，高级顾问付元初，及其他

市场的能源电力投资业务。Barwani 表示，期待与海投公

秘等政府官员，重点介绍了电建海投在孟推动的电力项

创作品展播”专栏，再次在中央媒体展现了电建海投公

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司在阿曼能源电力投资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在互利

目进展及下步工作计划，获得了孟加拉电力部门对电建

司党建创新成果。

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共赢。

海投公司的支持和赞赏。

胡哲

李旌

任昱辉

杨桦

季运涛

谭毅

胡彬枫

资讯 NEWS

资讯 NEWS
践行五大理念，
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成效显著

公司成功举办第一期卡内基培训班

公司 2017 年“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30 日是全国第 16 个“安全生产
月”。期间，海投公司紧紧围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

2017 年 9 月 11 日下午，在电建海投公司第一期卡

2017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于 9 月 1 日在海投公司
总部和各子公司正式启动。

产主体责任”这一主题，践行公司“五大坚持”管理理念，

公司总部将组织开展质量标准体系提升改进，质量

集中开展一系列安全生产月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管理知识网络竞赛，“质量月随手拍”等活动，通过对

取得了明显成效。

标改进，提升工程管理质量，通过群众性质量活动，树

在本次活动中，公司坚持战略引领，落实主体责任，

老挝南欧江流域公司
发布《南欧江明珠》期刊

立质量第一的意识。

做好“安全生产月”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源

各子公司结合工程实际，将全员质量宣传与重点项

头防范，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能力建设工作；

目质量宣传相结合，将质量先进、样板工程与质量事故

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风险防控，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

案例相结合，将质量学习与质量创新相结合，通过传统

国庆节前，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南

内基培训结业典礼上，20 余位学员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收

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坚持复盘理念，吸取

宣传手段和新兴媒体，提高项目现场人员的质量意识和

欧江明珠》期刊。期刊为半年刊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

获，交流了各自的成长和变化。电建海投公司领导非常

事故教训，对标先进，发现差距，以“复盘”促进安全

责任感，提高质量技能，鼓励质量创新。

涵盖“公司要闻、管理纵横、安全生产、移民生计、标

重视员工领导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为提高员工的有效

生产管理持续提升；坚持管理创新，开展具有海投特色

准化建设、党群工作、文学天地、摄影之窗”8 个板块。

沟通与合作能力，公司人力资源部有计划地组织选派优

的安全文化活动。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亲自为《南欧江明珠》撰

秀员工参加系统的卡内基培训。

内刊

韩国芬

陈萍

高展鹏

邵岩华

写创刊词。

李友安

章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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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推进，巴基斯坦有望告别电力短缺时代

“感谢中国兄弟为我们带来光明”
（行走一带一路）
孟祥麟

徐伟

杨迅

宦翔

电站）今年年底发电！”中国电建海

活不会受到停电影响。感谢中国兄弟，

量。中兴巴基斯坦光伏电站起初采用

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巴基斯坦

我相信卡西姆电站会解决我们面临的

人工清洗，但 300 兆瓦的组件每月仅

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斌对

缺电难题。”

能完成两次全面清洗，仅能提升 5%

本报记者表示，卡西姆电站建成投产

“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

左右的发电量。不到 20 岁的马苏德

后，通过“煤代油”调整优化巴电源

但成果惠及世界。卡西姆电站两台机

刚从大学毕业，被誉为小神童，现在

结构的同时，还能降低供电区域发电

组计划 2018 年 6 月底进入商业运行，

在这里任工程师。一天午休时，他找

成本。

年发电量约为 90 亿千瓦时；自项目

到项目负责人，吐露了设计清洗机器

卡西姆电站项目只是中巴经济走

开始建设以来，已累计向巴方政府缴

人的想法。第二天，他便带来了自己

然而电力短缺一直成为瓶颈。即便是

廊火热建设中一个缩影。由中国三峡

纳税收达 4500 万美元。卡洛特水电

的机器人方案，虽然某些地方略显稚

首都伊斯兰堡这样的大城市，每天也

集团承建的卡洛特水电站是丝路基金

站建设期间，每年创造约 15 亿卢比

嫩，但这种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

不得不拉闸限电。中巴经济走廊在建

成立后的首个投资项目，也是首个完

（1 美元约合 105 卢比）的税收，为

感动了同事们。如今，电站开始尝试

的 18 个早期收获项目中有 11 个是能

全使用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的海外水

当地提供 2000 多个就业岗位，运营

引进清洗机器人，专门委派他负责跟

源项目，装机总容量为 7470 兆瓦。

电项目，两年前被写入中巴联合声明。

期间预计每年提供 32 亿千瓦时发电

踪安装和调试，马苏德也因此掌握了

巴基斯坦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

其中一些项目将在两年内完工，巴基

同样在两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巴

量。中兴能源巴基斯坦光伏发电项目

先进的清洗机器人设计思路，在他身

斯坦有望告别电力短缺时代，记者在

基斯坦期间开工建设的中兴能源巴基

一期 300 兆瓦建设期间，为当地创造

上科技创造价值的故事也激励着巴基

采访中遇到的巴基斯坦人都说，“感

斯坦 90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

了 3000 多个就业岗位，为当地累计

斯坦年轻人。

谢中国兄弟为我们带来光明”。

提供清洁电力近 13 亿千瓦时。去年 6

创造税收约 1641 万美元。截至今年

卡西姆电站在建设期为当地直

月 8 日，电站一期 300 兆瓦机组并网

4 月底，电站一期工程累计发电量达

接创造逾 3000 个就业岗位，在运营

“巴基斯坦 1 号工程”有望今年

发电，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完成融

4.8 亿千瓦时，可解决 21 万户家庭

期每年将提供约 500 个就业和培训机

年底发电

资、首个建成并网发电的能源项目。

居民用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5 万

会。在招聘 100 个运营维护员工岗位

吨……

时，竟吸引了 1.6 万人报名。22 岁

中午时分，卡拉奇的气温已飙升
至近 40 摄氏度。戴着安全帽、穿上

“卡西姆电站一定会解决我们的
缺电难题”

一笔财富，也是巴基斯坦发展的真正

马”之中的一员。为了帮助新员工尽

机遇。”巴基斯坦计划发展和改革部

快掌握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中

浃背。然而，卡西姆港 2×660 兆瓦

长伊克巴尔如是表示，走廊的建设让

国电建安排百名新员工到甘肃崇信电

燃煤电站（简称卡西姆电站）的工地

作了近 10 年，是一家中资机构的雇

巴基斯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巴

厂接受集中培训。在这个与卡西姆电

上却是一派紧张繁忙景象。午夜时分，

员。“近几年停电太频繁了，为了保

方民众要学习中国经验，不断提高生

站技术参数相近的电厂里，巴方员工

电站主厂房依然灯火通明，伴随着巨

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每天都要操

产率，进一步发挥本国优势，通过辛

在实践中直接获得电站运行管理经

大的机器轰鸣声，施工人员正加班加

作几次发电机。现在我掌握了一项新

勤劳动帮助国家实现发展。

验。萨乌德 • 汗骄傲地说：“这里（崇

点地忙碌着。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技能，不但能够操作多种型号的发电

“全力确保 1 号机组在今年年底投产

机，还能进行简单的日常保养。中国

中巴友谊正深深根植于两国人民

今，百名新员工已顺利结业分批返巴，

发电。”

产的发电机很实用，操作简单、维修

的心中

将全面参与电站 1 号机组分部试运和

信电厂）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如

系统调试。

保养便宜，性价比很高。”瓦格斯说，

早在 2000 多年前，丝绸之路就

卡西姆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两个古老文明之间

批优先实施项目和首个落地的能源类

“现在，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如火如荼，

架起友谊的桥梁。如今，“一带一路”

旗舰项目，年发电量达 90 亿千瓦时，

我相信电力短缺的问题将很快得到缓

中巴两国技术人员奋战在一起，涌

乐此不疲，热忱、执着与友谊已经融

倡议再次给巴基斯坦带来历史性发展

建成后将解决 400 万户家庭的用电需

解，巴基斯坦将拥有光明的未来。”

现出许多感人故事。很多巴方普通

入中巴员工的灵魂深处。两国员工正

机遇。2015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对

求，被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视为“巴

谈到停电，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

民众，通过投身中巴合作项目建设，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一带一路”建

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确立以

基斯坦 1 号工程”。截至目前，卡西

司员工古马尔深有感触：“我家住在

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改善了家庭

设中实现着个人与社会不断发展的梦

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瓜达尔港、

姆电站土建工程已完成 92% 以上，设

卡拉奇城外，那里停电很频繁。有时

的生活状况。

想。中巴友谊正日益深深根植于两国

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

备安装工程完成 75%。

候，我真的不愿意回家，因为宿舍条

光伏组件是光伏发电的核心部

件很好，公司里有发电机、空调，生

件，其表面清洁程度直接影响着发电

点，形成“1+4”合作布局。

内刊

的小伙子萨乌德 • 汗便是这“千军万

瓦格斯 • 艾哈迈德在伊斯兰堡工

反光背心在工地走上一圈，立刻汗流

2017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对电建海投公司投资建设的巴基斯坦
卡西姆项目进行了报道。

“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的

“我们将竭尽所能确保（卡西姆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第一线，

思想火花碰撞不止，文化交融

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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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尼泊尔官方高度赞扬中国在尼投资的水电站项目
张晨翼

刘泽庆

老挝《万象时报》：
南欧江项目完成大江截流
Power company closes Nam Ou river in hydro construction milestone

尼泊尔国家电力开发署署长纳宾 • 冉杰 16 日为上马相迪公司颁发奖
状，表彰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在 2016 年和 2017 年上半年为缓解尼泊尔电
力紧张所做出的贡献。

时积极配合尼泊尔国家电网完成规
定发电量，为缓解尼泊尔电力紧张
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后，纳宾 • 冉杰向上马相迪
公司总经理兼电力生产营销工作组
组长晏洪伟颁发奖状。
据悉，在尼泊尔国家电力开发
署年度报告上，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首部枢纽的照片也成为了该书封底
画面，显示了这一中国水电项目在
尼泊尔电力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是中资企业
在尼泊尔投资的第一个发电项目。
该水电站由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

2017 年 11 月 10 日，老挝《万象时报》
对南欧江二期工程完成大江截流进行了报
道。

有限公司采用 BOOT 模式投资开发，
总投资额约 1.659 亿美元，特许期
35 年 ( 含建设期 )。该项目坐落于
尼泊尔西部马相迪河上，距离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约 180 公里，是一
座径流式水电站。
据悉，该水电站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2017

内刊

7 月 16 日是尼泊尔国家电力开

年 1 月 1 日正式全面进入商业运行；

发署成立 24 周年。纳宾 • 冉杰在庆

于 2017 年 4 月初实现累计发电量突

祝活动上表示，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破 1 亿千瓦时。

工作团队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从 2016 年年底开始，尼泊尔首

和阻挠，战胜地震和口岸关闭对项

都加德满都的日常用电已基本得到

目带来的影响，按时推进工程建设、

满足，以往每天动辄停电数小时的

按时发电并顺利进入商业运营，同

场景似成历史。

The Nam Ou Power Co., Ltd. on
Wednesday held a ceremony to close
off a section of the Nam Ou river as
part of the Nam Ou 1 hydroelectricity
power project in Luang Prabang
province.
Similar events are expected under
the Nam Ou 2 and 3 hydropower
projects next month in order for the
first generator to become operational in
2019.
Mr Sonexay Siphandone strikes a gong
to mark the closure of the Nam Ou
river for the Nam Ou 1 hydropower
scheme in Luang Prabang province.
The ceremony was attend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Dr Sonexay
Siphandone;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es, Dr Khammany Inthirath;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y under

P ow erChina, M r D u Chon G uo ;
Chinese Consul-General in Luang
Prabang province, Mr Li Bao Guang;
and Pr esi dent of t he Econom i c,
Te c h n o l o g y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Committee, Mr Bounpone Sisoulath.
Also present were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relevant sectors as well as Nam
Ou Power Company managers and
employees.
The Nam Ou hydropower project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 Lao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The cascade development proposal
for the Nam Ou river comprises one
reservoir and seven cascades and is
being built by PowerChina in two
phases. It will have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1,272MW and be able to
produce 5,164GWh of electricity a
year.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ject,
comprising the Nam Ou 2, 5 and
6 plants, reached its Commercial
Operation Date last year. It has
installed capacity of 540MW and can
generate 2,290GWh a year.
The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roject, comprising
the Nam Ou 1, 3, 4 and 7 plants, is
732MW with a power generating
capacity of 2,874GWh annually.
Work on this phase began in April
2016 and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
Date is slated for 2020.
The Nam Ou project has created
about 8,000 job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people, Mr Du Chon Guo said.

As part of the project, about 500km
of new roads are being built,
incorporating at least 20 bridges, he
added.
The project has contributed funding
to assist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and cultural ceremonies, and has also
supported village funds, Mr Du Chon
Guo said.
The Chinese investment project serves
to boost cooperation and relations
between Laos and China for win-win
benefits.
Laos currently has 47 hydropower
plants with installed capacity of
6,465MW that are able to generate
35,120GWh a year.
Another 53 project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installed capacity of
6,597MW and able to generate about
31,824GWh a year.
Dr Khammany expects that these
hydropower plants will be completed
during the years 2020-2021.
By that time, Laos will have 100
operational hydropower plants, with
installed capacity of 13,062MW and
able to generate about 66,944GWh
annually, with about 85 percent of this
destined for export.
Dr Khammany said the Nam Ou
project would significantly boost Laos’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for domestic
supply and export.
At present, 94.18 percent of families
around the country have access to
electricity and 87 percent of villages
are using electricity,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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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d towards the same goal –
to produce a top-notch working
environment, filled with culture, class
and relatedness.

巴基斯坦《新闻网（The News)》：
一位巴籍工程师在中国培训的难忘经历
A mesmerizing experience of a Pakistani engineer trained in China

in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China.

2017 年 5 月 21 日，巴基斯坦《新闻网（The News）》报道中国电建组织巴基斯坦卡
西姆项目巴籍员工在中国参加培训，并返回卡西姆项目工作的情况。

I chose PowerChina, a Chinese
company specifically (over any other
foreign company), not only because
I’d already been there in the past, but
because I was always captivated and
fascinated with the roaring Chinese
economy. I had always been searching
for a place to live where people are
friendly – the perfect mix in my
opinion – and I found that in China.
The country has definitely lived up to
its name.

Agha Saood Khan studied in China
and later got job training and worked
in the same country. He went through
various exciting and adventurous
events there. There he spent a
pleasant time with friendly people
of China. What he described about
China and its people, his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in the country are
being presented here for the interest
of our readers. He is now working
at Port Qasim Power Plant as
Environmental Engineer.
Back in summer 2016, I made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n my life. I left my
stable but unsatisfying job in Pakistan
for an exciting and adventurous job
training in Gansu, China. It was
definitely a leap of faith as I have never
had a professional job experience in
a foreign country before that. As a
student, I had completed my master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内刊

To this day,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mall Chongxin County where I was
living, was very well preserved, and
now as I’m in Pakistan, I daydream
about staying ther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living in luxurious,
dormitory provided by PowerChina to
its employees which offers its patrons
the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Chinese
lifestyle’. It was hard for me to leave
this place and specially my room – so
perhaps if I’m writing a book someday
and need the concentration, you will
know where to find me. If I can afford
it, I’m all for it!
My top choice was a power producing
company as I wanted to serve my
country after studying abroad. I was
attracted by an advertisement of
PowerChina Gansu Energy Investment
Company, one of the leading powerproducing companies in China and
probably who had investment in a
Power Plant in Port Qasim. What set

it aside from other companies was that
it not only had a great reputation, with
positive employees’ testimonials but
it also has partnered with universities
– this is the right choice, was the
feeling and signed up right away.
After a rigorous selection process,
I got selected as a Trainee Engineer
and came back to the dreamland for
a 6-month job training at Chongxin
Power Plant.
The company took care of everything from job placement to visa processing,
arranging accommodations, help in
taking Mandarin lessons and technical
train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other
activities – to helping me get through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local employees
working there. I felt like I was some
special guest.

morning and making sure my other
shift members are ready and prepared
for their work which was assigned
to us by our supervisor, helping out
administration in handling other
Pakistani employees by listening
to their issues and solving them as
PowerChina wants to keep their
employees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ealthy.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it in
meetings, contribute to the company
and learn about the company’s policies
as a whole. It was fascinating to me
seeing firsthand how hard people

The rapid pace and speed of how
much work gets done in a short time
frame in China is amazing. People
seem to be able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task assigned to them and
not have a supervisor breathe down
their neck every half hour wondering
what they’ve been working on – at
least that’s the sense I got during my
training here. I did face some difficulty
in communicating with my Chinese
colleagues but as time passed by we
learned basic Chinese words which
made our life easier.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culture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adapt to a new culture,
figure out how best to approach a
person or situation and build great
working relationships.
We had a Halal canteen at the site
serving delicious meals to Pakistani
trainees. After hectic day-long activities
at the plant we used to spent evenings

I worked as a trainee for six months
before being selected for Operations
Department. Here, I went through a
holistic training process where my
work not only limited to academics
but also included honing management
skills. On any typical day, I was
brainstorming ideas, working hard
on my shifts such as waking up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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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out for shopping, watching
dramas and movies to attempt to learn
Mandarin and the culture.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fun to do especially
when the company took us on cultural
trips. Throughout the time away from
home, I was truly living my own
version of the rock star life.
A Chinese friend had introduced me
to one of the best of Pingliang, Beef
Noodles, which truly reflects the
Chinese taste; aromatic and flavor-full.
There were a lot of good moments,
but I think my favorite has to be the
moment when me along with my
friends gathered together with other
Chinese friends and saw the fireworks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The
fireworks lit up the sky and from there
I did a live video call to my family in
Pakistan and shared the joy with them.
It was simply breathtaking.
Apart from the Chinese New Year,
Chinese people also celebrate Western
events such as New Year which comes
in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 event, which I will never forget
was when we all 100 Pakistani
worked extra hours in selecting best
performances to represent our country
and culture. I was selected to be one
of the hosts. Pakistani performances
included; a comedy silent play, Qawali,
Sindhi cultural dance, friendship song
with our hosts. Our performances
won hearts of the audience and media
persons attending the event appreciated
our gesture.
On the morning of 11th February, our
Chinese partner came to us and gave
us plastic bags, inside it were blocks
which we didn’t know what they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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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for, he told us tonight they have
a surprise for us at the gymnasium.
There is going to be a game show as
today is our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Spring Lantern Festival), he shared.
It’s a 2000-years-old tradition, which
Chinese people celebrate by making
lanterns and blowing them to the sky
at night and eating Yuanxiao, a sweet
dish. It’s like our gulabjamun; round
and sweet but white in color and made
up of rice flour.
It was like carnival at the gymnasium.
Families of our co-workers were
playing games and the best part of
it was… it was all free, no ticket or
anything required to play and if you
win or participate you are going to get
prize, how humble can a nation be.
Our training was about to come to an
end when we had a surprise visit by
our manager Mr. Xu. He called all of
us downstairs and presented us with a

cricket kit. We were humbled by this
friendly gesture. We then explained
the rules of the game to our Chinese
colleagues. They quickly learned the
game and were amazed by the passion
of cricket we Pakistanis have for
this sport. These were the beautiful
moments that made my stay truly
memorable.

老挝水泥公司助力中老铁路建设
累计发运量突破 2 万吨

A couple of things – I wish I had put
more effort into learning and speaking
Mandarin! Also, I wish that I had gone
beyond my comfort zone more – go
out to meet more new people and be
more open to new experiences. I find
that in life, you regret the things that
you didn’t do more than the ones you
actually did. I held myself back on
some things. You only live once – so as
long as it’s safe and you’re not hurting
anybody, go for it!
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已经与中老铁路四标段签订供货合同，

3 月 6 日与中国电建中老铁路指挥部签

并实现正常供货；与五标段、六标段

订框架协议以来，积极助力中老铁路

经理部供货合同已经商谈完毕，进入

建设，截至 6 月 29 日，累计向中老铁

了合同签订阶段。

路项目发运水泥量突破 2 万吨。

中老铁路项目前期一系列准备工

自 2016 年中老铁路项目启动以

作已基本完成，各标段相继进入了建

来，水泥公司积极跟踪项目进展情况，

设施工阶段，水泥需求量正在逐步增

及时掌握相关市场信息，认真分析，

大。水泥公司积极践行狮牌水泥“品

精准聚焦，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

质第一、客户至上”的理念，公司上

响应了中老铁路四、五、六标段的招

下一心，积极探索，就保证水泥正常

投标工作。水泥公司克服运距最远的

供应制定了切实有效的生产方案、运

劣势，凭借狮牌水泥优异的品质、良

输方案、售后服务方案以及生产运输

好的企业和品牌形象，以及公司强大

应急保障方案，全力助力中老铁路项

的生产运输组织能力、精细化的成本

目，目前已累计发车近 500 辆次，累

管控措施、雄厚的资金实力、众多的

计行程约 30 万公里，确保中老铁路项

工程业绩，最终中标中老铁路四标段、

目建设的水泥供应“零耽误”。

五标段以及六标段，实现了投标三连

李子未

杜芳园

中的可喜成果。截至目前，水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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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明古鲁项目
提前实现浇筑第一方混凝土节点目标

戮力同心

——中国电建成功在香港发行 5 亿美元永续债纪实
吕毅

2017 年 10 月 3 日 下 午 2 时， 印

期。自工程开工以来，项目公司高度

尼明古鲁 2×100MW 燃煤电站项目施工

重视，快速建章立制，健全组织机构，

现场泵车舒展、机声隆隆，混凝土源

加强与总包、监理、设计等相关方的

源不断地浇向作业平台，混凝土浇筑

沟通协调，充分发挥业主在工程建设

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较原计划提前 17

全过程管理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锅

天实现浇筑第一方混凝土节点目标，

炉基础土方开挖工程开始后，项目公

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体工程施工的

司以“质量月”活动开展为契机，以“细

重要阶段。

节成就完美”的质量管理作风严把基

韩国芬

宋雨桐

在香港回归 20 周年前夕，在美丽的香江之畔、狮子山下，中国电建
融资团队成功利用香港平台募集发行 5 亿美元高级永续债，发行利率仅为
3.5%，刷新了央企境外发行美元永续债的新纪录，创造了央企境外发债
的又一奇迹，对央企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路”沿线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开发、
“中巴经济走廊”卡西姆燃煤电站等
项目建设，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一带
一路”建设充满信心；当了解到电建
海投前两次债券都按期还本付息时，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电建的诚信更加充
满信心。李铮以其娴熟的业务能力、

演、6月7日定价的计划安排。

高超的语言艺术和人格魅力，在整个

混凝土正式浇筑前，项目公司组

础开挖、支护降水、钢筋加工绑扎、

本次境外债券的成功发行，充

织全体员工、OE 及 EPC 总承包方现场

模板支护等各环节，坚持施工质量高

分体现了电建集团融资团队对境外资

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6月

路演过程中与投资者亲密互动，全场

全体人员于现场会议室召开浇筑第一

起点、高标准进行。

本市场的准确把握和运作能力，显示

5日，融资团队与投资行、承销行一

气氛融洽和谐。电建集团的财务部、

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电建品牌的高度

起分析目前市场情况，对即将发债的

海外事业部还通过现场电话联线的方

认可。

几家企业进行分析，既要避开强劲的

式，解答投资者提出的问题，为路演

竞争对手，又要发挥自身优势，稳扎

提供了强大的后方支持，整个路演推

稳打。据了解，中国电建是当期发债

介宣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路演

的唯一一家央企，具有明显的差异化

现场气氛热烈，中国电建此次发行的

方混凝土启动交底会议，项目公司、

明确职责共合作，四位一体显神

OE 及 EPC 总承包方代表分别就人员组

威。为确保节点目标的实现，项目公

织、机械配置、施工工艺、安全措施

司与总承包方、设计、OE 单位多次召

等向全体人员进行交底，明确安全、

开四方联合会及混凝土浇筑策划专题

技术、质量等管控要求，确保第一方

会，十多次召开第一方混凝土浇筑条

混凝土浇筑顺利进行。

件核查会，积极协助总承包方落实人、

电建集团本次债券发行的前期

优势，而且担保方中国电建信用评级

债券受到国际投资商的追捧，路演初

机、料、法、环等各环节，不断讨论、

工作早在2016年10月已全面开展。电

基础较好；电建海投四年前就设立了

战告捷，并为后续债券的发行定价奠

研究、优化混凝土浇筑方案和关键工

建集团总会计师孙璀亲自负责，资金

香港平台公司，从事境外资本融资，

定了良好的基础。

序，认真做好混凝土浇筑前各项准备

管理部牵头组织，搭建了中国电建

又具有2次成功境外发债的经验。团

工作，真正把“四位一体”组织管控

MTN计划，集团总部作为主体，电建

队判断，此次发债条件成熟，可谓

博弈商海，刷新央企境外发债利

模式的效能发挥落实到实处，为顺利

海投、电建国际、山东电建三公司3

天时、地利、人合，融资团队信心倍

率新低

浇筑第一方混凝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单位共同参与。此次境外发债是

增，当即决定按原定计划发债。

牢记安全为天、坚持质量为本，

MTN计划的第一炮，由电建海投公司

未雨绸缪早筹划，有备无患保工

时值国庆佳节，浇筑第一方混凝土节

运筹帷幄，把握最佳发债机遇

具体运作实施。

“如果价格定的太高，就会增
戮力同心，路演首战告捷

加融资成本；定得太低，投资者认购
订单不足，就意味着发行失败。”作

点目标的实现是明古鲁项目的一次阶

自美联储启动加息以来，2017年

段性胜利。作为中国电建在印尼市场

为加息大幅度提升的转折年。电建海

在境外债券发行过程中路演是

为现场定价的最高决策者，李铮承

开发的第一个火电类投资项目，明古

投融资团队密切关注市场利率走势及

关键环节。电建集团领导高度关注，

担着巨大压力，一夜难眠。当时，承

鲁项目将进一步明确路径、细化措施，

变化，及时跟踪分析，在确定上半年

协同总部各职能部门，提前筹划准

销行建议将“吹风价”（初始定价）

充分发挥电建海投公司资源整合能力

大窗口的前提下，密切关注发行小窗

备材料。6月6日，电建集团资金部主

定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以吸引更多的

和中国电建一体化资源优势，助力企

口的变化，果断将发债时间锁定在美

任陈波亲临路演现场，与电建海投副

投资者，确保发行成功。李铮与融资

业大步伐“走出去”、快节奏“走得好”。

联储6月14日加息之前，并依托非农

总经理、总会计师李铮一起，对此次

团队连夜分析当前债券市场形势，并

就业数据发布所出现的经济增长消极

融资募集资金的用途、企业发展战略

不断回顾白天的路演情况，最终果断

情绪，抓住了美债收益率下调5BP的

及经营情况，向投资者进行详细的解

采取激进定价策略，将承销行建议的

引导性指标窗口。最终，电建海投融

答。电建海投是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平

“吹风价”压到3.9%。

资团队确定了6月5日公告、6月6日路

台，此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一带一

郭洪宁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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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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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谈起这次成功发债，李铮淡定
从容、举重若轻。“本次债券成功发
行，主要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一带一
路’建设充满信心，而电建海投的海
外投资业务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国电建集团是海投公司的坚强
后盾，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
保障，债券的成功发行也体现了国际
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中国电建的良好认
中国电建发债团队合影

知。特别是电建海投董事长盛玉明在
整个发债过程中，给予了直接指导和

债券，有利于通过投资者的良性博弈

李铮带领融资团队登上回北京的飞

获取最优利率。6月7日，簿记建档时

机。三天三夜的戮力鏖战，惊心动

盛玉明说，“与其他融资方式

市场订单热烈，得到黑石、太平洋

魄、此生难忘。机窗外美丽的维多利

相比，境外美元永续债更适合海投公

投资、中投等国际知名的大型债券投

亚港，青翠的狮子山渐行渐远、淡出

司发展，在保证公司低成本资金建设

资机构的认可。抛出3.9%的初始定价

视线，发债前筹备的一幕幕艰辛浮现

需求的同时，可有效降低资产负债

时，市场认购踊跃，一度达到188张

在眼前。

率；而且境外募集资金可直接用于境

全力支持。”

订单，规模达到42亿美元，欧美等国

“如果拿不到发改委境外发债

外项目投资建设，不受跨境汇款的外

际知名投资人纷纷下单。在关注市场

的批文，将会错过最佳时机，许多工

汇管制限制，资金调度灵活，后期管

认购情况的同时，融资团队提前沟

作也将前功尽弃。”而留给她的只有

理成本低；有利于公司全球发展战略

通，稳定住基石投资人；进而打破债

7天时间。

的实施，也是集团产融结合的积极探

券初始定价与最终定价收窄幅度的常

为取得发改委境外发债备案登

规，进一步采取激进策略，将定价指

记证明，李铮总亲自带队奔波于国家

早在2014年，电建海投在香港完

引收窄幅度扩大为40BP。为保证订单

发改委4个司、3个处之间，逐一汇报

成首单15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及5亿

质量，李铮立即组织券商开会，当即

电建海投境外业务及本次债券拟发行

美元永续债发行。与3年前不同，此

关闭认购通道，马上与部分意向投资

情况。那7天，她天天跑发改委，并

次发债面临着美国加息周期，担保企

人进行沟通，当机立断确定以3.5%的

派人蹲守，全天候关注，随时汇报动

业评级降低等不利因素。团队成功将

超低价格向市场公布。

态，她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周

永续债的利率由4.05%降至3.5%，节

最终到薄记关闭时，团队收到

围每一个人。有心人，天不负。6月2

约融资成本近9500万人民币。

147份有效订单，金额超过35亿美

日周五下班前10分钟，团队终于收到

电建海投在香港的3次成功发

元，超额认购达7倍，成功将发行利

了发改委备案文件证明，取得了境外

债，为央企境外发债树立了典范，塑

率由3.9%成功压降了0.4个百分点，

债券发行的“通行证”。

造了中国电建在香港资本市场的良好

索和实践。”

最终锁定在3.5%，债券发行圆满成

为尽快推动境外发债工作的落

形象，扩大了中国电建品牌的影响力

功。渣打银行称“不可思议，中国电

实，按照境外资本市场惯例，公司决

和知名度，为电建集团MTN计划的顺

建刷新了央企境外发债的新低。”

定新设SPV（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发

利实施及境外资本市场运作奠定了良

行主体,并决定由香港公司在英属维

好的基础。

天道酬勤，成功背后的艰辛付出

尔京群岛新注册成立“电建海裕有
限公司”。香港平台公司完成了债券

6月8日,迎着清晨第一缕朝阳，

内刊

卡西姆电站 GIS 室设备巡检及控电室控制柜

发行前置及发行主体调查等一系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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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辉煌

——记集团首个海外 BOT 电站甘再水电站
刘向晨

张一凡
有防洪、灌溉、供水、旅游、平衡下

“走出去”，融入到“一带一路”倡

游生态流量等多项功能。

议的宏伟蓝图中去。
两位一体，高度融合稳健运营
甘再水电站商业运营以来，一

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范例而拍摄

直保持着良好运行，先后被当地政府

为此，甘再项目公司按照公司

了专题纪录片，并成为清华大学《中

和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授予特殊贡献

要求并结合项目实际制定了《“两位

国对外投资项目案例分析：中国进出

奖和优秀合作单位称号，并于 2016

一体”电力生产管控组织模式实施方

口银行海外投资项目精选》的7个成

年通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

案》，内容涵盖构建四个安全生产体

功案例之一。

良好行为企业”AAAA级现场确认，成

系、建立内部培训机制、组建电力生

为中资企业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海外

产专家库、开展考核奖励和评先树优

运营水电站。

活动、融合企业文化、成立联合组织

“三峡工程”，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意

映，霓虹灯不时变换着各种图案，川流不息的车辆闪烁着灯光，喷泉随着
音乐翩翩起舞，市民和游客们进入了一天中最惬意放松的时刻……

“10年前，这里是一片丘陵莽
原，丛林密布，沟壑纵横，高低起

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照亮这
座城市夜空的电能，50%以上是来自
距离金边150公里外的一座水电站，
一群来自中国的电建人正为之默默
坚守。
8月，进入丰水期的甘再河水奔
腾流淌，一座巍峨的大坝横卧碧波
之上。这座由中国电建集团在海外
第一个以BOT方式投资开发的甘再水
电站，自2012年8月进入商业运行以
来，已安全稳定运行了5年，创造了
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被洪森首相
誉为柬埔寨的“三峡工程”。

内刊

行首要工作目标。

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也将其作为中

商业运营以来，这座甘再河上的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夜色中的柬埔寨首都金边，流光溢彩，交相辉

体”管控模式，以“安全、稳定、连
续、高效”的方针作为甘再水电站运

工程)和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中央

成功典范，高坝捧出千倾平湖

国在甘再水电站调研机组检修工作时
特别强调，要坚持落实好“两位一

凭借优良的工艺质量和运营指
标，甘再水电站被评为鲁班奖(境外

4月，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

等诸多方面。

义。作为柬埔寨最早实现并网发电的大

用好每一滴水，发好每一度

型水电项目，甘再水电站已成为柬埔寨

电。对于有着40年商业运营期的甘再

在甘再项目公司，“两位一

政府政绩和改善民生的标志性项目，被

水电站来说，如何持续确保稳健运

体”管控模式将所有员工都纳入其

执政党高高树立在全国大选的宣传牌

营，仍需要在管理上不断创新拓展。

中，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工

上，成为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展示新能

在2017年度电力生产工作会议

种，实现统一标准、规范管理，努力

上，电建海投公司的决策者们为包括

构建项目公司与运维单位的命运共同

甘再水电站在内委托运营的海外水电

体，建立责任与利益共同体、理念和

站开出了一剂良方。

文化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确保甘再

源发展成果的主要宣传窗口。

伏。如今，这里是我们的电站厂址，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厂房整饬，道路畅通，绿意葱茏。”

记盛玉明说，甘再水电站的更大意

站在甘再水电站的大坝上，生产技术

义，在于它所带来了引领示范作用，

着力实施“两位（发电公司与

部主管文迪指着远方不无骄傲的说。

不论对柬埔寨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都

运维分包商）一体”的电力生产管控

水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连续、高
效”运行。

甘再水电站是柬埔寨水电开发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进一步激发

组织模式，即运维分包商的运维工作

“通过‘两位一体’管控模式

的开山之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规

了柬埔寨王国政府加快开发水电资源

实施流程，要科学嵌入到发电公司的

的实施，双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划的甘再河水电站，作为柬埔寨政府

的热情，给更多中国企业带来了发展

管理流程中，要实现整个管理流程的

使，合作共赢，荣辱与共，共克时

推出的首个国际竞标项目，也是中国

机遇。

通畅、高效，形成一体化的电力生产

艰，有效推进运营管理水准再上新台

管控体系。

阶。”甘再项目公司党支部书记、总

电建在境外的第一个BOT项目，亦是

近年来，柬埔寨政府采用甘再

中国企业当时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最大

水电站合作模式，先后启动了基里隆

这样，既履行好建设单位对项

水电站，其规划设计和施工难度都开

水电站、达岱水电站、阿代河水电

目安全的全面管理责任，又深层次推

8月，甘再水电站月发电量突破

创了中国水电工程境外建设的先河。

站、额勒赛河下游水电站、西山河水

动公司内的承包运维单位履行其安全

1.13亿千瓦时，创造了历史新高，5

然而，它的推进速度却是惊人

电站等大型水电站项目建设。它们和

生产责任，通过组织机构和合同约

年来，已累计发电量达到24.14亿千

的。在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一体化的带

甘再水电站一样，都是由中国企业投

束等将二者的责权利紧密的糅合在一

瓦时，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蓬勃动

动下，4年便实现竣工投产。水电站

资建设，其装机已可满足柬埔寨雨季

起，避免“两张皮”带来的安全管

力。

在每年向首都金边以及贡布省、茶胶

全国用电需求，最终带动中国技术、

理脱节，又防范和杜绝了“以包代

省提供约5亿千瓦电力的同时，还兼

中国标准、中国设备、中国文化的

管”。

经理王铁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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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柬埔寨员工一百多人，项目公司

“一公里”，使地处偏僻的村民们可

人员本土化率已达70%。

以沿着平整的道路直达贡布省府，村

让两岸高山上的“繁星”更明亮
——上马相迪公司建管结合、无缝衔接工作纪实

Vatey，柬埔寨皇家大学电脑科

环保，也是甘再水电站一张拿

里产的土特产、手工艺品，也可以源

学与经济学双学位本科生。跟柬埔寨

得出、叫得响的名片。多年来，项目

源不断地运往城里，像这样的“电建

大部分姑娘不同，Vatey并没有选择

公司一直保持与当地环保、渔业等相

路”“电建桥”，许多都分布在贡布

早早结婚，成为一名家庭主妇，而

关职能部门密切合作，让大自然的馈

省的山水之间，被当地村民誉为“致

是从2014年开始来到甘再项目公司工

赠，转化为当地民众的幸福生活。如

富路”“连心桥”。

作，从收发文件做起，慢慢成长为一

今，甘再河两岸，青山绿水，芳草茵

柬埔寨谚语“信任如树”。5年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

名高端商务职业新女性。

茵，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宛如一幅

来，中国电建人以真诚沟通、重信守

着无数的街灯。”在尼泊尔马相迪河两岸的高山上，散住着十几户人家，

江南水乡画卷。

诺，与属地政府和民众实现了和谐相

每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亮起电灯，如同天穹散落的明星。电建海投公司

搭乘中国“快车”，共享发展

韩国芬

刘永强

红利。电站的商业运营，意味就业

巍峨的甘再大坝犹如一条巨

处，结下了深厚友谊。在项目营地周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的如期发电，为马相迪河两岸的村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机会的来临。和Vatey一样，来到甘

龙，牢牢锁住了每年雨季洪水滔天的

边或是贡布省街头，柬埔寨民众都会

电能，让高山上的“繁星”更明亮。

再水电站工作，从而发生命运改变的

甘再河，大大降低了洪水侵袭的面积

对这群来自中国的电建人报以微笑，

柬工还有很多。每一个柬方员工的背

和频次，让贡布省百姓安居乐业，从

许多人还会双手合十，这是柬埔寨人

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命运的

此摆脱了洪水泛滥之苦。电站的调节

表达谢意最真诚的方式。

改变，往往代表着一个家庭命运的改

水位功能，则让旱季里的甘再河依旧

西哈努克曾说：“柬中之间长

变。

一汪清水向南流，将PH2电站下游1公

期牢固的友谊，像一朵永不凋谢的鲜

正因为如此，甘再项目公司大

里的响水度假区，打造成为柬埔寨著

花，永远开放在晴朗的天空下。”如

力实施属地化、本土化经营，为当地

名的旅游景点，一座可供贡布省、白

今，坚守在甘再水电站的中国电建人

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组

马省和西港省等周边数十万人饮用的

正和柬埔寨人民一起，用真诚和汗水

织技能培训3000余人次，很多柬籍员

水厂，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浇灌友谊之花，领略花香芬芳，享受

工经专业培训走上了技术、翻译、行

惠民生，更聚民心。今年7月，

政等工作岗位。目前，甘再水电站有

甘再项目公司为甘再村打通了最后

友谊魅力，这已成为中柬两国互利共
赢、携手并进的美好写照。

布了21项电力生产类规章制度，建立
起覆盖安全运行、计划营销、设备技
术、文明生产、考核评价等电力生产
制度体系。
鉴于公司投资项目均在海外，
建设初始公司就启动生产准备工作
和实施工作。2015年8月，成立上马

上马相迪A水电站自2013年初
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克服4 .25大

相迪项目公司电力生产运营筹备组，

地震、罢工阻工、口岸关闭、能源危

段的各项工作，做好建设与运营工作

机等重重困难，于2016年9月底实现

的衔接，确保优质资产的形成，实现

了两台机组发电目标，2017年1月1日

即投产、即稳定、即发电的目标。一

正式进入商业运行期，仅用了3年多

年多来，运营筹备组按照发电目标，

时间就建成发电，在尼泊尔上演了

制定了发电准备和运营生产计划，有

“中国电建”时速，成为尼泊尔历史

序开展电力生产准备工作，确保机组

上第一个外国投资，并顺利投产发电

投产移交时，人员、设备、管理、物

的电站。

资、现场和并网准备同时满足生产运

2017年5月22日，项目公司举行
建设运营交接仪式，实现了建管结

配备精干人员，组织协调生产准备阶

营管理要求，为电站由建设期向运营
期平稳过渡提供坚强保障。

合、无缝衔接。
建立标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战略引领，将电力生产运营列为
三大业务板块之一

筹备组以电力生产标准化为抓
手运营，以电力生产准备为落脚点，

内刊

电建海投公司作为集团全产业

全面推行运营管理标准化建设，有力

链升级引领平台，引领集团内电站运

促进了电力生产和运营管理的持续改

维单位一起“走出去”。随着电力投

进和提升。

产项目的增加，电力生产运营管理的

2016年3月，运营期标准化组织

重要性日益凸显，按照公司中长期发

机构成立，将标准化建设分为两个

展战略规划，公司将电力生产运营管

阶段：在工程建设与电力生产并存

理列为三大业务板块之一，与市场开

阶段，建立满足电力生产需要的各项

发、建设管理三足鼎立，共同形成对

标准；在正式生产运营阶段，全面启

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为保证公

动公司标准化体系建设。项目公司在

司战略落地，近3年，公司制定并发

借鉴甘再项目公司生产运营标准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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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上马相迪项目

技术部的李高原是标准化管理的行家

电力营销，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实际，对标准化体系进行调整优化，

里手，每个月他都抽出时间去运维项

提供保障

事先规避处理存在的问题，根据项目

目进行培训和“一对一”指导，确保

机组型号、PPA协议、电网的高度规

运营标准化工作落地。

常调度、发电检修计划、事故处理、

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截止目

通讯计量、电费结算等具体工作与

前，已提出变压器消防安全、新建

NEA逐项进行沟通，既要满足当地技

危化品仓库不满足运行期要求等30

术要求，又要形成符合中国标准的报

余个整改事项。同时，充分发挥建

表，想让当地政府认可中国规范和标

设期的商务优势，建设运营双方共同

准谈何容易！没有捷径，没有秘决，

理顺当地电力局、购电中心等地方关

只能与电力局反复沟通、反复解释，

系，建立畅通的沟通协调通道；在沟

以钉钉子的精神、锲而不舍地反复协

通过程中，运营团队也全面系统学习

调沟通，在筹备组和项目商务团队的

购电协议等重要协议，为后续电站运

共同努力下，最终与NEA达成一致意

营、电力营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见。2016年6月初，上马相迪项目公

按照“安全经济创效益、和谐

司与NEA正式签订《调度运行操作规

共赢促发展”的运营管理目标，结合

程》，明确了电力生产的有关技术、

上马相迪项目公司的特点，运营筹备

商务条款，并网准备工作和电力生产

组重新梳理完善对运维分包商的评

营销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由于前期沟

价、考核、奖惩机制，积极探索建立

通到位，相关资料及时准备，目前，

“两位一体”的电力生产管控模式，

尼泊尔电力局电费支付及时到位。

努力打造与运维分包商的生命共同
体。

无缝衔接，为电站安全稳定运行
创造条件

发电售电和电费回收是公司海

海外投资项目的运营期长达30
年之久，只有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发
挥当地协调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履行

程、社会环境和当地政策等，重新制

据统计，2016年，项目公司先

外电站生产运营的生命线，是公司能

“建设和运营不能脱节，现场

定各项运营管理标准。7月，公司发

后开展运营期电力生产标准化建设

否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运营筹

管理、安全监测要实现全过程无缝衔

布了满足现场需要的技术标准、管理

基础知识培训、《尼泊尔调度操作规

备组充分认识到电力营销的重要性，

接。”盛玉明董事长明确提出要求。

“建设一座电站，造福一方百

标准、工作标准和运行标准。截至

程》、“两票三制”等技术理论与实

积极开展电力营销外交工作，狠抓发

建设、运营是全产业链一体化

姓。”上马相迪公司充分发挥全产业

2016年底，公司先后发布《标准化工

操培训160人次；并组织去中马相迪

电量指标和电费回收工作，将电力营

中的两个关键环节，建设团队和运

链一体化优势，坚持绿色运营、和谐

作考核管理》《上马相迪电站运行规

电站、四川华电木里河公司、甘再项

销列为重中之重，确保能发电、能送

营团队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

发展，将电力生产运营与环境保护、

程》等标准规程共计185篇，建立52

目公司对标学习，通过培训交流对

电、能回收。

相互支持，是上马相迪水电站快速

资源利用相结合，积极实施厂坝路安

项运行标准台账。标准化工作覆盖了

标，让运营维护人员掌握本岗位的技

2016年3月，筹备组安排专人常

实现投产发电的重要保障。运营团

装路灯、埋设跨路灌溉管、购置鱼苗

电力生产、运行维护的各个环节。

术标准，更好地执行标准。

驻加德满都办事处，会同项目公司

好社会责任，服务当地社会，才能实
现项目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队在安装、设备调试、电器方面具

等社会责任,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促

筹备组重视标准化落地和运维

标准化工作的实施大大减少了

商务合同部人员与尼泊尔国家电力局

有优势，建设团队在对外商务方面

进当地旅游业发展，让“一带一路”

人员培训工作。“把运行管理和安全

工作量，提高了效率，规范了流程，

（NEA）沟通、协调机组并网发电准

具备优势，双方在技术层面实现了

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在尼泊

监测的100多个标准，分解到每个具

有序推进电力生产各项节点的完成。

备和电力营销工作。按照当地的法律

优势互补、无缝衔接。运营筹备组

尔落地生根，让马相迪河的水更清、

体岗位，通过培训让运维人员了解岗

2016年8月29日，项目公司进行工作

法规及电力公司技术要求，结合中国

提前参与主要设备调试、工程质量

山更绿，让两岸高山上的“繁星”更

位标准并严格执行，使标准与日常生

标准切入，9月27日完成首台机组试

规范及标准，制定了电网通讯规程、

验收，提前介入试运行，掌握主要

明亮。

产紧密结合，每周去现场检查标准执

运行，11月15日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

调度运行操作规程。根据PPA的规

设备的健康状况和工程质量情况，

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导。”生产

电，所有目标如期实现。

定，筹备组对电站正式运行期间的日

在验收之前提出整改、技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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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矿业的“中国结”

民主共和国议会正式批准。
2008年9月，作为中刚“资源财

高度赞扬。华刚一揽子项目的不断推

为了保护员工人身安全，公司

——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刚果（金）创业纪实

政化一揽子合作模式”主体——华刚

进，将成为中刚两国经贸往来、合作

加强劳动保护，坚持定期安全检查制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刚果（金）完成

共赢的里程碑，也必将成为中非合作

度，在安全管理中导入中国特色的群

注册手续。2009年1月，中国商务部

的典范。

众安全员制度，及时纠正“三违”

韩忠艺

2015年5月，刚果（金）外交部

行为，公司还采用边坡雷达、红外线

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与中国企业谈

铁等中资企业合资在刚果（金）设立

副部长安东尼•博雅巴在给华刚矿业

报警等高科技措施，实时监控重点部

判一种后来被他们高层称赞为“划时

华刚矿业。

的留言中写道：中刚两国的合作能够

位，预防各种安全事故。

刚果（金）2006年12月大选后，

从此，一个以中国智慧创新的
合作模式正式诞生了。

启动国家重建计划和“五大工程”，
拉开了该国“现代化革命”战略的帷
团来访，就是为他们国家的重建和发
展寻找资金的。
巧合的是，就在刚果（金）政
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同时，在国家

为了改善矿区周边居民生活，

矿业，我们收获了双赢的果实，中刚

华刚矿业把社区建设纳入公司发展规

人民友谊万岁。

划，与刚方员工及周边居民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近年来先后投入360多万

中国情怀造福刚果人民

美元在当地实施社会公益项目。2014
年2月，华刚矿业投资30万美元整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非友
好历久弥坚、永葆活力，其根本原因

2013年4月，华刚矿业项目一期

了科卢韦齐卡巴达至莫索诺依的6.9

就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真诚

工程开工不久，公司负责人就明确提

公里公路；2015年10月，华刚矿业总

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出了要处理好“企业与当地政府、刚

经理孙瑞文一行连续3年代表企业向

“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

2008年6月30日，就在刚果

方劳资、周边社区以及企业发展与环

科卢韦齐圣玛利亚小学和杜赛伊迪安

也把目光从国内转向了世界，正在进

（金）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来国家独立

境保护”的“四个关系”，强调打造

娜中学两所学校开展捐赠助学和义诊

行着一场产业模式的结构性重大调

48周年的时候，中刚一揽子合作项目

“和谐社区”对于企业生产经营、防

服务，受到了上千师生的热烈欢迎和

整。

头号基建工程——金萨莎市政道路一

范风险和保持稳定方面的重要意义，

感谢；2016年9月，华刚矿业再次投

要求华刚矿业通过承担公益项目、履

资42.5万美元建设完成了科卢韦齐6
公里亘长的10千伏电力架空线路……

特有的工艺品——中国结，因为她凝

在中国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

号线卢当德里公路工程正式开工！紧

聚着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情怀

行的牵线搭桥和积极谋划下，一个凝

接着，金萨莎市政道路一号线旅游大

行社会责任，处理好企业与当地政府

和中国文化。电建海投在刚果（金）

聚了中国人特有智慧的合作模式诞生

道工程、RN5国道卢本巴希至卡苏莫

以及企业与周边居民的关系。

的参股（25.28%股份）子公司华刚

了，这就是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资

努路面工程等项目相继开工，截至

为了保护当地环境，华刚矿业

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和交口称赞，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刚矿

源换项目模式”，而在刚果（金），

2017年3月，华刚矿业共签署36个基

在矿山建设和生产的技术方案中采用

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科

业”），就是这样一个在非洲矿业领

这种模式的官方称呼是：资源财政化

建项目的三方协议，已为刚果（金）

清洁生产工艺，采取合理、可靠、可

卢韦齐原市长姬玫女士说，华刚矿

域创造中国速度、践行中国理念、弘

一揽子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既能满足

建成了金沙萨旅游大道、凯旋大

行的综合防治措施，抓住废水这个关

业成立后积极投入资金，为当地社

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

刚果（金）基础设施落后急需重建的

道、六三零大道等道路修建工程233

键，在生产中最大限度地使用采坑废

区公益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

结”。

迫切需求，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又能

公里，修建构筑物、建筑物9万多平

发挥中国企业的传统优势，开辟基建

米。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推动了当地经

项目的海外市场。因此，该模式引起

济发展，改善了市政形象，而且促进

了双方极大的兴趣。

了当地就业，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智慧创新合作模式

2007年9月，由中国进出口银

2015年10月，华刚矿业铜钴矿

行、中国中铁和中国电建组成的联合

采选冶一期工程仅用2年半就提前正

受中国商务部邀请，时任刚果

代表团，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签

式投产，创造了非洲矿山建设的中国

民主共和国国务部长兼公共工程及基

署了《项目换资源协议》，确定了项

速度，成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亮点

础设施重建部部长的奥孔高先生来到

目换资源的基本框架。2008年4月22

和楷模。通过实施基建和矿业项目，

中国，陪他随访的还有该国矿业部

日，中刚双方正式签署了刚果（金）

中国企业给非洲带去了技术、资金、

长、总统府经济顾问、驻华大使等组

一揽子合作项目的有关协议和文件，

经济动力以及大量就业人数，得到了

成的刚果（金）政府代表团。他们一

5月13日，这些协议和文件得到刚果

刚果总统、总理、政府要员以及联合

2007年8月，首都北京艳阳高
照，热浪滚滚。

内刊

造福我们两国人民。今天，通过华刚

中国理念促成合作共赢

幕，因此，这次刚果（金）政府代表

很多外国朋友都特别喜爱中国

水，选冶生产用水循环利用。

正式发函批复同意中国电建、中国中

代的、史无前例”的合作模式。

华刚矿业选冶厂区

国计划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

华刚矿业的种种善举，得到了

华刚矿业向当地学校足球队赠送球衣和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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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阔的世界等待我们去点亮（给新时代写封信）

了企业与当地居民的鱼水关系，为

思想文化见识，推动着我们与华刚矿

每年在圣诞节前后开展一次“星级员

周边矿业企业树立了和谐发展的典

业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在华刚矿

工标兵”表彰活动，不定期开展各种

范。刚果（金）卢阿拉巴省省长黑

业及其合作项目中，像卡玛达这样的

劳动竞赛活动，增强了中刚员工的责

沙合•穆耶盛赞华刚矿业近年来为卡

员工有近5000多人，当地员工属地化

任感、荣誉感和企业归宿感。一直

巴达镇修缮校舍、供电、修路等方

率达到了80%，他们遍布公司高管、

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米歇尔在2015年

于典型的高湿、

了当地的“金领”，更让他骄傲的
是：他所从事的工作，将会给400万
个巴基斯坦家庭带来光明和温暖。

面的善举，称华刚矿业是社区的朋

中层管理以及操作工等所有岗位，大

10月华刚矿业“百日安全活动”中被

高热、高盐雾

友，是刚果人民的朋友。

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合作，

评为安全标兵并获得了一辆中国式自

热带气候。面对

携手共进。

行车的奖励，他不仅自己感到非常自

近50摄氏度高温

中国正在让更多人的生活亮起

为了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系

豪，而且还赢得了邻居们的尊敬。他

炙烤，我们发扬

来。不仅仅是巴基斯坦，在印度尼西

统、不同领域的员工们统一目标，共

说：“从邻居们的口中我深深地感受

电建“铁军”精

亚、在柬埔寨、在尼泊尔、在孟加

“你们能把中国文化的传统和

同奋斗，华刚矿业大力倡导“融入”

到大家对我获此殊荣的尊敬之情，同

神，连续奋战，

拉、在老挝，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做法在刚方员工中成功运用，我感到

文化，开展“斯法汉语大家学”活

样也引发了他们对华刚矿业的兴趣和

实现了锅炉水压

持续推进，一个又一个能源项目在参
与国家落地生根。我的很多同事都奔

中国文化点亮员工梦想

很惊讶，也很敬佩”，联合国开发计

动，让中方员工学习斯语、法语，刚

向往，他们不停的喊到：‘华刚矿业

试验、汽轮机扣

划署驻刚果（金）代表普丽娅•加基

方员工学习汉语，促进文化融合；经

是我们向往的未来，前进的方向’。

盖等14个里程碑

赴异国他乡，和各国人员一起，点亮

哈吉女士看到华刚矿业定期在刚方员

常组织中刚员工开展各种体育比赛和

而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嘴角始终挂着

节点的提前完

生活，共创美好。当然，在东南亚、

成。更让我们打

南亚和非洲等地，仍有近12亿无电人

心眼里自豪的

口。“一带一路”倡议也将能源合作

是，这座电站包

列为重要内容，这是机遇与舞台，也

工中评选星级员工的做法后，向华

娱乐活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促

微笑，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我的到

刚矿业负责人表达了由衷的赞许。确

进行为融合；在圣诞节、刚果独立

来，这是我前所未有过的生活……”

实，为了营造一个团结友善、积极进

日、新年元旦以及中国春节前夕，公

中国结是吉祥幸福的象征。

取的企业环境，华刚矿业发挥国有控

司领导走访慰问表现优秀和家庭困难

随着中刚“资源财政化”一揽子

股企业的传统优势，传播中国文化，

的刚方员工代表，以中国特有的方式

合作项目的逐步全面实施，华刚矿业

凝聚发展力量。

向刚方员工表达友善，传递温暖，促

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非洲矿业的“中国

进情感融合；通过共同融合，形成了

司机卡玛达在参加公司的一次

本文发表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第 09 版。

括汽轮机、锅炉和发电机三大主机在

是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内99%的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已成为

机遇何其宝贵，使命何其光

你好！

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走

荣，责任何其重大！作为身处新时代

结”，也一定会在互利共赢、共同发

我是一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国

出去”的样板工程。

的工人，如何才能担负起这样的使

从北京到卡拉奇，我们送去电

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已

新时代：

征文中写道：“从成为华刚矿业一员

“中刚两国一家亲，中刚员工一家

展的进程中结出更多的硕果，给更多

企电力建设者。走出国门，投身“一

的第一天开始，一种中国式的管理模

人”的企业氛围。

的中刚两国人民带来吉祥和幸福。

带一路”建设，最深切的感受，完全

厂；从卡拉奇回望北京，我们获得

经给出了答案：“建设知识型、技能

为了调动刚方员工工作积极

能在十九大报告中找到印证：“这个

精神的磁场。卡拉奇距北京5000多公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

字和语言就融入到了我们生活中的点

性，华刚矿业从2014年起在刚方员工

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里，和国内有3个小时的时差。党的

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点滴滴，改变了我们曾经一些固有的

中每月开展一次“星级员工”评选、

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

十九大召开当天，我们项目上的党员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是

代。”

式、中国式的企业文化、以及中国文

中刚员工携手共进

内刊

干部凌晨6点便聚到了会议室。听完

呀，作为投身“一带一路”的建设

两年多前，正是在习近平总书

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一词让我心

者，只有争做有知识、懂技能、敢创

记的见证下，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

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第一时间

新的大国工匠，坚信劳动光荣，坚守

电站项目签署了“实施协议”“购电

便把它转述给了同事、好朋友阿迦

精益求精，才能在生产一线劈波斩

协议”，“中巴经济走廊”的首个能

听。

浪、再立新功。

源项目正式落地。两年多来，来自中

阿迦，一个地道的巴基斯坦男

恭逢盛世，与有荣焉。新时

国的电力建设者不辱使命，和巴基斯

孩。一年前，他从NED工程技术大学

代，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更应有新

坦人民一起在阿拉伯北海岸一片荒芜

电气专业毕业，经过激烈角逐，从

的气象、新的作为。中国电力建设

的盐碱地上，建造起了一座现代化的

16000名巴基斯坦应届大学毕业生中

者，将乘着“一带一路”扬帆远航，

发电站。

脱颖而出，并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半年

开启更为精彩的追梦之旅，点亮更广
阔的世界。

弘扬丝路精神，共筑世纪工

的技术培训，成为首批被卡西姆电站

程，这是我们海外建设者的共同心

录用的100名运维员工之一。阿迦和

国企职工 刘向晨

声。其实，在这里工作总是“热火

我一样对新时代充满期待，他曾不止

2017年11月9日

朝天”——项目所在的卡拉奇，属

一次对我说起，因为这份工作，他成

刘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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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苏巴：我想在中国电建工作到退休

和实地考察。为了确保132KV线路的
设计工作顺利完成，克服设计人员与
当地官员及村民的沟通障碍，希苏巴
盯在施工现场，每天与设计人员一道
奔波往返。山路崎岖难行，仅8公里

绿树环抱着红房，青草掩映着

1965年出生的希苏巴，家乡在

夕阳，散落的紫色花瓣点缀着草坪，

尼泊尔北部，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

火红的三角梅，花香四溢的小院。

齐心协力，共同推进项目建设

的路途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有的路
就建在震后滑落的碎石坡上，坡上一

南麓、珠穆朗玛峰脚下，家乡山高谷

希苏巴不仅精通尼泊尔语、英

米见方的石头随时有滚落的危险，另

在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加

深、云雾缭绕，雪山掩映着蓝天，白

语、汉语，也会讲一些印度语和乌尔

一边就是万丈深渊，这样的路他一天

德满都办事处，同事一边向我们介绍

云、青草、小屋、牛羊，有着尼泊尔

都语，有着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丰

要走好几趟。凭借良好的语言优势和

环境，一边问旁边的老员工“老希哪

“高山王国”特有的美丽景象。在高

富的商务经验和业务能力，擅长与当

沟通能力，凭着他永不言弃的执着精

棵是牛油果树？”一位老员工指着

高的雪山那边是美丽富饶、有着悠久

地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在项目推进过

神，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希苏巴就

院里那棵郁郁葱葱的树说，“这棵就

历史文化的中国，也是他心驰神往的

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陪同设计人员完成了整条线路的现场

把当地财务、商务政策翻译给他们，

是，要到秋天才结果呢！”纯正标准

地方。他从小就梦想着去雪山那边的

在尼泊尔，很多政策都是用尼

勘测和实地考察工作，保证了输电线

并进行悉心指导；新加入公司的尼泊

“儿子在武汉师范大学机械自

的普通话、亲切随和的笑容，说话的

国度去看看，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

语印发，就连平时用的日历也是尼泊

路项目的顺利推进，并被评为电建海

尔籍员工不了解公司的制度文化，他

动化专业学习，即将毕业的他也想回

“老希”是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

先进的技术和发展经验，让自己的家

尔历法，每月财务报表也要按尼历报

投公司“海投之星”，也是第一个获

就把公司的制度要求、“海文化”的

国到中国公司工作。我媳妇儿也上

的希苏巴（英文名字：Shisupal），

乡变得更好。

送。2013年7月，希苏巴在上马相迪

此殊荣的外籍员工。

内涵等翻译给当地员工听，让他们尽

班，家中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一直陪

快适应工作环境，融入海投文化。

伴在妈妈身边，小女儿也非常热爱中

一个地道的尼泊尔人，如今已是项目
公司管理层的高级员工。

尼泊尔当地员工参加项目公司文艺演出

电建工作到退休。

中学毕业的希苏巴考入加德满

项目公司任商务合同部副经理，主要

希苏巴说，自己非常感谢中国

都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建筑，从此离开

负责与尼泊尔政府部门的协调工作。

电建这个平台，十分珍惜这份工作。

老希对电建海投的“海文化”深

国文化，正在学汉语。”每当说起家

家乡，踏上漫漫求学之路。职业技术

他充分发挥良好的语言优势和熟悉当

4年来，他学习并掌握了在尼泊尔建

有感触，“中国文化是互利共赢的文

庭，老希脸上总是洋溢着满满的幸

化，对每个人发展都有利。”在这里工

福。

与电建结缘，

学校毕业后，他在当地一家公司工

地环境政策的地缘优势，多方参与当

设水电站的全过程，积累了丰富商务

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作，并结婚成家。但他儿时的梦想一

地电力局等部门的沟通，并与当地政

管理经验，个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得

作氛围好，大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希苏巴说，“电建人很让我敬

直萦绕在心中，工作的同时，他更加

府部门建立了长期联系，为项目谈判

到了很大提升，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

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学习，他感

佩，也让我很感动。在4.25地震、口

早在2006年，希苏巴在阿曼污

勤奋努力学习。当时尼泊尔教育部每

沟通奠定了基础，使项目商务工作推

发展机会。

觉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分子，并没有因为

岸关闭、能源危机时，项目公司的领

水处理项目与中国水电（中国电建的

年公派2－3人去中国留学交流，1991

进迅速。

中尼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不适。

导一直努力去协调解决，别的国家公

前身）结缘。当时他在项目技术部，

年学习成绩优异的他，被尼泊尔教育

2015年9月，在132KV应急输电线

主要负责工程技术和对外协调工作，

部选派去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建筑，开

路现场勘测设计过程中，项目公司聘

结交了许多电建朋友。2013年7月，

始了为期6年的留学生涯。

同心同德，促进中尼文化融合

生活中的老希，待人热情，经

司要7-8年才能完成的水电站开发建

常利用他的人脉关系，帮着国内来的

设，在上马相迪只用4年就完成了，

同济大学以严谨技能训练闻

同事联系机票、订宾馆，主动做好后

创造了‘中国速度’。”

听说中国电建要在他的家乡修建水电

名，“同德同心同舟楫，济人济事济

勤服务。有一次，一位刚来加德满

“很多尼泊尔人看到中国人勤

站，他放弃了项目上的高薪挽留，毅

天下”的信念，在他身上印下深深的

都的同事生病住院，他整个晚上都在

奋努力，不舍昼夜地工作。中国人为

然决然地回到家乡，投身上马相迪水

烙印。希苏巴踏实严谨、团结协作、

医院陪护，直到同事病情稳定他才回

什么这么努力？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

电站建设。

善于学习。商务工作中有许多尼泊尔

家。爱好羽毛球、登山运动的他，很

快？在疑问和思索中，给当地人带来

当记者提到，项目公司的薪水

文件资料，他总是日事日毕，事情做

快与中方员工打成一片。无论工作压

新的理念和改变。”老希深沉地说。

只有他从前薪水的三分之一，希苏巴

不完坚决不回家；工作中遇到的新的

力多大，他总是微笑面对，老希的乐

5月12日，中尼两国政府签署

微笑着说“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比

汉语名词，他会主动向中方同事请

观豁达也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

如家庭孩子，比如建设自己的家乡。

教、查字典，直到掌握为止。

请的中方设计人员需要进行现场勘测

中国投资公司进入尼泊尔，为当地带

离开家乡10多年，我感觉自己对家人

多年与中国人打交道，希苏巴了

对孩子亏欠太多。更何况这里的收入

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熟悉中国文化

在当地是较高的，还让我有更多时间

和生活习惯，在项目公司上下沟通中

照顾家庭”。这一席话，让记者对眼

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候，新入职的

年逾50的老希已到了知天命的

前的老希多了几分崇敬。

大学生不熟悉尼泊尔当地政策，他就

年龄，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中国

上马相迪项目公司商务合同部尼泊尔籍员工希苏巴

内刊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越来越多

在中国电建工作到退休是“老

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慢慢改变

希”最大的心愿

着尼泊尔的发展面貌，也在悄悄改变
着尼泊尔人的理念和生活。
韩国芬
刘泽庆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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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的店
阿婆的店坐落于老挝南欧江二

但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店，

次人还没到店里，我们就大声喊着：

级水电站营地外约一公里处。和老挝

由于中国人在这里修了一座水电站，

“Mae，Khoy ma leo.（老挝语：阿

大部分依山傍水的民居一样，阿婆的

热闹得像个驿馆。每天晚饭过后，电

婆，我来了）。” 这时阿婆就会笑

店用当地盛产的柚木板搭建起两个

站上的员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老挝

着从屋里走出来说，“Ma leo ,ma

简易的吊脚楼，依偎在二级电站进场

人，都喜欢到阿婆的店里去坐一坐。

leo （老挝语：来了，来了）”，然

公路边上。门前是寮北青葱馥郁的山

客人一到门口，阿婆就会从屋里抬出

后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尽管她说

丘，身后便是如玉带一般蜿蜒向前的

几个四方凳给大家坐，而不拘小节的

的大部分内容我是听不懂的，但还是

南欧江。

同事干脆就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逗

能从她的言语里感受到她的友善和对

店主阿婆是一个年过五旬的老

一下阿婆养的猫和狗。会老挝语的同

我们的关切。

挝妇女，慈祥、和蔼、热心肠。南欧

事就和阿婆开开玩笑、问声好，不会

阿婆常常让我们想起远在国内

江二级水电站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作

老挝语的就和阿婆点头微笑，然后自

的家人。同事小莫姐喜欢吃阿婆做的

人员，大家根据阿婆的年龄按照自己

顾自地和同事聊天，阿婆也并不介

鸡蛋煎饼，每次到店里都会让阿婆摊

家乡的习俗来称呼她，老婆婆、老奶

意。阿婆的店里放着两个长桌和十几

上一大个，还要撒上葱花，然后和我

奶、阿嬷、阿婆、大娘，各式各样。

把小木椅，想要聊得久一点的同事就

们几个姑娘分着吃。莫姐是广西人，

阿婆在中国吴语里是奶奶的意思，无

会到棚子里坐坐，买一两包泰国产的

她说想家的时候就会跑过来买，老挝

独有偶，老挝人也喜欢在称呼里加个

香瓜子和一两瓶BeerLao把酒言欢。

菜大部分是吃不惯的，但是阿婆做的

“阿”字，譬如阿莫、阿丹、阿帕。

阿婆偶尔会抬出一盘自己亲手做的舂

鸡蛋煎饼有家里的味道。莫姐每次吐

久而久之，“阿婆”便成为叫得最多

木瓜来给大家做免费的下酒菜。

槽阿婆太舍得放油了，阿婆就会假装

同事们鼓励我要学老挝语就要

生气地说莫姐太瘦了，要多吃一点才

阿婆的店很小，极简陋，商品

多去和老挝人聊天，于是每天下午我

能长胖。怜爱之情像是在规劝自己的

少得可怜，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店，大

们几个小年轻就会约着去阿婆的店里

亲闺女一样。

概就是一个小卖部加半个茶歇棚的样

假装买几样东西，其实只是想找机会

阿婆有三个女儿，个个都生得

子。

练练当天新学会的那几句老挝语。每

美貌，且多多少少都有着中国情缘。

的称呼。

阿婆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和
丈夫一起常年在中国昆明做生意，很
少时间回来。阿婆每次讲起大女儿总
是特别骄傲，说大女儿告诉她很多关
于中国的事，楼房有多高，马路有多
宽，汽车有多快，眼神里满是对中国
的喜爱和向往。二女儿我没有见过，
但是据说也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阿
婆的小女儿，就是电建海投公司项目
宣传片《情满南欧江》里的那个女
孩，温柔可爱，落落大方。去年小女
儿结婚的时候，阿婆还邀请我们中国
员工去参加婚礼，由于公司下班晚，

阿婆一家

内刊

南欧江一期工程移民新村

我们去到哈克移民村的时候，婚礼已

的店在路灯的照耀下越发的轮廓清晰

接近尾声。但是阿婆一家还是到门口

而富有历史感。大山大河，总给人一

来迎接我们，招呼我们进去坐定之

种荒无人烟的萧索和无力感。但这一

后，从屋里端出来事先为我们留好的

切到了阿婆的小店门口，又变得有人

菜，让我们这一群远方的客人甚为感

情味了，给远在异国他乡的“一带一

动。阿婆丝毫不介意我们的迟到，还

路”建设者们心灵的慰藉。

一直对我们说，我们能去她已经非常

见证了南欧江二级电站进场公

高兴了，像是安抚我们，也像是在给

路上每天的迎来送往，亲历了南欧江

远亲近邻们炫耀她的中国朋友们。那

梯级电站一期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

时的阿婆兴许是喝了一点酒，开心得

运营的全过程，缩影了中国电建的建

手舞足蹈。

设者们与老挝人民民心相通的属地生

二级电站在给进场公路装路灯

活，阿婆的店，渐渐地被赋予了更多

时把输电线路也牵进了阿婆的店里，

的意义，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国际

让阿婆免费用上了我们电站自己发的

小店。这位可爱的老挝阿婆，也成为

电。雨季的南欧江总是一到晚上就

“一带一路”建设浪潮里一朵平凡又

氤氲起一片片白茫茫的雾气，将整个

伟大的浪花。

龚婷

流域紧紧地包裹在雾的怀抱里。每当
夜幕降临，挂有中国电建海投公司宣
传牌的路灯就显得光明而耀眼。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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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凌云不负卿

府的外联工作。全新的工作内容和工
作环境，对于冉青松来说，也是一次

即便是怀孕期间，妻子陈静也

旅游过，也没吃过什么大餐，但我

全新的挑战。柬埔寨的法律法规、税

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自己。陈静

不后悔嫁给他。他稳重踏实，对

收环保政策、申领办事程序，这些都

说，遇到难事的时候，我真想把青

我是打心眼里好，跟他在一起很满

为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里，落英缤纷

是冉青松需要攻克的难关，每天的工

松拽到身边，趴在他肩头大哭一

足。更关键的是，青松没有虚度光

站。上午11点，刚与柬埔寨贡布省相

的樱花大道，波光潋影的东湖湖畔，

作内容和学习计划都排的满满当当。

场。但选择了他，就选择了他的工

阴，跟着电建海投公司参与“一带

关方完成下游防洪调度洽谈的冉青松

留下了冉青松与陈静相依相偎的身

一天中最幸福放松的时刻，就

作性质，他志在四方，我就做他最

一路”建设，感觉我们俩的小日子

回到办公室，虽是一身的疲惫，但看

影，对于未来，他们充满了美好的期

是下班后能在视频中跟陈静见上一

稳固的大后方。

很有希望，也很有奔头。

到办公桌上那张跟妻子、儿子的合

盼。

面。虽是寥寥数语，却是爱意暖暖，

正是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一入电建漂四海，齐眉方知情

2013年7月，冉青松研究生毕

时间和距离成了考验俩人爱情的试金

冉青松可以在柬埔寨安心工作，快速

意浓。对于“90”后的高学历人群而

此刻，在万里之外的武汉，已

业，在众多的招聘单位里，他毫不犹

石。一年后，冉青松回国探亲，婚礼

成长为海外商务洽谈的行家里手，多

言，在充斥着物质诱惑和短期效益的

是中午12点，文达学校的陈静老师，

豫的选择了电建海投公司。回忆当时

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次被评为项目公司“海投之星”、海

时代，从异地相恋，到分居两地，能

也已完成上午两节课的教学任务，她

的选择，冉青松说，那一切都源于盛

由于身在国外，冉青松不得不

投公司先进工作者。

携手走来，相爱如初，非常不容易。

的办公桌上同样放了一张跟冉青松一

玉明董事长的演讲，电建海投公司虽

做了“甩手掌柜”，婚礼都是由陈静

样的照片。

刚成立一年，却以海外电力能源投资

一手操办，就连婚戒也是陈静独自一

开发和资产运营为主，致力于打造具

人去购买的。没有彩礼贵金，无需

青松，电建海投公司柬埔寨甘再水电

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提

豪车迎亲，只是摆了几桌家宴，招待

2016年8月，儿子出生。出于对

也有许多，但只要踏实工作，用心守

站综合管理部副主任，妻子陈静眼中

供给我的将是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

亲朋好友。一切从简，不落俗套，让

家乡安微的思念，陈静给儿子起名

候，苦嚼碎了就会尝到甜，未来一定

的“暖男”一枚；陈静，武汉文达学

半年后，冉青松接到了外派柬

冉青松颇感意外的同时，更多的是感

“安安”，也希望一家人都平平安

是美好的。冉青松和陈静说出了很多

校计算机课程教师，丈夫冉青松眼中

埔寨的通知。当他有些忐忑地把消息

动。

安。

电建海投公司青年员工的心声。

的“女神”，一位好妻子。

告诉陈静，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人生

没来得及度蜜月，冉青松又将

看着襁褓中的儿子，冉青松满

结束休假，冉青松再次启程返

规划和感情承诺“再次重申”时，陈

奔赴柬埔寨。换洗的衣物，家乡的特

怀初为人父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对妻

回甘再项目公司。路上收到陈静的微

静出人意料的答应了，但冉青松看得

产，厚厚的行囊里，塞满了妻子对丈

子和儿子的愧疚。在家陪护的这段日

信：等你回来，给我一份踏实的爱、

出陈静留露出的不舍眼神。

夫的一片深情。陈静特意在行李箱的

子里，冉青松比在甘再项目公司还

一副可靠的肩膀、一个温暖的家、一
份稳稳的幸福。

七年爱情路，一对小夫妻。冉

去电建海投，我支持你

唯有真正认同，才能坚守这份岗位，
给你一份稳稳的幸福

陈静说，你干事业，我全力支

背面写下了两行小字：离别，是为了

忙。冉青松说，能陪她们娘俩的时间

届校友，一个学的是走遍天下治水建

持你。能被电建海投公司派遣到国外

更好的相聚；平安，是对你永远的祝

毕竟非常有限，在家的日子我要格外

站的水利水电工程，一个学的是稳坐

发展，富有挑战，增长才干，这是难

福。

珍惜，好好表现。

钓鱼台，指尖敲键盘的计算机。

得的机会，我愿意等你回来。

们的相遇也缘于一场同学聚会中。冉

陈静坚定的回答，给冉青松吃
下了定心丸。
不用担心我，我会好好的

陈静说，青松回到家就忙着买

排处。陈静说，刚分开的那段时间，

菜、做饭、做家务，谁也劝不住、

我不知道下班以后的时间该干些什
次拿起手机，又一次次放下。我想，

柬埔寨甘再水电站，是中国电

打扰，他就多一分专注。

俩人话越聊越多，心越贴越

建在海外第一个以BOT形式投资建设

“不用担心我，我会好好的，

近。谈大学的收获与感悟，聊生活中

的水电站，负责为首都金边以及贡布

你安心工作就好。”每当在电话或视

的迷茫和困惑。冉青松对陈静的温

省和茶胶省供电，被首相洪森誉为柬

频中听到妻子重复这句话，冉青松就

柔、善良和知性，平添了几分心动，

埔寨的“三峡工程”。

会眼眶湿润。冉青松说，妻子最让

陈静对冉青松的质朴、才学和志向，
也多了几分好感……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在被誉

刘向晨

他此刻，或许正忙于工作，我少一分

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
没能忘掉你容颜……”

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

冉青松指尖划过触屏：世间寻
得双全法，不负凌云不负卿。

么，总是拿起电话想打给他。但一次

青松说，当时正流行王菲春晚演唱的
《传奇》，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只

唯有真心相爱，才能守护这个家庭。
以后的路还很长，面对的困难

冉青松和陈静是武汉大学的同

和大部分的校园情侣一样，他

内刊

拦不住。虽然我们没怎么一起出去

柬埔寨，贡布省，甘再水电

影，心里瞬间轻松了许多。

幸福的三口之家

分心。

凭借着良好的英语和沟通能

我感动的是她的善解人意。我身在国

力，冉青松被安排在综合管理部，主

外，双方父母，亲朋好友，家里的里

要负责电力营销以及与柬埔寨当地政

里外外都是妻子一人操持，从不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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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姆项目伊堡办的青春梦想

方、电监局等政府部门开展多轮谈

发电公司向巴政府正式致函三十余

判，并借助中国国家能源局、中信

份，通过新闻媒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

保、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力量争取到

境，并借助中巴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

国务院及各部委的关注与支持，力求

伙伴关系的高度加快解决问题。

化解风险。
勇于拼搏 项目前期的“攻坚者”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
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首批落地项

团队和巴基斯坦政府官员谈判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
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最终，巴政府根据投资商要求

意租地注册，到21日完成全部注册程

修订了电力政策和《实施协议》《购

序，短短两周内，伊堡办几乎跑遍所

电协议》标准文本，给予了投资商应

有相关部门，使得拖延长达15个月的

有的保护。

租地注册难题成功解决。

目和首个电力能源类合作项目，也是

在伊堡办三年多的工作中，从

2017年，按照工程进度，项目的

中国电建集团目前最大的海外投资项

环境批复到施工供电、从安保配备到

《购电协议直接协议》《实施协议直

目，项目坐落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

劳务准入，他们为项目的顺利推进立

接协议》《购电协议主体变更协议》

阿拉伯海沿岸的滩涂上。为了更好的

下多个战功。在融资工作中，伊堡

《实施协议修订协议》《主权担保修

开展项目的商务工作，卡西姆发电公

办协助项目成为中国电建和进出口银

订协议》《循环账户协议》六项协议

司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设立了办

行历年推进的项目融资模式中融资期

需要完成谈判和签署。

公室。

最短的项目。在风险管控工作中，

按照团队分工，25岁的杨宇主

伊堡办作为卡西姆发电公司的

团队准确研判2017年中东政治局势风

要负责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与基础

对外窗口，承担了项目协议谈判、股

险，与国内外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成

设施委员会（PPIB）对接。近半年

东合作、融资保险、财税法律、对外

功开立3个离岸账户，成为合作银行

时间，杨宇几乎天天都在PPIB沟通协

联络和协调等方面的工作，并配合项

批准开立离岸账户的第一家巴基斯坦

调。经过团队的努力，协议落地即将

目推动解决了大量重难点问题。

公司和第一家迪拜公司，有效规避了

在8月签署，可就在这时，一个巨大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2015年4月20日，在习近平主席

项目风险。在对外公关工作中，团

的挑战出现了。

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和巴基斯坦总理见证下，项目签署了

队在500kV永久送出线路建设迟缓情

7月，巴基斯坦政局动荡，时任巴

总书记鼓励广大青年逐梦青春殷切寄

《实施协议》和《购电协议》，为中

况下，推动巴方突破行政壁垒完成

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家族海外资产案引

语。

巴两国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132kV临时线路接入，解决了项目调

发的变动持续发酵。伊堡办团队敏锐

有这样一群电建青年，他们把

系献上一份厚礼。在这背后，有着伊

试用电的燃眉之急。

察觉，政局动荡可能带来政府解散、

最美的青春年华投身“一带一路”建

堡办团队与巴方错综复杂、环环相扣

设，经年累月的付出集结硕果，献礼

的谈判角力。

机构停摆等风险，因此及时向公司总
砥砺前行 项目建设的“清障者”

党的十九大。他们是电建海投巴基斯

巴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燃煤火

坦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伊斯兰堡办

电投资项目开发法律规定和合同架

随着项目建设的不断深入，各

公室（伊堡办）团队。

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巴政府、购电方等多个相关机构

构体系，但其标准协议文本陈旧，

种问题也不断显现，考验着这个年轻

何时有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

很多条款均单方面保护巴方利益，

的团队。

已经连续驻外7年的何时有，积累了

并未对投资人提供必要的特许经营

丰富的海外工程投资协议、商务、融

权和法律保护。

紧密磋商，尽全力加快推进文件签署
并落实国内外各项繁琐的审批流程。
7月25日，在7月28日时任巴总理

项目租地注册就是其中之一。

被巴最高法院宣判解职的前三天，上

卡西姆项目地处巴反对党势力范围，

述六大协议正式签署。由此，项目完

资管理工作经验，是电建海外市场开

为了最大程度的控制风险，保

在《租地协议》注册问题上，所在省

成了建设期所有涉及巴方的重大法律

发和建设管理的青年骨干。何时有带

证投资收益，伊堡办的年轻人在各级

政府极不配合，甚至有意设置障碍，

文件的签署，规范了电力供销关系，

领的团队先后共有7人，平均年龄28

领导的指导和部署下，坚持底线思

这成为贷款持续发放和工程建设推进

优化了电力营销环境，闭合了融资

岁，这支年轻团队的专业背景涵盖经

维，认真分析形势，并制定出应对策

的重大风险隐患。

流程风险。中国驻巴大使馆得知此事

济、法律和工程，拥有“复合型”的

略。他们多次辗转伊斯兰堡、拉合

伊堡办在公司领导的指导下攻

知识结构。

尔、卡拉奇等地，与巴政府、购电

坚克难，以“组合拳”方式开展工
作，期间起草电建集团、海投公司和

内刊

从2016年12月5日反对党领袖同

后，对团队敏锐的风险管控能力表示
赞赏。
在配合团队完成这项紧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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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秘书长高级秘书寻求帮助，通过

悦读青春

清楚陈述项目重要性，成功说服官员

——这些读书感悟，哪条戳中了你的内心？

在市区的胡浩随机应变，主动拜访司

书香海投

主动协调上级进行特殊处理，在当天
顺利拿到了平时需要两个月以上时间
才能完成的批复。
卡西姆项目和海投公司的平台
促使这群年轻人自我加压、迅速成
长。2016年3月，伊堡办短期的人员
变动使得团队人手异常短缺，这个时

海投公司团委于 2017 年“世界读书日”期间开展了“悦读青春，书香海投”活动，发出了“爱读书，会读书，
读好书”倡议。公司领导倾力推荐好书，海内外员工积极读书留言。一篇篇读后感纷至沓来，这些读书感悟，哪条
戳中了你的内心？

候，程智义被紧急调入。他事后回
忆，这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何时
有察觉到，新同事工作局面打不开，
除了工作不熟悉，还有在新环境中、
后，杨宇终于安心的登上了回国的飞

面，面临的艰辛数不胜数。团队成

新压力下的心态问题。何时有积极疏

机，利用推后一个多月的探亲假回到

员李晨曦清楚的记得，2015年初，何

导，并坚持信任让他独立完成工作。

父母身边短暂休整。

时有带着他来到卡塔尔，与合作方处

由此，程智义得到了一次次锻炼，在

理一个突发状况。与以往由海投公司

应对紧急事务和处理压力方面都有了

领导亲自带队谈判不同，这是伊堡办

很大提升。

共同成长 青年梦想的“挑战者”

第一次独挑大梁。合作方的参会人员

在电建海投以“海文化”为核

何时有经常跟大家交流一个问

是其高管，一度以派出队伍太年轻等

心的“1+N”多元素特色文化体系熏

题，在海外常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为借口拖延谈判。两位年轻人顶住压

陶下，团队的年轻人都认识到“独

工作辛苦，条件艰难，环境恶劣，这

力，沉着应对，迅速分析对方需求，

行快、众行远”的道理，并坚信这段

些都是外在的，而让人感到内心幸

有礼有节陈述观点，最终成功拿下谈

经历将成为各自人生中最特别、最宝

福、坚守这一选择并为之奋斗的，又

判，为项目紧急注入1000万美元前期

贵的财富，而这笔财富正是这个时代

是什么？

费用。

和身处的组织赋予的。正如肖欣在他

何时有的答案很简单，就

肖欣是最早加入伊堡办的成员

入职3周年时写在朋友圈的话，“三

在于“要努力成为一个比你自

之一，今年28岁的他，已经成长为伊

年亲身见证一座电站从建议书变成现

身更为宏大事物的一部分（be

堡办的副主任。从一线工作到管理工

实，为自己身处的时代而幸运，为自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作，肖欣觉得这是在其他平台上不

己所在的平台而感恩，为自己从事的

yourself）”。

能得到的提升。肖欣逐渐成长成为了

事业而骄傲！”

怎样才能追求这种高级的幸

“多面手”，既要在自己的专业中游

伊堡办团队是这个时代下广大

福？何时有觉得就是要全身心融入所

刃有余，又要在其他管理事务中独当

电建青年的缩影。他们在各自平凡的

在的团队和组织，因为“组织可以让

一面，特别是大局意识、风险意识、

工作岗位上筑梦、逐梦、圆梦，他们

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事业，让优秀

前瞻意识等领导能力，这是年轻人非

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的人更加优秀”。卡西姆等“一带一

常宝贵的收获。

上对青年的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志

路”倡议下具有重要示范作用的项

快速成长带来的欣喜，加入团

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

目，为广大青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

队时间最短的胡浩也有相同感受。一

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

广阔的平台，青年的锻炼和成长也是

次，因为总理退位事件，卡拉奇市区

青春梦想。

巨大的。

街道被游行队伍封锁，负责处理申请

年轻团队在异国他乡独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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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弱点》——董事长盛玉明推荐

作者：（美）戴尔 • 卡耐基

推荐语：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1988年第一次阅读时，一下子就
吸引了我，让我懂得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如何真诚对待家人和朋友，提升了自信和自我修
养，是指导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提高个人素质难得的一本好书。
阅读感悟：怎么去培养对工作的兴趣呢？《人性的弱点》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简单而又有
效的路径：如果你“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每天给自己说些鼓舞信心的话，每天和自己交
谈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改变，这种“假装”往往会使你的“喜欢”慢慢变成由衷的喜欢。
——骆弟林 老挝南欧江七级电站项目部

《没有任何借口》——总经理杜春国推荐

作者：（美）费拉尔 • 凯普

推荐语：“没有任何借口”是美国西点军校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是西点军校传授
给每一个新生的第一个理念。它体现的是一种非常强的执行能力，一种服从、诚实的态度，
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在工作生活中，我们应想尽办法去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险阻，尽全
力完成任务，而不是为自己的懦弱、失责寻找借口。
阅读感悟：军旅生活与我们的工作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它们都需要一个执行力强、不找
借口的团队，需要一个能打硬仗的团队，需要一个“上而能战、战而能胜”的团队。诚然工
作中确实存在种种未知的、不可控的、力所不及的阻碍，但“办法总比困难多”。作为一名
项目开发的一线员工，需要有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永不言弃的精神。
——李仪 印尼明古鲁公司

邱清

的官员被挡在市区外无法进入。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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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副总经理俞祥荣推荐

作者：（美）史蒂芬 • 柯维

推荐语： “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但我们必须有永远坚持的原则。”作者认为

在读书活动中，大家纷纷发来好书推荐。也许有一本，就能带你看到别样的风景。

人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个人品质（character）上，应该从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principal）上来提高自己；应对人的技巧可以常变，做人的原则却永远不变，普世通用。
“积极主动”的态度，“以终为始”的愿景，“要事第一”的把握，“双赢思维”的互赖，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

“知彼解己”的沟通，“统合综效”的合作，“不断更新”的创造，会使每一个人走向成功
的彼岸。

本书不仅是对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朱翊钧）那段历史的叙述，更是对那段历

阅读感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积极的心态来面世、来入世，以终为始来随时校准

史的解读。在明朝200多年的大背景下，作者通过对几个历史名人的点评，对中国文

方向，再以分清主次、要事第一、双赢思维、知彼解己来面对，最终靠综合综效、不断更新

化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的文官集团、利益团体、事物的阴阳两面性、有限条件下的

来取得最后的胜利和进步。

目标实现途径，充分体现在不同人物的命运中。从浩瀚的历史中你总能看到太多的自
——牛一达 老挝南欧江四级电站项目部

己、朋友和对手，恍惚中觉得每个人都在重走前人走过的路，只是交通工具由马车牛
车变成了汽车飞机。这并不是一本很好读懂读透的书。
推荐人：卢吉波 总部人力资源部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铮推荐

作者：张宏杰

推荐语：写曾国藩的书很多，大多是关于成功绝学、做人做官的，这本书从另一个视角
写曾国藩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非同一般的聪明。胡适有一句名言：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

《双城记》作者：狄更斯

夫的人才有大成就。书中令我感悟最深的是曾国藩语录：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平处，
不在隆处，在污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机会，每个时代都不缺少机会，而是我们缺少把握机会

阅读感悟：曾国藩平生强调先立鸿鹄之志，再脚踏实地地实践自己的志向，同时要认

的眼界、思维和能力。我们国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最好时代，国家日益强大，人民通

识到，一个人的自我完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经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修身

过勤奋劳动可以安居乐业，中国人的自信心在不断提升。在这个大时代下，青年人应

的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和恒。曾国藩在修身和处事中体现出来的特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

该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热情向上，提升本领，努力争做一名弄潮儿，哪怕是沉入海

习和借鉴。

底，也要像东海的定海神针那样，不辜负这个时代赋予中国青年的使命和责任。
——徐莉 总部财务管理部

推荐人：武夏宁 巴基斯坦卡西姆公司

《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作者：朱小平

以书会友，以文沁心。

在北京这座城里读清朝总会有些时空穿越的特殊情怀。不同于一般历史读物的枯
燥乏味，此书如档案般的罗列叙述，作者用自己浩瀚的知识，勾勒出一个上至王侯将

阅读习惯的形成非一日之功，

相权斗报国、文人墨客雅事逸闻，下至贩夫走卒民间市井、吃喝玩乐风俗习俗的饱满

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长期修为。

清朝形象。与此同时，作者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晚清国之将亡的悲愤，警示读者
勿忘国耻、告慰先烈的拳拳爱国之心。恰逢近日我国国产航母下水，振奋之情正足以

我们不仅要仓廪实，

一扫读毕此书《怒海楼船》部分（关于北洋海师和甲午海战）之后心中压抑的阴霾。

亦需要有让灵魂停歇安居的港湾。

也正是从这些屈辱的历史中，我们吸收了前人的教训，走上富国强军的复兴之路。以
史为鉴，砥砺前行。
推荐人：刘辰睿 印尼明古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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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东方来，万千紫荆开
——香港大学生马欣宜电建海投实习笔记

2017，香港回归20周年，自己也
有幸于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

内蒙古辽阔无垠、万顷嫩绿的

在实习期间，自己了解了公司

活动，热情的公司同事，都让我对海

香港才能保持繁荣与稳定，香港人才

辉腾锡勒黄花沟草原，慕田峪雄浑壮

的主要投资业务，学习了海投公司的

投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即使实习时

能生活得更为幸福与充满底气。

阔、连绵不断的万里长城，将北方壮

各项规章制度，对公司的主要运作方

间不长，也对海投公司的发展未来充

丽的特点一展无余，同时也让我领略

式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而周围同

满了坚定信心。

了古代国人的过人智慧与辛勤劳动，

事严谨的工作态度、高效率的工作能

增进了自己对于祖国文化的了解。

力，凸显了海投公司规范化与专业

这五周，对于实习来说是一个
结束；可对于自己来说，却是一个全
新的开始。香港人可以不断汲取优秀

印迹三 个人篇

的中华文化，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
体会内地的热情与友好，引进便利的

而在北京，自己既可以体会到

化的管理方式。尽管公司工作业务

国际都市的繁华，也能窥测到历史文

繁忙，但同事们仍然会抽出时间，

在五周之前，自己对于内地的

生活方式。我将努力成为内地与香港

化的积淀。摩天高楼下，点缀着零零

热情地为我解答疑惑，让自己从开

印象是抽象的，心情也是有些许忐忑

之间友好交流的使者，与自己的香港

散散的胡同，这可能是古代文明与现

始的略显慌乱逐渐过渡到自信洒

的；但是在五周之后，自己对在内地

小伙伴共享实习体会，为内地与香港

代生活结合的典范吧。而发达的支付

脱。由于自己是商科专业，因此在

的工作与生活，产生了一种难以名

间友谊桥梁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随处可见的共

公司财务管理部实习期间，充分将

状的放松。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香港回归二十年来，保持稳定与繁荣

享单车，四通八达的外卖与快递，这

自己的专业能力加以运用，整理不

赶往香港参加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

并不是偶然；而祖国的强大与繁荣也

些香港尚未普遍的生活方式，极大减

同国别的税负分析表，自己的工作

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自己对讲

不是偶然。中华文化之风，吹拂得紫

轻了我融入北京生活的难度。

能力与总结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话中的精神有了一个全新与深入的理

荆之花愈发绚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

通过这五周对北方景观的参

此外，自己业余时间参与了公司的

解。五周的实习生活，让我对祖国的

紫荆花能感受到此风之活力，此风之

司作为香港青联学生代表参与“共创

观，自己对祖国文化有了清晰的认

国画培训班，精妙绝伦的工笔，让

繁荣与稳定有了深切的体会。无论是

新世界”北京为期五周的暑期实习计

识；而在北京这五周的生活，让我对

自己对于中华文化大为惊叹。

内地人，还是香港人，都希望过着美

和煦。风从东方来，万千紫荆开。
马欣宜 王家琨

划。6月8日，当我第一次在祖国的高

于内地的认知扎根于地面，接触了一

空俯瞰这片土地时，心里对未来五周

个真实而美好的北京，这些体会都不

的经历有着一些希冀和好奇。而在这

是书面上所能体会到的。

高效的工作文化，多样的公司

好生活。只有坚定信念，依靠祖国，

五周即将结束的时点，坐在电脑前敲
打下这些文字，才深刻明白，这五周

印迹二 电建海投篇

是我人生中珍贵的印迹。
自己在进入工作实习前，通过
印迹一 祖国篇

网络信息，对电建集团和海投公司进
行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电建集团作为

内刊

在这次实习经历之前，我对于

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清洁可再生能源

祖国和内地的印象只是停留在书本及

和水利工程建设行业国际领先，而海

朋友之间的交流中。而这五周，自己

投公司是电建集团重要海外平台，成

游览了北方的草原与长城，同内地同

立于2012年，发展潜力巨大。而在进

胞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体会北京的生

入海投公司之后，昂扬向上的工作精

活方式与美食，把祖国的印象深深印

神与团结融洽的工作氛围，更是让自

在了心里。

己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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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作者：刘永强，李宜田，康从钦，蒋正凯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旁一片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干旱型红树林

水中嬉戏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营地一角
尼泊尔风情
老挝琅勃拉邦皇宫博物馆

南欧江七级电站进场路云海

内刊

横跨南欧江一级电站的进厂交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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