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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人间，繁花翠柳，日渐回温的广阔世界印上了海投人勤劳忙碌的脚步。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大有可为的海外市场响起了海投人纷至沓来的喜讯。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相关协议正式签署，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成功进入发达国家新能源市

场，电建“大风车”在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业务“先行先试”。

孟加拉巴瑞萨燃煤电站投资协议正式签署，深耕“一带一路”及“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的战略

布局又迈进了坚实一步，牢牢抓住孟加拉市场开发“窗口期”，开拓海外投资业务。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正式进入商业运行，“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大型能源项目开发

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并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电建海外火电业务投资运维新篇章大幕开启。

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海投人知道，收获的成果来自持续的耕耘，更是电建海投六年来发展

的完美诠释。

六年来，公司持续优化顶层设计，战略引领坚定有力，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海投形象，展现电

建实力，打造中国样板；持续锤炼核心能力，竞争优势更加突出，一系列具有海投特色的管理模式

助力更好的“走出去”；持续提升质量效益，经营业绩显著增长，累计实现“七投产、七签约、四

开工、三发债”等一系列重大目标；持续升级企业管理，管控机制科学有效，为公司快速发展注入

强劲的内生动力；持续创新党建文化，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海文化”深入人心，文化兴企作用凸

显；持续加强队伍建设，人才支撑更加稳固，一支专业强、商务精、语言好、素质优的国际化人才

队伍全面成型。

六年来，我们收获了成绩，攒满了信心，为新时代、新征程打下良好开局。水电业务稳健运

营，火电市场不断壮大，风电项目取得突破。一个个新项目，一个个新市场，一个个新领域，海投

人高擎“海纳百川，投创未来”的旗帜，水火并举，风风火火，在奋力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实现

新发展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电建海投》邀您一起见证，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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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投资协议正式签署
公司成功进入发达国家新能源投资市场

孟加拉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签署投资协议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公司召开 2018 年工作会暨二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坚持战略驱动 深化精益管理 

奋力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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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Keqiang Spoke Highly of Nam Ou River Basin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 in Laos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of Wild Cattle Hill Wind Farm Project in Australia is Duly Signed
    -Company successfully enters the new energy market in developed country

Investment Agreement of Barisal Coal-fired Power Plant Project in Bangladesh is Officially Signed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in Pakistan Officially Enters Commercial Operations

Company Held the 2018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Second Workers’ Congress

Adhere to Strategy-driven and Deepen Lean Management 
Vigorously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

Company Gained the Title of “Capital City Civilized Unit in 2015-2017”

Company Gained “Culture Construction Model Enterprise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mpany Won “National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Excellen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in 2017”

Company Won the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Model Unit and China
Electric Power Innovation Prize

Company Won China Energy Innovation Breakthrough Prize in 2017

Chinese Embassy in Pakistan Granted Company the “Public Diplomacy Prize”

All-Pakistan Chinese Funded Enterprise Association Karachi Branch Granted
Company the “Annual Prize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Company Management Innovation Results Won the National First Prize

Two Innovation Results of Company Gained the Prize of the China Party
Enterprises Party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Research Meeting

Company Party Committee Held the Democratic Life Meeting in 2017

Company Held the Party's Work Style and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and Anti-corruption Working Meeting

Sheng Yuming Delivered Lectures on Learning to Propagate and Implemen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on the Port Qasim Project in Pakistan

Company Held News Propaganda Working Meeting in 2018

Company Labor Union Won “the Pioneer Labor Union of POWERCHINA” and
Delivered a Speech about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Company Party Committee Made “Pocket Book” and Deeply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Company Issued Monthly Theme Activity Instruction Manual (Edition 2018)

Best Resources & Expertise Results in early completion  of Unit 1 of Port Qasim Power

Preliminary Thinking on Promoting the Staff’s Localized Work during the
Operation Stage of Company’s Overseas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POWERCHINA Broke the Ice of the Overseas “Perpetual Debts”

Laos Deputy Prime Minister Somdy Douangdy Inspected the First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 
on Nam Ou River

Sheng Yuming Was Invited to China-Namibia Economic and Trade Investment Forum 
and launched an English Keynote Speech

Du Chunguo Made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Ireland Vice Premier Coveney

Chinese Embassy in Pakistan Sent the Letter of Thanks 
and Appreciated the External Propaganda Work of Company 

Company Held the New Leadership Office-taking Cadres Congress

Sheng Yuming Was Invited to Deliver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Water Resources and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lant in Pakistan Received the First Electric Charge

Nam Ou River Basin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 in Laos Welcome the Survey
of the Consultation Expert Delegation of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Bengkulu Project in Indonesia Reached the Construction Target Goal in Advance

Upper Marsyangdi Project Company in Nepal 
Successfully Finished Annual Electric Power Marketing Work

Cambodia Kamchay Project Company is Awarded the “Annual Excellent
Electric Power Cooperation Enterprise” for Two Consecutive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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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VISION

老挝国家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宋迪 • 隆迪到南欧江一级电站视察

盛玉明应邀参加中国 - 纳米比亚经贸投资论坛

并作英文主题演讲

杜春国拜会爱尔兰副总理科文尼

中国驻巴大使馆发来感谢信

赞赏公司重视外宣工作

公司召开新一届领导班子任职干部大会

盛玉明在第七届亚洲水资源

与再生能源发展国际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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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收到首笔电费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迎接湄委会咨询专家代表团考察

印尼明古鲁项目提前实现

主厂房基础全部出零米节点目标

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

圆满完成年度电力营销工作

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连续两年获评

柬国家电力公司“年度优秀电力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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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喜获“2015- 2017 年度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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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获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及中国电力创新奖

公司荣获 2017 年度中国能源创新突破奖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授予公司“公共外交奖”

全巴中资企业协会卡拉奇分会授予公司“年度突出贡献奖”

公司管理创新成果获国家级一等奖

公司 2 项成果获中央企业党建政研会表彰

公司党委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公司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盛玉明在卡西姆项目讲授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党课

公司召开 2018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公司工会获“中国电建先进工会 ”并作经验交流发言

公司党委制作“口袋书”深入推进十九大精神学习

公司发布 《“月月有主题”活动指导手册（20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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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资源和技术成果

促成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一号机组提前完工

关于在公司海外发电项目运营阶段

着力推进员工属地化工作的初步思考

中国电建破冰海外“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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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欧江项目“六位一体”属地化管理

入选《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7）》

公司工会开展“聚力海投 共创蓝天”植树主题活动

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再次放殖 15 万尾鱼苗

山水相连情深深    南欧江畔送温暖

老挝南俄 5 项目接待当地学生参观学习促进当地教育发展

印尼明古鲁项目公司为当地警察署捐赠体育用品

2017“年度海投之星”

《厉害了，我的国》观后感

心愿

云梦山游记

盛玉明带队赴华东院调研并签署合作协议

杜春国带队赴泰国考察调研电力投资市场

公司组织集中观看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

公司获得首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公司召开总部部门绩效考核述职会议

公司召开 2017 年法治与风险内控工作会议

公司荣获“第三届中国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南欧江电力运维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人民日报》：中巴经济走廊，连接中巴友谊的桥梁

中新网：6 名“洋劳模”站上中国电建领奖台

《中国电力报》：来到了中国，回到了“家”

《环球时报》：“一带一路”促进亚洲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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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in One” Localized Management of Nam Ou River Project in Laos is
Selected into the Central Party’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lue Book

The Labor Union of Company Launched Tree Planting Theme Activity

Upper Marsyangdi Project Company Stocks 15 Thousand Fish Fries

Nam Ou Project Company in Laos Visits Local Villeges  and Fullfills Social Responsibolity

Nam Ngum 5 Project Company in Laos Hosted Local Students' Visit and Helped with the Lo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onesian Benglulu Project Company Donates Sporting Goods to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典范EXAMPLE

甘当维护公司健康发展的卫士

为海外投资业务融资造血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花的绽放

青春在尼泊尔再一次绽放光芒

南欧江的“土家”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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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 to be the Defender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ny

To Help Strengthen and Restore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Business Financing

When the Mountain Flowers are in Full Bloom She Will Smile Mingling in Their Midst

The Blossom of Flowers

Youth Shines Again in Nepal

“Tujia” Model Worker of Nam Ou River

达人TALENT

董老哥和他的东北泡菜

我是尼泊尔人，我有中国心

文化差异下我们依然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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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Brother Dong and His Northeast Kimchi

I’m Nepalese, but I Have a Chinese Heart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Never Stopped Us Hand in Hand

Star of Year 2017

Audiences' Report of Amazing China

Cherished Desire

Travel Notes of Yunmeng Mountain

Sheng Yuming Leaded the Team to visit the Huado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nd Strategic 
Corporation of Frame Agreement between Two Companies was Signed 

Du Chunguo Leaded the Team and Invested the Thailand Market

Company Organized to Watch the Movie Amazing China

Company Gained the First Computer Softwar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Company Held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Work Report Meeting

Company Held the Rule by Law and Risk Control Working Meeting in 2017

Company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3rd China Equip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Results”

Nam Ou River Electric Pow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enter Officially Started

People’s Daily: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the Friendship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ChinaNews: Six “Foreign Model Workers” Stand on the Podium of POWERCHINA

China Electric Power News: Come to China and Back to “Home”

Global Times: “The Belt and Road” Promo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Adhere to Problem-oriented strategy and Let People Who Can Hear the Roar of Guns Decide
— Electronic power produce and operation working meeting documentary of Company in 2018

Construction Review of the Third Cascade Hydropower Station on Nam Ou River in Laos

坚持问题导向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决策
——电建海投公司 2018 年电力生产经营工作会纪实 

劈山截水缚苍龙    勠力同心筑精品
——老挝南欧江三级电站大江截流工程建设回顾

P66/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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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语录
中国电建海投公司

2017 年度十大新闻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组发电

老挝南欧江二期项目、印尼明古鲁项目实现融资关闭

老挝芭莱水电站 PDA 协议签署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授予卡西姆发电公司“杰出成就奖”

公司“两位一体”电力生产管控组织模式在运营项目全面实施

老挝南欧江二期四个电站实现大江截流

公司在香港成功发行 5 亿美元高级永续债

公司党建工作获得电建股份公司考评第一名

公司副总经理、卡西姆发电公司总经理蔡斌当选国资委首届“央企楷模”

公司荣获“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

       投资开发能力

       海外融资能力

       建设管理能力

       运营管理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风险管控能力

坚持战略引领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底线思维

坚持复盘理念

坚持管理创新

       海外投资平台

       海外融资平台

       海外资产运营管理平台

       全产业链升级引领平台

海纳百川    投创未来

别人吃堑    我们长智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大能力

组织能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

的事，让优秀的人更加优秀

落实五大坚持

天道酬勤    行稳致远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风险管控永远是第一位的

打造中国电建四大重要海外平台

奖励阶段性成果，形成正能量

建设六种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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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1日，电建海投公司

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悉尼

签署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股权

收购协议》《股东协议》及《战略合

作协议》，由此实现了公司在新能源

业务和发达国家市场的重要突破。电

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新疆金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执行副总裁

曹志刚，电建海投公司副总经理兼总

会计师李铮、副总经理徐庆元及相关

人员参加签约仪式。

积极拓展新能源业务及发达

国家市场是海投公司重要的战略布

局。自牧牛山风电项目启动以来，

公司谈判工作小组积极准备并集中

开展了相关协议谈判工作。经过与

金风团队的多轮谈判，双方于4月11

日就《股东协议》及《股权收购协

议》达成一致，并实现正式签署。

同时，双方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间

战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牧牛山风电项目《股东协议》及

《股权收购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海

投公司代表电建股份公司成功进入发

达国家新能源投资市场。牧牛山风电

项目作为公司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开

展可再生能源业务“先行先试”的第

一个项目，将为电建股份公司适应发

达国家市场、使用国际资本融资、熟

悉发达国家电力行业规则创造有利机

会，同时为电建股份公司在大有可为

的发达国家市场进一步开展业务积累

宝贵经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项目位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

中央高地，计划建设安装48台风力发

电机组，总装机规模为147.5MW，年

发电量约4.4亿千瓦时，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塔州最大的风电场。

澳大利亚风能资源丰富，开发利

用潜力很大。该项目的投资开发，有

利于促进和发展当地新能源电力，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将为实现澳

大利亚的2020可再生能源目标（2020 

Renewable Energy Target）做出重

要贡献。

当地时间2018年 1月 10日，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出

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李

克强总理在谈到重大发展项目有序推

进时，对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老挝南

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项目一期投产发

电、二期完成截流，全部建成后将保

障老挝12%电力供应的突出业绩，给

予了高度评价。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是中

国企业首次在境外获得以全流域整体

规划和BOT投资开发的项目，也是中

国电建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式投资建

设的首个项目。作为老挝国家能源战

略关键项目，电站以“一库七级”分

两期建设，总装机容量 1272 兆瓦，

年平均发电量约 50亿度。2016 年 5

月一期（二、五、六级水电站）9台

机组全部投产发电。2017年 12月二

期（一、三、四、七级水电站）完成

大江截流，并计划于 2019 年底实现

首台机组发电，2020年全部完工。

在项目建设运营期间，电建海投

公司充分发挥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一

体化”优势，以“四位一体”和“两

位一体”的管控组织模式，带动集团

产业升级，实现编队出海，秉承“绿

色发展，科学开发”理念，实施全生

命周期创新管理，彰显社会责任，实

现互利共赢，谱写了中老友谊和谐新

篇章。

作为中国电建专业从事海外投资

业务的法人主体，电建海投公司有力

推动中国电建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

落地，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李克强高度评价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

重点布局全球8+10+12国别市场，在

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

印尼、刚果（金）、新加坡、香港等

10个国家（地区）设有 30个各层级

公司，共有 8个投产项目、2个在建

项目、10多个前期项目，在建及运营

电力项目总装机300万千瓦。

“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中国

和湄公河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澜

湄合作面临新的机遇，蕴藏着巨大潜

力。”电建海投公司将深入落实李克

强总理重要讲话要求，弘扬“平等、

包容、务实”的澜湄精神，积极参与

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倾力打造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刘向晨    新华网

郭海松    王文广

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投资协议正式签署
公司成功进入发达国家新能源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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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市场电力投资项目零的突破。随

后，项目团队在公司各部门的鼎力协

助下，高效完成了国内外政府各项审

批等多项前期工作，并与孟方展开了

密集的谈判，在公司领导的悉心指导

下，双方最终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巴瑞萨项目的快速推进，将进一

步深化巩固中孟两国传统友谊，对孟

加拉国调整电力及能源结构、缓解供

需矛盾、优化投资环境、促进基础设

施建设和人口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

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将进一步发

挥电建集团全产业链优势，为孟加拉

国别市场的深耕细作打下良好基础，

提升电建集团在孟加拉电力行业的影

响力和带动力。

孟加拉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签署投资协议

2018 年 4月 12日，在孟加拉总

理府可持续发展事务首席协调官阿扎

德、孟电力部常务秘书阿玛德、孟电

力发展局主席马木德的共同见证下，

电建海投公司总经理杜春国代表巴瑞

萨发电公司与孟加拉电力发展局正式

签订巴瑞萨350MW燃煤电站项目《购

电协议》及《执行协议》，标志着项

目成功落地，正式进入融资期及施工

建设期。

孟加拉国为“一带一路”及“中

孟印缅经济走廊”下重要国别，在公

司战略引领和统筹规划下，项目团队

深耕市场，迅速摸清投资项目开发流

程和规则，持续跟进并大力推动多个

电力项目。面对孟加拉国激烈的竞争

局面、复杂的审批流程以及紧缺的土

地资源等各项困难，项目团队深入交

流、充分配合、信息互通、迎难而上，

于 2017 年 7 月获得巴瑞萨 350MW 燃

煤电站项目开发权，实现了公司在孟

李淑强 赵月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当地时间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

午，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

司收到巴基斯坦中央购电局签署的

批准函，同意卡西姆港 2×660MW 燃

煤电站自 2018 年 4 月 25 日 0 时 0

分开始进入商业运行，实现了当天

提交商业运行申请、当天获得批准。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提前 67 天顺利进

入商业运行，标志着该项目开发建

设任务全部完成并取得圆满成功，

开启了中国电建海外火电业务投资

运维新篇章。

自 2015 年 5 月卡西姆港燃煤电

站工程正式开工以来，在中巴两国

政府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在电建

集团党委和海投公司党委的正确领

导下，在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的

统筹组织下，卡西姆发电公司充分

发挥集团公司全产业链一体化集成

优势，联合集团各参建单位，克服

巴基斯坦当地特殊政治环境和非传

统安全形势困难，主动作为，攻坚

克难，相继顺利完成一系列里程碑

节点目标，仅用 32 个月时间，各项

任务目标全部按期或提前完成，两

台机组实现提前并网发电，成为“中

巴经济走廊”示范项目和中巴能源

合作的成功典范。

从 2018 年 1 月 29 日开始，在

巴基斯坦电力监管局、中央购电局

等相关部门人员的见证下，卡西姆

港燃煤电站相继完成最低稳燃负荷、

AVR 阶跃试验、汽轮机超速和一次

调频、无功容量测试、负荷摆动、

100% 甩负荷、全厂 168 小时满负荷

试验、初始容量测试、全厂热效率

试验等九项性能试验。4 月 12 日，

卡西姆发电公司全部完成购电协议

8.3 条款下各项必须性能试验，具备

了进入商业运行的基本条件，为顺

利进入商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确保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顺利

进入商业运行，卡西姆发电公司在进

行各项性能试验的同时，全面梳理、

汇总了自2015年4月签署《购电协议》

以来，根据要求向巴购电方提交的各

类月度报告、季度报告、政府许可、

保险保单、储煤证明以及数十项性能

试验的试验计划、结论报告、独立工

程师证书等文件资料。对卡西姆发电

公司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全面完整

的各项资料，巴中央购电局给予了高

度肯定和认可。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顺利进入商

业运行后，两台机组年均上网发电

量 90 亿度，占巴基斯坦总发电量

8.4%，可满足当地 400 万家庭用电

需求，对巴基斯坦调整电力结构、

降低终端电价、改善人民生活和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采用中国自

主设计制造的超临界机组，同传统

燃油发电机组相比，发电效率更高，

对环境更加友好，电站利用海水二

次循环冷却和海水淡化补水，采用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达到

了巴基斯坦和世界银行的环保标准，

实现了“超洁净发电”，为当地留

住了蓝天碧水。卡西姆项目超过 99%

的设备来自中国，有力带动了中国

标准、中国技术和中国装备“走出

去”，为促动“中国制造 2025”战

略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康从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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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
2018 年工作会暨二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建设中的老挝南欧江一级电站

2018年3月6日，公司2018年工作

会暨二届二次职代会在京召开，大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认真落实电建集团（股份）

工作部署，总结2017年工作，分析形

势，部署2018年重要任务。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

作了题为《坚持战略驱动 深化精益

管理 奋力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实

现新发展》的工作报告；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传达了电建

集团（股份）公司2018年工作会议

精神并作了总结讲话。

2017年，公司紧跟国家“走出

去”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

深化改革创新，着力提质增效，加

强党的建设，落实“五大坚持”，

顺利实现了“1124”目标，即“一

投产、一发债、两项融资关闭、四

个电站截流”。公司的发展基础、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发展潜力、比

较优势日益增强，公司改革发展和

党建各项工作呈现崭新局面。公司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

同比分别增长72.79%、50.95%、

26.48%，全面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对集团贡献率逐年增长，企业发展

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2017年，公司荣获“全国电力

建设优秀施工企业”“全国电力行

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全国青年文明

号”“全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

奖”“全国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先进

单位”等20多项集团及省部级以上

荣誉，公司发展软实力显著增强。

盛玉明在报告中总结回顾了

公司五年来的发展，他指出，2017

年恰逢公司成立五周年。五年来，

公司抢抓海外投资机遇，紧跟改革

步伐，加快谋篇布局，稳步有序

“走出去”，一系列重要项目相继

签约，一系列重大工程扎实推进，

一系列管理创新坚实落地，企业发

展、党建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谱写了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业务

发展的新篇章。主要体现在：五年

来，公司持续优化顶层设计，战略

引领坚定有力；持续锤炼核心能

力，竞争优势更加突出；持续提升

质量效益，经营业绩显著增长；持

续升级企业管理，管控机制科学有

效；持续创新党建文化，发展活力

不断增强；持续加强队伍建设，人

才支撑更加稳固。

会议分析了海外投资业务发展

面临的难得机遇和众多挑战，结合

当前形势任务，提出2018年工作的

总体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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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公司、公司党委还

表彰了2017年“四好”领导班子、

先进单位、先进部门、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优秀安全总

监、优秀总会计师、年度“海投之

星”；同时，会上还首次表彰了公

司优秀外籍员工。

公司还组织开展了领导班子及

中层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民主测评

工作；进行了公司领导人员述廉议

廉民主评议、领导人员后备干部推

荐等工作；公司和公司党委分别与

总部部门和子企业代表签订了党建

工作责任书、党风廉政与反腐败工

作责任书、经营业绩责任书、平衡

计分卡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书和

质量工作责任书。

公司领导、高级管理人员、三

副总师、总部部门负责人、子企业

党政负责人、职工代表、安全总监

等300余人在主、分会场参会。本次

大会设立北京主会场，并在北京总

部、昆明公司、香港公司以及新加

坡公司、老挝公司、巴基斯坦卡西

姆项目公司等设立7个视频分会场。

高超  谭毅    李旌  

一、公司2017年改革发展党建主要工作回顾

坚持战略驱动    深化精益管理
奋力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实现新发展
——在公司 2018 年工作会议暨二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盛玉明

 2017 年，公司紧跟国家“走

出去”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

深化改革创新，着力提质增效，加

强党的建设，落实“五大坚持”，

加快做强做优海外投资业务，顺利

实现了“1124”目标，即“一投产、

一发债、两项融资关闭、四个电站

截流”。公司的发展基础、盈利能

力持续提升，发展潜力、比较优势

日益增强，公司改革发展和党建各

项工作呈现崭新局面。

（四）运营管理持续加强，质

量效益实现新提升

公司大力加强运营管理，组织

召开首次电力生产工作会议，全面

实施“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成立电力营销委员会，上线“发电

信息移动平台”，电力生产科学

化、信息化、精益化实现新提升。

公司全年发电量同比增长23%。

（五）企业管理成效显著，公

司治理呈现新面貌

战略引领与组织支撑持续加

强。修订发布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

和三年滚动发展规划，强化战略管

理；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细化岗位

职责分工，抓好战略落地；着力加

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持续开展“制

度修订月”活动，对公司现行333项

制度进行汇编梳理。

财务管理与资金工作再创佳

绩。在香港成功发行5亿美元高级永

续债，保持央企同等条件下境外美

元永续债成本最低纪录；实现南欧

江二期、明古鲁项目融资关闭，有

力保障了项目建设。

风险管控与审计监察保障有

力。坚持依法合规经营，逐步建立

合规审查和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流

程，形成法律、监察、审计、纪检

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为

公司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安全质量和机电物资成效突

（一）经营业绩显著增长，公

司发展迈出新步伐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72.79%、50.95%、26.48%；对集团

贡献率逐年增长，企业发展质量效

益显著提升。

2017年，公司荣获“全国电力

建设优秀施工企业”“全国电力行

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全国青年文明

号”“全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

奖”“全国电力工程新闻宣传先进

单位”等20多项集团及省部级以上

荣誉，公司发展软实力显著增强。

（二）市场开发稳步推进，业

务拓展实现新突破

2017年，公司坚持“水火并

进”，积极开拓新能源业务，紧抓

“一带一路”机遇，深耕细作重点

国别市场，在孟加拉、澳大利亚、

老挝、印尼等市场取得重要突破，

持续培育增长新动能。

（三）管控能力不断提升，项

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公司围绕关键线路、统筹资

源配置、紧盯关键节点，充分发挥

“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和全产

业链集成优势，在建项目进度、质

量、安全、成本、环保“五大要

素”有序受控，实现了一系列重要

节点目标。

理念，认真落实电建集团（股份）

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坚持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深化改革

创新，实施精益管理，着力提质增

效，加强党建引领，奋力实现2018

年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中国电建海

外投资升级版建设迈上新台阶、展

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

盛玉明强调，2018年要围绕

“四个聚焦、四个着力”开展好全

年工作。一要聚焦市场开发，着力

推进战略落地。要坚定实施战略部

署，以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为指

引，坚持“水火并进”思路，持续

扩充公司海外投资版图，改善和优

化投资结构，不断提升海外投资业

务快速增长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

应。二要聚焦项目管控，着力强化

提质增效。总结推广“四位一体”

组织管控模式的有效实现形式和评

价考核机制，完善建章立制，确保

各在建项目“五大要素”可控在

控。三要聚焦价值创造，着力加强

精益管理。要进一步加强电力营

销，提升财务资金管理水平，升级

内部管控体系，筑牢投资风险保

障，深化安全质量管理，增强设备

物资保障，强化技术信息管理。四

要聚焦党建引领，着力发挥政治优

势。要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增强

政治方向引领力；大力推进基层党

建“三基建设”，增强基层组织战

斗力；持续打造专业团队，增强人

才队伍竞争力；切实加强反腐倡

廉，增强海外投资保障力；精心培

育海投文化，增强企业发展软实

力；创新推动群团工作，增强和谐

发展凝聚力。

就贯彻落实好工作会议精神，

杜春国强调，要加强学习，深刻领

会，把全员思想统一到会议精神上

来，确保与公司发展步调一致，同频

共振。要认清形势，主动应对，着力

增强做好全年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落实“五大坚持”，以全球化视

野、国际化思维审视问题，推动开展

工作。要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切实

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以平衡计分卡

为抓手，层层分解责任，注重过程跟

踪，切实抓出成效。

就做好公司2018年重点落实，

杜春国提出八点要求。一要进一步

加强海外市场开发策略研究，实现

市场开发良好成效；二要进一步加

强建设项目规范管理，实现项目管

理水平持续提升；三要进一步提升

发电企业内部运营管理，实现安全

稳定运行；四要进一步抓好电力营

销工作，实现运营电站投资收益；

五要进一步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实

现企业风险有效管控；六要进一步

抓好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实现公

司稳定健康发展；七要进一步规范

内控管理，实现管理提升价值创

造；八要进一步找准党建与经营结

合点，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与会代表结合公司实际对工作

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地讨论，大家

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

一些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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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推进“四个责任体系”建设，强化

隐患整改、教育培训和应急管理，

编制8项企业安全管理标准，组织5

次专项检查，全年排查一般事故隐

患1505项，整改率100%。

管理创新和平台建设显著增

强。持续加强管理创新和成果推

广，成功举办首届管理创新论文大

赛，全年共获18个国家级、行业级

管理创新奖项，其中一等奖8个；

建立复盘工作机制，积极开展各类

“复盘”管理，及时总结经验，提

升管理绩效。

科技工作和信息管理不断提

升。加强与设计科研单位、高等院

校等专业力量合作，积极为前期项

目预可研、工程竣工验收、遗留问

题处理等提供技术支持；信息化支

撑体系不断完善，三大业务平台建

设初步成型，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

能力不断增强。

（六）党的建设不断深化，政

治引领得到新加强

深入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

公司党委强化组织保障、细化责任

落实，通过制订实施意见、组织学

习研讨、开展主题党课、印发口袋

书等，迅速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热

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建重点任务全面完成。修订

公司党委议事规则、“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细化制订贯彻落实全国

国企党建工作会实施方案；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年

内组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党课

教育、主题活动等150余次。

基层党建工作扎实有效。组

织完成8个党支部换届，新组建3个

党支部，实现组织体系全覆盖；实

推进“两表一计划”，细化党建责

任落实；新订、修订党建制度11

项，发布《公司基层党组织实务手

册》，为海外基层党建工作提供有

力支撑。

干部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坚持

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理念，严格落实

“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

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国企好干部

“20字标准”和“凡提四必”选拔任

用要求；人才队伍素质持续提升，人

力资源管理日益规范。

海投文化打造成效显著。发布

《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十三五”规

划》《企业文化手册2017版》；组

织完成“5个2”专项宣传，即编发

2部宣传片，编印2本画册、2期内

刊，策划实施2项专题宣传，组织2

场中外媒体见面会；外宣工作成效

显著。年内集团报纸、网站用稿量

同比增长46%、43%外宣工作效果明

显、影响广泛。

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化。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两个责

任”，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为公

司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开展“明准

则、知条例、守纪律”主题教育；积

极推进巡视整改落实，认真完成整改

落实，新订、修订规章制度，形成闭

环管理，构建长效机制。

群团工作开展有声有色。公

司工会组织广泛开展“月月有主

题”、志愿服务等工作，年内组织

开展了100余项主题活动；认真贯彻

职代会制度；组织“三送”关爱活

动；突出团青特色，牵头设立集团

首个海外联合团工委，首次引入EAP

员工心理咨询服务活动，服务青年

成长成才。

建运一体化”发展模式、“四位一

体”“两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

打造了具有海投特色的管理优势，

“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

势进一步凸显。

五年来，公司持续提升质量效

益，经营业绩显著增长；公司成立

以来，已累计实现“六投产、五签

约、四开工、三发债”等一系列重

大目标，在建及运营电力项目总装

机超过300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25

亿度，主要经济指标连续5年实现两

位数以上增长，连续5年全面超额完

成生产经营任务。

五年来，公司持续升级企业管

理，管控机制科学有效；公司不断

优化组织架构和内部管控，持续推

动“五化”建设，即职能制度化、

业务流程化、工作标准化、管理

信息化、创新价值化，形成了权责

明确、运转高效、专业管控的运营

机制；构建了海外投资管理支撑体

系，专业化、规范化、体系化的管

理为公司快速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

动力。

五年来，公司持续创新党建

文化，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公司党

委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驰而不息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政治优势显著发

挥。创立了海外党建“三三五”定

位、“四统一”原则、“四新”外

宣机制等党建特色工作品牌，为公

司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三型海

投”建设日益巩固，“海投语录”

广泛运用，“海文化”深入人心，

促进了海投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文

化育人、文化兴企、以文化促发展

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五年来，公司持续加强队伍建

设，人才支撑更加稳固；公司不断

开阔鉴才视野、拓展识才领域、广

开用才渠道，人才结构持续优化，

员工素质全面提升，基本形成了一

支专业强、商务精、语言好、素质

优的国际化人才队伍。

二、2018年重点任务

（一）聚焦市场开发，着力推

进战略落地

坚定实施战略部署。以公司中

长期发展战略为指引，坚持“水火

并进”思路，持续扩充公司海外投

资版图，改善和优化投资结构，不

2017年恰逢公司成立五周年。

五年来，公司抢抓海外投资机遇，

紧跟改革步伐，加快谋篇布局，稳

步有序“走出去”，一系列重要项

目相继签约，一系列重大工程扎实

推进，一系列管理创新坚实落地，

企业发展、党建各项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谱写了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业务发展的新篇章！

五年来，公司持续优化顶层设

计，战略引领坚定有力；围绕集团

战略导向，制订完善海外投资中长

期战略规划，坚定推进战略落地，

卡西姆、南欧江等国际影响大、产

业带动强的标志性项目建设投产，

不断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海投形象，

展现电建实力，打造中国样板。实

践证明，公司战略顺应发展形势，

契合市场需求，符合海投实际，必

须长期坚定执行。

五年来，公司持续锤炼核心

能力，竞争优势更加突出；在推进

海外投资实践中，公司持续锤炼投

资开发、海外融资、建设管理、运

营管理、资源整合、风险管控6种

核心能力，能力支撑不断增强；创

新实践“铁三角”管理模式、“投

聚焦FOCUS 17聚焦 要闻 HIGHLIGHTS1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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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海外投资业务快速增长的规

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扎实推进开发节点。进一步健

全公司市场开发和营销网络，加强

同国内外政府机构、驻外使馆、国

际组织、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及集

团各专业板块的沟通联系，拓宽渠

道，整合资源，推动各项开发节点

目标实现。

（二）聚焦项目管控，着力强

化提质增效

加强在建项目要素管控。总结

推广“四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的

有效实现形式和评价考核机制，完

善建章立制，整合各类资源，聚合

各方力量，确保各在建项目“五大

要素”可控在控。总部管理部门要

将管理重心下移，工作服务前移，

多进基层、进项目、进一线，为项

目建设问诊把脉，切实做好服务、

指导、监管。

努力提升运营质量效益。充

分发挥“两位一体”电力生产组织

管控模式优势，实施标准化生产、

精细化管理、动态化管控，主动研

究市场行情，定期分析经营效果，

强化运营管理和电力营销、电费回

收，确保发电效益最大化。

（三）聚焦价值创造，着力加

强精益管理

进一步加强电力营销工作。要

从领导机制、奖惩体系和保障措施等

着手，突出加强电力营销和电费回收

工作，要细化落实实施方案，分解

目标任务，明确路径措施，跟踪推进

各项工作。公司电力营销委员会要加

强组织指导，各工作机构要积极履职

尽责，各发电公司要发挥法人主体作

用，想方设法，多措并举，确保年度

任务目标全面完成。

进一步提升财务资金管理。

积极加强与金融、保险、银行等外

部机构合作，创新建设多元化融资

渠道，多按国际化、市场化、商业

化标准进行项目开发和融资，研究

推进债券发行、股权融资、贸易融

资，提升海外金融服务能力。

进一步升级内部管控体系。持

续发挥考核激励作用，完善价值评

价和分配体系，在领导班子、总部

机关、项目公司全面推行包括平衡

计分卡、项目经营业绩责任制、全

体员工考核等在内的全面绩效考核

体系，细化量化岗位职责和工作目

标，促进公司战略向全员责任分解

机制转变。

进一步筑牢投资风险保障。强

化落实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坚持依

法合规经营，加强内部管控，建立

法律、技术、财税、资金、采购和

履约等专业风险防范体系，保证项

目投资安全。强化执纪监督问责，

紧盯重点项目、关键环节，扎实开

展内部控制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和

过程跟踪审计等，加强审计监察体

系建设，提高履职能力和效果。

进一步深化安全质量管理。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推进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和应急能力建设；构

建涵盖项目参建各方的质量责任体

系；要以国家和行业工程创优为抓

手，积极组织工程创优申报，不断

提品质、创品牌。

进一步增强设备物资保障。完

善公司设备物资采购、供应商管理

办法，总结提炼设备物资与采购管

理经验；持续提高采购专业水平，

重点加强火电项目机电设备专业人

才培养、引进，确保采购管理工作

的科学性和合法合规性。

进一步强化技术信息管理。建

立和完善公司设计专家管理体系，制

订设计管控方案，加强技术创新与成

果应用。积极组织专业力量为项目建

设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加快推进“互

联网+”信息技术与海外业务深度融

合，实现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积极

建设网络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构建牢

固的网络安全新防线。

（四）聚焦党建引领，着力发

挥政治优势

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增强政

治方向引领力。紧密结合公司实际，

持续宣贯十九大精神，切实用十九大

精神推动海外投资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大力推进“三基”建设，增

强基层组织战斗力。推进基层党建

的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

“三基建设”，深化海外党建工作

创新，为提升运营项目质量效益筑

牢坚强保障；深化实施项目党政交

叉任职、党组织书记述职考核和党

建联系点制度，推动海外党建履职

尽责。

持续打造专业团队，增强人才

队伍竞争力。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持续打造

“四好”领导班子；加快形成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人岗匹配的国

际化人才开发使用与管理机制；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做好

传帮带工作，更加关注青年人才培

养成长，让海投公司的优秀作风传

承下去，发扬年轻人持续奋斗的激

情，书写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青年

业绩。

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增强海外

投资保障力。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把纪律、规矩、制度挺在

前面；积极落实监督执纪第一种形

态常态化工作；坚持“两级效能监

察”工作方法，构建“大监督”工

作格局，深化专项检查、审计监督

等，加强海外廉洁风险防控，构建

长效机制。

精心培育海投文化，增强企业

发展软实力。全面落实公司文化建设

“十三五”规划，切实抓好海投语

录、海投精神、海投文化的宣贯；认

真开展公司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企业

精神风貌；充分发挥公司网站、内

刊、微信等平台作用，围绕公司成立

六周年组织重大主题宣传，讲好海投

故事，打造海投品牌。

创新推动群团工作，增强和

谐发展凝聚力。围绕服务生产、服

务职工，深化人文关怀，加强“三

送、志愿服务、海投之星”等特色

载体建设，广泛开展好强身健体、

文娱活动，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

力；持续组织好EAP员工心理咨询服

务、青年论坛等团青活动，服务青

年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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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国家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宋迪 • 隆迪到南欧江一级电站视察

2018年 2月 27日，老挝国家副总理

兼财政部长宋迪·隆迪一行到南欧江二期

一级电站项目实地考察，在老挝南欧江发

电公司和一级电站项目各参建单位负责人

陪同下对一级电站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

他对南欧江一级电站从工程开工，到2017

年 11月电站成功大江截流，再到如今二

期基坑全面开挖中体现出的工程施工组织

有序、措施有力、设施规范、良好的外观

质量以及一级电站规范的工程建设管理给

予了高度评价。

宋迪·隆迪先生首先听取了南欧江流

域规划及一级电站的设计参数、合同节点

目标、安全文明施工、环境保护、质量管

理等建设情况的简要介绍，随后详细询问

了电站在劳工使用、工程进展、水文信息、

移民搬迁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随后，他

在参建各方代表陪同下参观了样板展示平

台，对现场设立的标准化理念表示赞同，

并在观礼平台参观成功过流的一期六孔泄

洪冲沙闸坝段、查看混凝土外观形象后，

对一级电站质量管理表示高度认可。宋

迪·隆迪先生表示，中老友谊源远流长，

老挝政府将与中国在更高、更广泛的领域

加强合作，老挝政府也将在多方面为驻老

中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确保工程建设在

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下有条不紊的进

行。宋迪·隆迪先生提前预祝工程建设早

日完工，为中老友谊的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刘波    丁晓光

言，公司董事长盛玉明作了英文主题

演讲。演讲中，盛玉明介绍了中国电

建集团主要资质、业绩以及电建海投

公司基本情况，重点阐述了电建海投

公司在全球电力能源项目融资和项目

开发建设的专业能力以及当前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运营项目情况，

期待能够与纳米比亚政府和企业进行

全面合作。盛玉明在演讲中建议，中

纳两国企业充分借助本次论坛，强化

沟通交流，积极寻找、挖掘和创造商

机，共同促进中纳经贸合作深入开展，

并祝纳米比亚根哥布总统阁下访华取

得圆满成功。盛玉明的演讲得到与会

各方广泛关注。演讲结束后，两国参

会企业进行了B2B 会谈。盛玉明、何

书海与纳米比亚财政部、银行及相关

企业进行了洽谈和对接，并接受了记

者采访。

“中国—纳米比亚经贸投资论

坛”“中国—纳米比亚经贸论坛”是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访华期间的重要

经贸推介活动，纳米比亚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派出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组

成庞大代表团。论坛详细介绍了纳米

比亚政治、经济、文化、投资法律政

策及重点吸引外资的领域和产业，提

出将纳米比亚打造为“中非经贸合作

之门”的构想，表达了吸引中资企业

到纳米比亚投资兴业的强烈愿望。

盛玉明应邀参加中国 - 纳米比亚经贸投资论坛
并作英文主题演讲

源、基建等行业的知名企业参加论坛。

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副总经理何书海

应邀参加论坛。

在中国—纳米比亚经贸投资论

坛开幕式上，纳米比亚副总理 Hon. 

Netumbo Nandi-Ndaitwah、驻华大使

凯亚莫和中国驻纳米比亚张益明大使

相继致辞。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唯一中方企业代表上台发

高超 网络

盛玉明发表主题演讲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在访华期间出席相关活动

2018 年 3月 28日，在纳米比亚

共和国总统根哥布对我国进行国事访

问期间，中国—纳米比亚经贸投资论

坛和中国—纳米比亚经贸论坛分别

在北京隆重举行。纳米比亚共和国

总统根哥布、纳米比亚副总理 Hon. 

Netumbo Nandi-Ndaitwah、纳方各相

关部委政府官员、驻华大使，中国驻

纳米比亚大使以及我国国内贸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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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巴大使馆
发来感谢信赞赏公司重视外宣工作

2018 年 3月，中国驻

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公司发

来感谢信，感谢公司对大

使馆和巴基斯坦计划发展

部联合组织的巴方媒体代

表团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

持，感谢中国电建在“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

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

这是对公司新闻宣传工作

的极大肯定。

卡西姆项目作为“中

巴经济走廊”首批落地实

施项目和首个大型能源项

目，备受中巴两国政府关

注。该项目自 2015年 5月

正式开工以来，在卡西姆

项目联合党工委的统筹协

调下，充分发挥“四位一体”组织管

控模式，强化“五大要素”管控，全

面提前实现各项工程建设任务目标，

两台机组分别提前50天和 74天实现

并网发电，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2017 年，在卡西姆项目顺利推

进工程建设和生产准备各项工作的同

时，新闻宣传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和

显著成效。一是卡西姆项目受到多方

肯定和表扬，卡西姆发电公司先后获

得驻巴中资企业 “突出贡献奖”，

中国大使馆颁发的“公共外交奖”等

荣誉称号，充分肯定了卡西姆发电公

司在对外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做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效。二是备受中外主流

媒体关注，2017年，在“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前夕和首台机组发电仪

式期间，先后接待人民日报、新华社、

凤凰网、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黎明

报等 20余家中巴方媒体采访报道，

有力的宣传了卡西姆项目，提升了中

国电建良好形象，彰显了中国电建品

牌实力。三是对外新闻宣传工作取得

新突破，编制一本宣传画册《燃情卡

西姆》，拍摄一部宣传片《丝路霞光》，

首台机组发电仪式期间组织1场媒体

见面会，大力宣传卡西姆项目和中国

电建，为卡西姆项目创造良好外部舆

论环境。四是在公司网站和集团网站

发稿量连续三年位居公司前列，其中

两人获得公司 2017年新闻宣传先进

个人，发电公司获得公司2017年“新

闻宣传先进单位”。
康从钦

杜春国拜会爱尔兰副总理科文尼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司总经

理杜春国应邀拜会了来华访问的爱

尔兰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与贸易部

长西蒙·科文尼，双方就爱尔兰电

力市场开发等议题进行了友好交流。

杜春国向科文尼副总理简要介

绍了电建集团和电建海投公司的实

力和业绩，着重介绍了在能源电力

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全产业链优势。

杜春国表示，爱尔兰电力投资市场

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透明的市场

机制，电建海投公司作为电建集团

海外电力控股投资平台，愿与当地

各方密切合作，稳步推进项目开发。

海投公司愿以具体项目为契机，本

着遵循当地法律法规的原则，与爱

尔兰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合理合规

开发项目，实现合作共赢。

科文尼副总理介绍，爱尔兰拥

有开放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投资政

策，新政府执政以来，一直重视新

能源发展，并出台了多项激励政策。

科文尼副总理表示，很高兴电建海

投公司有兴趣开发爱尔兰市场，政

府将对项目顺利推进提供积极的支

持和帮助，希望电建海投公司把握

机会，积极推进。
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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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厚爱表示衷心感谢，对提任副总经

理的徐庆元表示祝贺，代表公司党委

对改任咨询的曹跃生为公司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盛玉明指出，

海投公司上一届领导班子，努力奋斗、

顽强拼搏，在经营业绩、企业管理、

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多项工作中名列股份公司前茅。盛

玉明强调，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戒骄戒

躁，更加团结奋进，以高度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自己作为党

委书记、董事长，要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带头学习十九大精神和各类

业务知识，攻坚克难、努力奋进。

杜春国在表态中强调，自己作

为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要

讲政治，时刻保持政治上清醒坚定；

讲勤政，坚持工作上求真务实；讲

团结，注重发挥整个团队的力量；

讲纪律，严格遵守廉政规章制度。

2018 年 1月 31日下午，公司召

开干部大会，股份公司宣布公司新一

届领导班子的任职决定。股份公司总

经理助理、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主任

李燕明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股份

公司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副主任沈德

升主持会议并宣布任职决定，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盛玉

明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

国分别作表态发言。公司领导班子成

员、在京中层干部共45人参加了会议。

李燕明指出，海投公司自成立以

来，在上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生

产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经营管理富有

成效，党建工作扎实开展。经营管理

方面，一是战略清晰，路径明确，

推进有效；二是市场开发能力不断

增强；三是在建项目履约受控；四是

运营项目效益持续提升；五是强化风

险管控确保收益；六是融资能力不断

增强。党建工作方面，一是加强组织、

制度建设；二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三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四是坚持“党

公司召开新一届领导班子任职干部大会

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强化人才

团队建设；五是坚持人文关怀理念。

对于新一届领导班子，李燕明提

出几点要求和希望。一是强化战略转

型升级，充分发挥对集团设计、施工、

制造企业的引领作用，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加强与集团国际业务

战略协同，在保持水、火优势的同时，

大力扩展新能源业务，加强全生命周

期运营测算能力建设。二是夯实管理

基础，密切关注外部形势变化，提升

规范化、精益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强

电力消纳、回收风险的管控。三是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文化认同，提

升凝聚力、向心力，落实滚动人才规

划，注重战略人才招聘，加强人才能

力培养，优化知识结构，加强年轻干

部培养，注重在艰苦地区和一线锻炼

干部，多措并举培养后备干部。四是

加强党建工作，加强体系建设，加强

“两个责任”落实。

盛玉明在表态发言中对股份公司

在海投公司换届工作中的关心、支持

王烁祎

2018 年 3月 13日，电建海投公

司在越南岘港ARIYANA会展中心参加

了第七届亚洲水资源与再生能源发展

国际会议及展览，公司董事长盛玉明、

总工程师张国来代表公司发表主旨演

讲。会议由英国《水电与大坝》杂志

社主办，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副部

长Hoang Van Trang博士出席开幕式

并致欢迎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

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约 70

家知名企业参加。

会议期间，公司在醒目位置设立

展位，以展板、宣传片、宣传册等形

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了电

建集团、电建海投公司在水利电力工

程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实力和

骄人业绩，展现了公司在电力投资项

目上的成就，特别是在水电这一清洁、

可持续利用和再生性清洁能源领域中

的建设成就。中国电建水利电力工程

及基础设施投融资、规划设计、工程

施工、装备制造、运营管理为一体的

综合性集团全产业链优势，受到其他

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公司展

示的工程技术成果吸引了来自各国的

专家代表，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副

部长Hoang Van Trang博士等政府官

员在展台前久久驻足并一致称赞。

会议期间，盛玉明发表《老挝南

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项目开发与能力

建设》主旨演讲，他指出老挝南欧江

全流域梯级水电开发项目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项目，阐述了项目实

施过程中采取的在规划设计、整合资

源、组织管理、融资方式、风险管控、

盛玉明在第七届亚洲水资源与再生能源发展
国际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

属地化管理、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等

八个方面总体策略和具体措施，全面

详实地分析论述了项目的成功经验，

特别是注重集团公司全产业链的资源

整合，打造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四

位一体”建设组织管控模式，建立业

主单位和运维单位联合管控的“两位

一体”生产组织管控模式等。

张国来发表了《南欧江六级水

电站复合土工膜面板堆石坝设计与施

工》主旨演讲。南欧江六级水电站

将复合土工膜面板应用于高 85m 的

堆石坝中，坝体软岩填筑比例高达

81% , 创世界第一，张国来简要介绍

了大坝设计施工建设过程，为同类工

程提供良好的借鉴。

此次会议旨在促进水电和可再生

能源领域先进科学技术交流和应用，

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提升，展会

涉及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清洁能源

等领域。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可再生能

源和新材料、工程和运输、信息技术

和服务等专题论坛。

贾蕾   陈亚威

盛玉明与《水电与大坝》杂志发行主编Alison Bartle在公司展位前

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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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生态

环保、移民安置等工作进行了经验

交流，并就芭莱水电站的可研、环

评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湄委会前身为联合国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 于

1957 年发起的“湄公河下游调查协

调委员会”。1995 年 4 月，泰国、

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在泰国清

莱签署《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协定》，

正式成立湄委会，重点在湄公河流

域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防

灾减灾、航运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

根据各成员国达成的协定，湄公河

干流水电站的开发均须先按照湄委

会规定完成通知、事先协商、同意

程序（PNPCA），该程序需湄委会各

成员国及项目利益相关方充分的参

与，履行程序时长约 6个月。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
迎接湄委会咨询专家代表团考察

域梯级水电开发及芭莱水电站前期

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公司参会人员在会上全面介绍

了公司在老挝市场的电力投资情况，

重点介绍了芭莱水电站项目开发背

景、前期工作（可研、环评等）进展，

以及湄委会通知、事先协商、同意

程序（PNPCA）等为顺利启动芭莱项

目所做的准备工作。湄委会代表对

公司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公司

在老挝水电投资市场的成就给予高

度评价，尤其是对南欧江流域梯级

水电项目分期开发、联合调度及电

站现场“高标准、严要求”的高效

建设与运营表示赞赏。代表团全面

介绍了湄委会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

程，表示将在湄委会有关水电开发

技术导则的更新和修编等工作中与

公司保持密切合作，为芭莱项目开

展湄委会事先协商、同意程序提供

协助。

双方还对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

2018 年 3 月 18 日，湄公河委

员会（下称湄委会）咨询专家代表

团一行来到老挝南欧江一级、二级

水电站考察交流，电建海投公司副

总经理何书海、老挝公司兼南欧江

发电公司总经理黄彦德、南欧江流

域公司总经理宋会红及相关人员陪

同考察。

湄委会专家代表团由湄委会各

成员国、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老挝

政府代表及国际独立咨询人共计 19

人组成，专业涵盖了水文、泥沙、

船闸、鱼道、水质生态和环境移民

等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领域，此

次来访旨在与海投公司就湄公河及

其主要支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加强

交流与合作。

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运营的南欧

江二级水电站、在建的南欧江一级

水电站及移民村，最后在南欧江一

级电站业主营地观看了海投公司和

南欧江项目宣传片，并就南欧江流

贾鹏    刘永强

当地时间2018年 4月 3日 17点

20分，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

目收到购电方巴中央购电局（CPPA）

支付的首笔电费，标志着开工建设近

3年的卡西姆项目开始产生收益。

项目自 2017 年 11 月 10 日 1 号

机组并网发电至2018年 3月 30日已

累计实现上网电量 13.5 亿千瓦时，

向巴基斯坦人民提供了可靠、经济、

清洁的电力能源，有力缓解了巴电力

供需矛盾、改善了电源结构、支撑了

经济社会发展。

一号机组发电后，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卡西姆发电公司于 2018 年

2月完成了首次月度燃煤费电价核定

和首次季度指数调价核定，在3月完

成了首次电费发票编制，并协调购电

方在当月完成了发票审理。经过持续

积极推动，项目在签署主体投资协议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收到首笔电费

三年整以及还未正式进入商业运行日

（COD）的情况下，收到了购电方支付

的首笔电费，这是电费回收工作取得

的积极突破。同时，卡西姆发电公司

通过前期摸底调研和首次电价核定、

发票编制的具体实践，每月相关工作

形成了固定机制，以保证电价核定和

电费回收的时效性。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是“一

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

中首个落地的大型电源项目，由中国

电建和卡塔尔王室共同投资。在中巴

两国政府、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

卡西姆项目的标杆效应和边际效应明

显，对中国电建扩大巴基斯坦及周边

市场的影响意义深远，也对进一步推

动中巴传统友谊、促进两国深化务实

合作、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具有

积极意义。 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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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明古鲁项目提前实现
主厂房基础全部出零米节点目标

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
圆满完成年度电力营销工作

2018 年 3 月 5 日下午，随着最

后三个基础短柱浇筑完成，印尼明

古鲁项目主厂房区域正式宣告全部

出零米，较原计划提前 5 天实现主

厂房基础全部出零米节点目标，为

项目后续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

好基础。

主厂房是明古鲁项目最核心的

单位工程，长 99 米、宽 38 米，其

基础结构形式为桩基承台基础，包

含汽轮发电机在内的各种大小基础

68 个。自主厂房区域第一根工程桩

施工以来，项目全体人员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围绕节点目标，

精心组织、科学策划，根据节点目

标倒排工期计划，将节点层层分解、

细化量化、落实到点，并确定相应

人力、机械资源投入并安排专人全

过程跟踪。项目公司多次组织召开

施工进度盘点会，不定期召开专题

中，营销小组立足尼泊尔国情，加

强与尼泊尔电力局及相关政府部门

的沟通和交流，服从调度指令，配

合国家电网解决供电难题，获得了

电力局以及政府机构的一致好评。

基于营销工作的成绩，项目公

司在 2017 年获得了尼泊尔电力开发

署的表彰，接受了尼泊尔政府官员

及电力机构领导的现场检查指导，

与尼泊尔电力相关机构及部门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互信关系。项目公司

营销小组顺利完成年度任务为顺利

完成 2018 年的电力营销工作奠定了

良好基础。会、各项条件核查会，每天与业主

工程师、总承包商及时协调、处理

各种大小难题，做到了日盘点、周

分析、月总结，在保安全、保质量

前提下，促进了施工进度。同时，

项目公司要求 EPC 总承包商对分包

单位实行计划执行的激励约束和约

谈机制，调动了全体施工人员的积

极性，有效保证了均衡施工。

自工程开工建设以来，明古鲁

项目相继实现第一根工程桩施工、

浇筑第一方混凝土、锅炉钢结构吊

装等重大工程节点，并按照项目计

划稳步推进后续工程建设。

郭洪宁

刘泽庆

2017 年 12 月 26 日，尼泊尔上

马相迪项目公司收到 2017 年 11 月

15 日— 2017 年 12 月 15 日（尼历 8

月份）电费，圆满完成电力营销工

作年度任务。 

上马相迪项目公司电力生产营

销工作组于2017年 3月 27日成立，

项目公司董事、总经理担任组长，

主要职责是在海投公司电力生产营

销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上马相迪电

力生产营销工作，收集尼泊尔电力

市场政策信息并进行分析研究，针

对上马相迪电力生产营销存在的风

险或障碍，提出意见和建议，经项

目公司和公司总部电力生产营销委

员会批准后实施，并完成公司总部

电力生产营销委员会安排的其他相

关工作。在 2017 年的电力营销工作

2018.05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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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连续两年获评
柬国家电力公司“年度优秀电力合作企业”

近日，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被柬

埔寨国家电力公司（EDC）评为“2017

年度优秀电力合作企业”。该奖项由

EDC 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主要考虑电

力企业安全生产、检修计划性、响应

调度指令情况、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与

EDC 合作情况等指标。2016 年及 2017

年，甘再项目公司连续两年获此荣誉，

在柬埔寨成功展示了电建集团在电站

建设、运营管理上的先进水平。

甘再水电站是柬埔寨电网核心调

峰电站，项目持续安全生产，随时响

应调度指令，对柬埔寨用电安全意义

重大。2017 年，甘再项目公司深入贯

彻执行“两位一体”管控组织模式，

充分发挥了电建集团内部产业链一体

化优势，并通过统一考核、统一培训

切实提升了项目公司及运维单位各项

管理水平。在运维及检修管理中，项

目公司结合电网需求及项目自身特点，

合理制定检修及发电计划。2017 年，

全站设备调度指令响应率达到 100%，

无应急电力应急抢修事件发生，确保了

项目调峰功能，为柬埔寨电力安全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获得了EDC的高度赞誉。

2017 年，甘再项目继续发挥柬埔

寨电力教育示范基地作用，对 EDC 及

EDC组织的大学生培训超过700人次，

项目公司也以此为契机，积极配合各

方，大力宣传电建海投公司企业实力

及文化。同时，项目公司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为项目下游较贫困地区

捐建了一条 2.3km 的道路，有效解决

了当地村民进出困难的难题，并积极

参与当地政府及社区活动，获得了当

地政府及居民的高度赞赏。2017 年，

项目公司积极推进属地化工作，加强

本土中高端人才培训，项目公司当地

员工舒婉婷获得 2017 年海投公司优秀

外籍员工称号。通过深入推进属地化

建设、履行社会责任，项目公司实现

了与当地政府、社区的和谐共处，有

效树立起电建集团及海投公司负责任、

有担当大型跨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冉青松

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库区

内刊 2018.05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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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秉承“全球绿色清洁能源

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地经济社会的

责任分担者，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积

极推动者”的战略定位，结合实际和

业务特点，围绕“三型海投——品质

型、效益型、活力型海投”目标，精

心打造包括“海、暖、新、益”文化

元素在内的特色“海文化”，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企

业软实力，为推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

升级版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动力和

文化支撑。

在积极践行国家“走出去”战

略、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

公司抢抓海外投资机遇，紧跟改革步

伐，加快谋篇布局，稳步有序“走出

去”，一系列重要项目相继签约，一

系列重大工程扎实推进，一系列管理

创新坚实落地，企业发展、党建各项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谱写了中国电

建海外投资业务发展的新篇章。

公司喜获“2015-2017 年度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2018年3月28日上午，首都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大会召开。会议表彰

了首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正式发布《关于表彰2015-2017年度

首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的决

定》。122家在京中央企业荣获2015-

2017年度首都文明单位（标兵）称

号。公司荣获“2015-2017年度首都

文明单位”称号。

近年来，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海外投资业务

发展为主线，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根本，深入开展首都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切实加强公司党员干部职

工思想道德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积极打造具有公司特色的

“海文化”，为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精神支撑

和道德滋养。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企业文化建

设标杆单位、中国走进东盟十大成功

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建筑

业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全国电力行业

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电力行

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青年

文明号、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中

国建筑鲁班奖、全国电力工程新闻宣

传先进单位、全国工程建设行业十佳

网站、全国最美企业之声金奖、国有

企业管理创新一等奖、全国电力行业

企业文化建设一等奖、中国电力新闻

奖一等奖、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

岗、中国电建先进集体、中国电建先

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电建先进工会”

等40余项集团及省部级以上荣誉。

李胜会

网上初审、现场复审、专项评定及

奖励委员会的审定等程序严格进行

评审。此次公司获得的五个奖项，

覆盖了企业文化、管理、信息、技

术、标准等全部类别，充分展现了

公司在各个管理领域的创新成果。

李胜会

公司荣获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及中国电力创新奖

2017年12月13日-14日，中国

绿色创新电力峰会暨展览会在珠海

召开，大会表彰了2017年度中国电

力创新奖项的优秀企业及代表。电

建海投公司被授予“企业文化建设

示范单位”，《老挝南俄5电力生

产管理系统》《电力特大型建筑企

业海外投资平台战略升级》等2项创

新成果荣获中国电力创新信息和管

理类二等奖，《石粉在水工混凝土

中的应用研究》《发电公司海外特

色企业标准》等2项成果荣获技术

和标准类三等奖。此次峰会是集高

峰论坛、技术研讨、展览展示、推

介会等为一体的创新盛会，国家能

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珠海

市、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电力科学

院等领导参加会议，来自全国的创

新代表围绕创新、

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及信息化

大数据等专题进行

交流研讨。

几 年 来 ， 公

司着力培育以“海

文化”为核心，涵

盖海、暖、新、益

元素在内的1+N特

色文化体系，得到公司上下广泛认

同，在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投

资的进程中，有效促进了中外文化

融合和属地化建设，被授予“企业

文化建设示范单位”称号。中国电

力创新奖是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组织的，是中国电力创新奖项的最

高奖项。经过组委会的形式审查、

公司喜获“全国建筑业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2018年3月26日，中国建筑业协

会公布表彰了第二届全国建筑业文化

建设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部，公司喜

获第二届“全国建筑业文化建设示范

企业”荣誉称号，中央企业11家单位

入选获奖，集团系统单位仅公司入选

获奖。

近年来，公司遵循企业文化建

设规律，紧密结合公司发展阶段、业

务特点和员工需求，创新方式，丰富

载体，开展活动，精心培育以“海

文化”为核心的多元素特色文化，建

设“1+N”即一个核心加N个文化元素

的特色文化体系，营造同心同德、同

向同行文化氛围，促进企业软实力持

续提升，以“海文化”引领企业更好

的“走出去”，促进中国标准、中国

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文化融入国际

经济生态圈，实现多元文化的互融共

促，助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海外投资业务发展

绩效显著提升，海投文化聚合导向作

用效果明显，公司两级总部管理功

能有效发挥，海外专业复合团队打

造成效突出。

在积极推进“海文化”建设

中，公司认真践行国家“走出去”战

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

杨玲

家”是由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组

织评选，旨在表彰全国电力行业相

关企业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人，进

一步加强全国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家

的队伍建设，提高施工企业家的综

合素质和领导水平，弘扬企业家精

神，也是企业家所在单位综合实力

的体现。

公司荣获“2017 年度全国电力建设优秀施工企业”

邵岩华

董事长盛玉明荣获“2017

年度全国电力建设优秀施

工企业家”称号。

“全国电力建设优

秀施工企业”是由中电

建协组织实施的，面向

全国电力行业单位所开

展的评优活动。考核内

容涵盖申报企业近三年

来在安全管理、质量控制、经营财

税、环境保护、施工业绩、获得奖

项等多方面的情况，是申报企业综

合实力的体现。

“全国电力建设优秀施工企业

2018年2月中国电力建设企业

协会公布了2017年度全国电力建设

优秀施工企业、优秀施工企业家名

单。海投公司被评为“2017年度全

国电力建设优秀施工企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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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电力短缺现状，并对巴基斯坦

国家调整电力能源结构、降低发电

成本、缓解供需矛盾、优化投资环

境、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

展、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

响。

本次论坛由中国改革报社《能

源发展》周刊和北京国发智慧能源

技术研究院联合主办，邀请国家发

改委、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科学

技术部、国家能源局、各省市发改

委相关领导及众多能源领域国企和

民营企业代表共同出席，畅论我国

能源电力发展的最新进展与科技前

沿，共同探讨能源绿色低碳、安全

高效转型发展战略，是国内能源行

业权威论坛之一。

2018年1月12日，第三届中国

能源发展与创新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被

授予“2017年度中国能源创新突破

奖”，以表彰公司在投资开发建设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过

程中的创新突破，这也是公司连续

第二次在该项论坛上获奖。

外资源编队出海，抢抓“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推进国际化经营的战略路

径和商业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公司管理创新成果获国家级一等奖

杨玲

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总

领馆对中资企业党建工作的政治领

导责任和企业党建主体责任，开创

党建工作新局面。二是严抓安全工

作。要牢固树立全面安全观，既要

抓好安全生产，更要做好非传统安

全工作，始终绷紧安全弦，加强教

育和管理、技术措施落实，保障员

工安全。三是要诚信经营、遵纪守

规。严格遵守国内外法律法规要

求，对项目各节点及事故要及时上

报总领馆。四是多做民生公益工

作，用公益团结当地民众，树立中

资企业良好形象，维护好中巴友谊

大局。

全巴中资企业协会卡拉奇分会授予公司“年度突出贡献奖”

2018年2月2日，全巴基斯坦中

资企业协会卡拉奇分会在卡拉奇总

领馆召开2018年度会员大会，中国

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总领事王

愚、经商室参赞郭春水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卡西姆港发电公司

被授予“年度突出贡献奖”，以表

彰公司充分发挥电建集团“四

位一体”全产业链一体化集成

优势，提前实现1号机组并网

发电目标，成功举办首台机组

发电仪式，得到了巴基斯坦政

府总理阿巴西、电建集团董事

长晏志勇等各级领导的称赞。

在卡拉奇总领馆备案注册的

102家中资企业中，仅有三家

获此殊荣。

会上，王愚总领事做重要讲

话并对中资企业2018年工作提出了

四条要求。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 “四种意

识”。落实中央海外党建工作要

求，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 周建国

文化管理实践研究》荣获二等奖，公

司党委课题组完成的《卡西姆联合党

工委推动海外党建工作价值创造新实

践》荣获三等奖。

公司两项成果获中央企业党建政研会表彰
2017年12月，中央企业党建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会表彰奖励了2017年度

中央企业党建及思想政治优秀课题、

优秀课题研究组织单位。经立项申

报、专家评审、组织审定等，共产生

26个一等奖、54个二等奖、76个三等

奖优秀研究成果和20个课题研究优秀

组织单位。电建集团2017年共组织立

项申报了10项课题研究成果，其中被

授予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

3项。电建海投公司党委课题组完成

的《海外全产业链一体化投资项目跨

公司管理创新成果《依托集团全产业

链优势的海外电力项目“投建运一体

化”管理》获国家级一等奖。会上，

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

委员会邵宁主任作了题为《依靠管理

创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

告，着重推广几项典型的企业管理创

新案例，其中对公司创新整合企业内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授予公司“公共外交奖”

2018年1月10日，中国驻巴基

斯坦大使馆召开中资企业会议。会

上，中国驻巴大使姚敬向公司授予

2017年度驻巴中资企业“公共外

交奖”，以表彰公司在对外宣传工

作中的优秀表现，对公司对外宣传

和公共关系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和鼓

励。在全巴基斯坦近百家中资企业

中，仅有三家获此荣誉。

自2015年5月项目开工以来，卡

西姆项目以工程重大节点为抓手，

组织中国和巴基斯坦主流媒体以特

别报道、专访等形式数十次聚焦卡

西姆项目。2017年11月卡西姆港燃

煤电站首台机组发电仪式期间，卡

西姆发电公司积极策划做好外宣工

作。巴基斯坦《国际新闻报》《观

察家报》在庆典当日以整版特别报

道聚焦卡西姆项目并刊发了公司董

事长盛玉明的署名文章，央视网、

《光明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巴国家电视台、GEO电视

台和《黎明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

的记者赴项目现场实地采风，对项

目首台机组投产进行了深入报道。

同时发电公司组织中外媒体记者见

面会，精准传播了在巴电力投资项

目的重大意义、绿色发展的先进理

念和中巴友谊的感人故事，在巴传

统媒体和社交网络引起热烈反响。

胡浩  肖欣    胡浩

李胜会

刘向晨

公司荣获 2017 年度中国能源创新突破奖

作为此次论坛唯

一获奖的电站项目，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吸

引了大量关注目光，

得到论坛组委会的高

度评价。卡西姆港燃

煤电站作为中巴经济

走廊首个落地大型火

电项目，由中国电

建与卡塔尔王室AMC公司按照股比

51% ：49%比例共同投资建设，作为

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项目，开创了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新模式。电

站两台66万机组将于2018年全部实

现商业运行，年均上网发电量约90

亿度，能够满足巴基斯坦当地400

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大大缓解巴基

2018年3

月29日，全国

企业管理创新

大会在北京召

开。大会发布

了第24届国家

级管理创新成

果，电建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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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为开

好民主生活会奠定思想基础。二是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采取召开座谈会、

设置意见箱、书面征求和网络征询等

方式，广泛听取广大党员、干部和员

工的意见，并原汁原味向领导班子和

班子成员反馈。三是深入开展谈心谈

话；公司党政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

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和分管部门

负责人、党员代表开展了谈心交流，

深化认识、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四

是深入查找突出问题；对照党章，对

照《若干规定》和《细则》，联系违

纪违法反面典型、巡视巡查情况，深

入进行党性剖析，查找存在问题。五

是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领导班子

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起草领导班子对照

检查材料，并对班子成员发言提纲审

阅把关，各班子成员自己动手撰写发

言提纲。经过前期扎实有效的筹备工

作，为高质量、高标准开好这次民主

生活会提供了有力保证。

会上，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盛玉明代表公司领导班子作了对照检

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委决议决定、对

党组织讲实话讲真话、全面从严治党

担当负责、纠正“四风”转变作风、

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等6个方面，认真查找了领导班

子集体在以上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

今后努力方向及改进措施。公司党政

主要领导围绕民主生活会主题，结合

谈心交流、征求意见、巡视整改及自

身情况，带头对个人存在的问题进行

查摆，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刻剖

析，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每名

班子成员都主动认领班子集体存在的

问题，并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征求意

见建议情况和个人思想、工作、作风

实际，聚焦6个重点方面，深刻剖析

原因，提出改进措施。班子成员发言

紧紧围绕主题，深刻分析原因，提出

明确的努力方向及针对性改进措施，

认真扎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

生活会取得了预期效果。

公司党委针对查摆到的问题及

征求意见建议情况，提出了明确的

改进方向及具体举措。一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二要对党绝对忠诚；

三要坚持真抓实干；四要严格廉洁

自律；五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六

要加强整改提升。

2018 年 2 月 6 日， 围 绕“ 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各项决策部署”的主题，电建海投

公司党委召开 2017 年度党员领导

干部民主生活会。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

主持会议，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杜春国，在京公司领导及党委工作

部、人力资源部、纪委办公室等有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公司党委对认真组织开好本次

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结合实际，召

开党委会专题研究、细化步骤、周密

安排，一是精心组织学习研讨；采

取中心组、集中学习等多种形式，组

织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个人自学基础上，党

委中心组还组织了专题学习研讨，深

李胜会    张一凡

公司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业环境。

盛玉明强调，切实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把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于公司生产经

营发展的全过程，把制度建设和执行

贯穿党风廉政建设全过程。贯彻落实

好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印发的《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施办法》

《关于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重要思想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

办法》。各单位要对权限范围干部管

理监督，履行好、落实好第一种形态

常态化工作的责任主体，学习好、贯

彻好“三个区分开来”标准，明确容

错纠错机制的有关要求，立足本职岗

位，为公司发展积极贡献聪明才智。

盛玉明要求，各单位要在公司党

委、公司的统一领导下，贯彻落实好

《全面监督“十三五”规划》，理顺

监督主体、改进监督方式，减少重复

监督，降低监督成本，把监督工作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到生产经营管

理的各个环节，形成问题协商、联动

处置、成果共享等工作机制，共同构

建上下联动、内外衔接、协调有力的

“大监督”工作格局。各级组织要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在公司党委的

领导下，不忘初心、真抓实干，不断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新成效，为公司海外投资

业务新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会上，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赵新华受公司党委委托，作了题为

《贯彻从严治党新要求 聚焦境外监督

新形势 为公司实现海外投资业务新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的工作报告。

会上，按照“横到边、纵到底、

全覆盖”要求，层层签订了2018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书。公

司领导、总部部门负责人、子公司党

政负责人、职工代表、业务骨干等300

余人在主、分会场参会。本次会议在

昆明、香港、新加坡、老挝、巴基斯

坦等地设立7个视频分会场。

程晓旭 何志权    李旌 

2018年3月7日，公司在京召开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各级组织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从严治党新

要求，聚焦境外监督新形势，围绕中

心，融入中心，为实现公司新发展提

供坚强保证。

会议深入总结了公司2017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部

署了2018年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任

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作

讲话，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

国主持会议并传达集团（股份）公司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议精神，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赵新华受党委委托作工作报告。

会上，盛玉明指出，公司各级组

织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必须抓实抓牢抓深的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正

确政治方向，时刻保持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的清醒认识，时

刻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清

醒冷静和坚韧执着，坚持问题导向，

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切实增

强深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感、紧迫

感，切实担负起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

责任，外拓市场、内强管理，不断营

造公司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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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在卡西姆项目讲授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党课

年”奋斗目标，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牢记“四个伟大”使命。二要

深刻学习领会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的“新成就”，全面认识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

定“四个自信”，不断开创各项工作

新局面。三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

“新时代”是基本尺度，激励全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不断

前进。四要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没有变。五要深刻学习领会分两

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目标”，既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2017年12月1日上午，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在出席巴基斯

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组发电

仪式期间，为卡西姆项目全体党员

干部讲授了一堂生动丰富的党课，

号召大家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奋力谱写中国电建海

外投资事业新篇章。

盛玉明表示，卡西姆电站首台

机组成功投产发电，标志着卡西姆电

站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也开启了公司

海外火电投资业务发展新的篇章。

在专题党课上，盛玉明指出，

十九大报告是一份思想宝库，深入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刻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丰富内涵，要

着眼六个“新”。一要深刻学习领

会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新思想”，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一鲜明主题，深刻领会“两个百

升发展软实力，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深入贯彻“海投语录”，深化员工人

文关怀，讲好电建故事，发出更响亮

的海投声音。六是继续开展好“月月

有主题”活动，发挥运营期“两位一

体”组织管控模式作用，为员工营造

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通过听取专题党课，与会党员

纷纷表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

为能够工作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公司而

感到自豪和骄傲。广大党员表示，一

定要更加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立足本职岗位，用实际行动和优异成

绩回馈公司，为公司海外投资业务发

展贡献力量。
康从钦

针对卡西姆项目后续工作，

盛玉明强调，一是在取得成绩的同

时，要清醒的认识到后续更加重要

的任务，既要抓好1号机组生产经营

工作，又要确保2号机组顺利投产发

电，争取全面实现两台机组提前进入

商业运行，为公司早日创造效益。二

是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切实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和思想

内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三是

联合党工委要认真组织全体党员观看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将改革进行

到底》《辉煌中国》《强军之路》

《永远在路上》《大国外交》等纪录

片，切实提升海外员工的荣誉感和自

豪感，让每个人成为一个正能量体。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让优秀人才

得到锤炼和提升，为海投公司发展输

送人才。五是继续加强文化培育，提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目标进军。六要深刻学习领会新

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

盛玉明指出，卡西姆项目顺利

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目标，充分体

现了“四位一体”建设管理组织管控

模式优势作用，将推动海投公司投资

业务发生质的飞跃，将为“中巴经济

走廊”工程建设树立标杆和典范。

盛玉明强调，要持续打造“六

种能力”建设，即高效投资开发能

力、海外融资能力、建设管理能力、

运营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风险

管控能力。他表示，全体党员干部要

坚持贯彻海投管理思想，认真落实

“五大坚持”理念，总结成绩、亮

点、经验和不足，指导后续项目开发

建设，要继续保持谦虚的态度，勤奋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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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情况就地取“才”，因“才”施

教，提升通讯员队伍水平。四是要统

筹资源，发挥媒体作用讲好故事；要

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做好向集团

报纸及网站等外部媒体的投稿，进

一步加强公司门户网站、微信平台、

内部刊物管理，各单位要充分动员广

大职工多关注、多投稿，多点赞、多

扩散，用好用活这三大载体，扩大公

司影响力、提升品牌知名度。五是要

监控舆情，严格防范新闻突发事件；

要认真落实公司新闻宣传各项制度，

密切关注新闻媒体上与公司有关的报

道，各单位特别是海外项目公司要加

强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增强对社会舆

论的敏感性和预见性，要关注国外社

交平台关于公司项目的信息，积极做

好舆情研判和疏导化解工作。

赵新华对贯彻落实新闻宣传工

作会议精神提出要求，一要持续加

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二是要突

出宣传重点，创新开展工作；三是

要细化制定措施，强化层层落实。

他强调，各单位、广大新闻宣传工

作者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要紧

紧把握今年新闻宣传总体思路、工

作要求和重点任务，采取有效措

施，抓好具体落实，进一步推进新

闻宣传工作跨上新台阶,为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宣传

保障。
李胜会    张一凡

公司召开 2018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2018年3月22日，公司在北京总

部召开2018年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主持会议。

公司总部各部门负责人、专兼职通讯

员、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代

表共45人参会。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精神，总

结公司2017年新闻宣传亮点工作，分

析形势，研究部署了2018年新闻宣传

工作重点任务，对公司2017年新闻宣

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会议提出了公司2018年新闻宣传

工作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一个聚

焦、两个加强、三个着力”，即聚焦

公司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加

强重点项目宣传和典型人物宣传；着

力推进“走出去”“一带一路”体裁

外宣工作，着力抓好集团和行业媒体

上有份量的重点报道，着力强化公司

网站、内刊、微信自身建设；为中国

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建设提供精神动

力和舆论支持。

盛玉明指出，2017年公司生产经

营顺利实现“1124”目标，新闻宣传

工作紧扣“一带一路”主旋律，建机

制、强策划、抓落实、重实效，也取

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盛玉明强

调，2018年公司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

宣传舆论工作，各单位、各部门、各

位新闻宣传工作者要认清形势，把握

重点，积极作为，强化舆论引导，发

挥导向作用，融入主战线、守好主阵

地、弘扬主旋律，扎实做好2018年新

闻宣传工作。

一是要深化学习，提升新闻宣

传工作认识；要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大

召开以来新形势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

的重要意义，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到企

业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关系到企业

的和谐稳定，关系到企业的社会形

象，宣传工作既是生产力、更是竞争

力。二是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宣传

机制作用；各单位要把新闻宣传工作

作为“一把手”工程，由主要领导重

点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

合抓。三是要加强培训，打造新闻宣

传人才队伍；要采取新闻写作培训、

以干代培等多种形式，抓好新闻宣传

工作人员培养，各子公司要根据项目

彩；小活动，大情怀”的特点。“小

投入，大产出”是指在公司高度重视

和各方大力支持下，活动有机制、有

保障，以较少的投入收获丰厚成果，

并得以持续开展；“小舞台，大精

彩”是指活动以公司总部或项目公司

为单位组织开展，既组织灵活、形

式多样，又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呈

现全民参与、百花齐放的局面；“小

活动，大情怀”是指活动开展秉承用

心、贴心、走心的原则，员工在活动

中能放松身心、体验快乐、感受关

怀。

“月月有主题”活动深入开展，

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不断丰富“海文化”内

涵。深化了以“海文化”为核心的

“1+N”特色企业文化培育，提升了

员工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二是

有力鼓舞干事创业劲头。丰富和活跃

了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了积极进

取、团队协作精神。三是有效促进中

外文化交流。在互动联谊中，项目所

在国政府部门、合作单位、驻外使馆

等，对公司业绩和实力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四是持续推动专业团队建设。

一大批优秀中外员工在活动中展示能

力、绽放精彩，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在活动中得到有效提升，为海外投资

团队建设贡献了积极力量。

李胜会

公司工会获“中国电建先进工会 ”
并作经验交流发言

2018年3月20日，在成都召开的电

建集团（股份）工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暨2018年工作会议上，电建

海投公司工会被授予2017年度“中国电

建先进工会”，这是公司工会第三次获

得此项荣誉。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赵新华在会上作了题为

《坚持五个融合发挥群工优势 电建海

投“月月有主题”活动助推海外投资升

级版建设》的经验交流发言。公司工会

推荐的刘星、韩国芬、薛宇3位同志分

获“先进工会工作者、先进女职工、工

会积极分子”荣誉。

近年来，在电建股份工会和公

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工会保持

和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以“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

工权益”为主线，主动融入中心、服

务发展、服务职工，充分发挥了桥梁

和纽带作用，促进了公司持续健康和

谐发展，公司工会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并多次在全

总调研座谈会、“一带一路”劳动法

论坛等作经验交流。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

公司工会围绕精心培育“海文化”，

坚持“五个融合”，组织“月月有主

题”，即每月在公司总部和海外各项

目公司开展特色鲜明的文化主题活

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激发活

力，创造和谐，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海

外投资环境，推动中国标准、中国技

术、中国设备、中国文化更好融入国

际经济生态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坚持与战略落地相融合，

提供组织保障。公司高度重视“月

月有主题”活动，逐步形成由各单

位党组织领导、行政部门支持，各级

工会或团青组织牵头开展的工作机

制，为“月月有主题”活动开展提供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坚持与文化

培育相融合，实现成风化人。积极开

展竞技体育、趣味体育和文化娱乐等

活动，培养和激发员工对文体活动的

兴趣，达到强身健体，凝聚团队，成

风化人的目的。三是坚持与员工培养

相融合，打造人才团队。公司注重通

过人文艺术培训、学习参观等活动，

提升员工素质和创新能力。四是坚持

与属地管理相融合，增进文化交流。

注重将活动开展与海外履责相结合，

主动与当地相关机构和合作伙伴沟通

互动，关注民生，热心公益，承担社

会责任，积极开展捐资助学、鱼苗

放养、植树造林、修路建桥、为民义

诊、受灾捐赠等公益活动。五是坚持

与人文关怀相融合，凝聚士气人心。

持续开展“三送”活动，每年对海外

员工及家属进行慰问；建立了慰问帮

扶困难员工长效机制，细化“关爱小

行动”，深化海外志愿服务；在集团

内首次引入EAP员工心理咨询服务，暖

人心、聚众力，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公司工会“月月有主题”活动呈

现“小投入，大产出；小舞台，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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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Resources & Expertise Results in Early Completion 
of Unit 1 of Port Qasim Power

Chairman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Chairman of Port Qasim Electric Power Company (Pvt.) Ltd.

Mr. Sheng Yumi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1 of 1320 MW Port Qasim Coal-

fired Power Project, I’d like to, on behalf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extend heart-

felt apprecia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our 

partners and friends from all sectors for 

your tremendous support and help.

By drawing wisdoms from the history and 

studying the global changes and trends in 

recent year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by the visionary Chinese 

top leadership. Considering the sound and 

consta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two governments agreed to 

materially promote a flag ship proj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We believe this 

grand program will certainl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advancing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Pakistan and in the region.

As a Global Fortune Top 500 company 

and a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 

(“POWERCHINA”) enjoys unique competitive 

edge of knowledge on water and power, 

expertise on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strength on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and ability on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Wednesday, November 29, 2017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00 TheNews

First large-scale energy project launched under CPEC.

Unit-1 delivered within 30 months, 50 days ahead of schedule.

1320MW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Jointly developed by POWERCHINA and
Al Mirqab Capital Qatar.

O
n the occasion of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1
of 1320 MW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I’d like
to, on behalf of Pow-

erchina Resources Ltd., extend heart-
felt apprecia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our partners and friends from all
sectors for your tremendous support
and help.

By drawing wisdoms from the his-
tory and studying the global changes
and trends in recent year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by the visionary Chinese top leader-
ship. Considering the sound and con-
sta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two governments
agreed to materially promote a flag
ship proj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
tiativ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We believe this
grand program will certainl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advancing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Pakistan and in
the region.

As a Global Fortune Top 500 com-
pany and a Chinese state-owned en-
terprise,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
ration of China (“POWERCHINA”)
enjoys unique competitive edge of
knowledge on water and power, ex-
pertise on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strength on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
tion, and ability on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which has equipped itself
to actively undertake many on-going
CPEC projects.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an
important overseas investment arm
of POWERCHINA, has superior capa-
bility in capital operation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in electric power and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Currently,
there are 8 projects in operation in
Cambodia, Laos, Nepal and D.R.
Congo, and 6 projects are under con-

struction in Pakistan, Laos and In-
donesia. Meanwhile, a series of
power and mineral projects in various
countries, such as Cambodia, Laos,
Nepal, Tanzania and Indonesia, are
now being actively promoted.

Th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jointly developed by Pow-
erchina Resources Ltd. and AMC
from Qatar,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en-
ergy project launched under CPEC,
of which a series of investment
agreements were executed under the
witness of two countries’ top leader-
ships during President of China H.E.
Xi Jinping’s historic state visit to
Pakistan in 2015. POWERCHINA at-
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
ject and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integration of whole industry chain,
to make the project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under the “Belt & Road Ini-

tiative” and CPEC.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mas-

sive construction in May 2015, the
project has been gaining the highest
attention and strongest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Pakistan and
China. With the close cooperation
with PPIB, NTDC, CPPA and other
stakeholders, relying on the ample in-
ternational operation management
expertise and core leading technolo-
gies, POWERCHINA successfully
built a high quality,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power plant on a literally barren plot
of sea shoal within only 30 months.
On November 10th, 2017, the 1st unit
synchronization w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50 days ahead of the sched-
ule. The success of the project has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all-weather strategic co-
operative partnership, witnessed the
solid brotherhood and demonstrated
the since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will
always be cordial and encapsulated
by the bond of friendship and lov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we are deeply
convinced that under the solicitude of
the state leaders,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effective governing of the govern-
ments, joint efforts of the construc-
tors of China and Pakistan, the CPEC
and “Belt & Road Initiative” will
achieve great succes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leave a
heavy and beautiful color to the new
chapter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OWERCHINA is happy and ready to
work under CPEC guidelines set by
both governments to make full play
of our abilities and experience and
work closely with Pakistani partners
t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and so-
cial progress of Pakistan as well as to
China-Pakistan friendship.

Mr. Sheng Yuming
Chairman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Chairman of Port Qasim Electric
Power Company (Pvt.) Ltd.

Best Resources & Expertise
Results in early completion of
Unit 1 of Port Qasim Power

The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will
always be cordial
and encapsulated
by the bond of

friendship and lov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we are
deeply convinced
that under the
solicitude of the
state leaders,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effective
governing of the
governments, joint
efforts of the
constructors of
China and

Pakistan, the CPEC
and “Belt & Road
Initiative” will
achieve great
success.

Average
annual energy
output around
9,000 GWh,
able to
support 4
million
households’
dail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Directly creates over 5000
job opportunities to
Pakistani engineers and
labors during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will annually
create around 500 training
and job opportunities to
Pakistani talents during
operation period.

World-class environment-
friendly operations
including seawater
desalination, secondary
circulating seawater
cooling and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satisfy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f the World

Bank.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availability
to ensure
sustainable,
reliable and
affordable
electricity.

Two modern supercritical coal-fired units and a
self-dedicated coal unloading jetty built.

A 4 km-length channel dredged and transferred
to Port Qasim Authority.

本文为公司董事长盛玉明的署名文章，于 2017 年 11 月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组发电仪式期间，在巴基斯坦主

流媒体《国际新闻报》《观察家报》上刊登。

册，对文化建设、强身健体、文娱活

动、人文关怀、社会履责、素质提升

等各类“月月有主题”活动进行详细介

绍，不断加强电建海投公司“海文化”

建设，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为打造中

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提供文化支撑、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李胜会

公司发布 《“月月有主题”活动
指导手册（2018 版）》

公司党委制作“口袋书”
深入推进十九大精神学习

2018年3月6日，在电建海投公司

2018年工作会暨二届二次职代会召开

之际，公司正式发布《电建海投公司

“月月有主题”活动指导手册（2018

版）》，为公司总部及各子公司开展

“月月有主题”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

海投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和参考

范例。

由公司党委领导、各级工会组织

承办的“月月有主题”活动，倡导各单

位每月至少组织一项主题活动，通过多

种活动形式、多项活动载体、多样活动

内容，增进员工互动交流，打造海投特

色文化，建设专业复合团队，加深中外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2018年1月，电建海投公司党委

创新学习载体，制作了《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有关

党章党规应知应会》“口袋书”，发

放到公司海内外每名党员手中，组织

全体党员深入开展十九大精神应知应

会学习，有效增强了党员学习兴趣，

提升了学习效果，使“小册子”发挥

“大作用”，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的热潮。

“这个‘掌中宝’实在太好了！

大家平时生产任务忙，有了它我们海

外党员职工学习十九大精神就方便多

文化融合，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真正实

现以海外投资项目为依托，树立海投形

象、展现电建实力、打造中国样板。

在公司成立以来，各级工会组织

已相继开展了文化宣贯、文体比赛、团

青活动、参观考察、学习培训和艺术修

养等各类主题活动100余项，得到广大

职工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已成为海

投工会工作品牌之一。为提升“月月有

主题”活动质量，确保活动规范有序，

推动海投文化建设，电建海投公司党委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组织公司工会和团委联合编写手

大报告的核心要义、章程、条例等党

建知识点集结在一册中，既内容丰

富，同时又重点突出，非常便于掌握

要点。”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

一期党员李友安说，“口袋书”充分

发挥了要点突出、易学易忆、随看随

忆的优势, 能够真正将十九大知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筑牢思想根基。

杜菲

了！”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党员康从钦表示，“口袋书”内容丰

富、重点突出、形式新颖，还可以随

身携带、随时查阅，极大方便了党员

干部灵活自主学习。

此次制作的“口袋书”的内容非

常详实，共分为8个章节，包括党的

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

党党旗党徽的使用等内容。“将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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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equipped itself to actively 

undertake many on-going CPEC 

projects. PowerChina Resources 

L td . ,  an  impor tan t  o ve r seas 

investment arm of POWERCHINA, 

has superior capability in capital 

operation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in electric power and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Currently, there are 

8 projects in operation in Cambodia, 

Laos, Nepal and D.R. Congo, and 

2 project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in Pakistan, Laos and Indonesia. 

Meanwhi le ,  a  ser ies  o f  power 

and mineral projects in various 

countries, such as Cambodia, Laos, 

Nepal, Tanzania and Indonesia, are 

now being actively promoted.

Th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 jec t ,  j o in t ly  deve loped  by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and 

AMC from Qatar, is the first large-

scale energy project launched 

under CPEC, of which a series 

of investment agreements were 

executed under the witness of two 

countries’ top leaderships during 

President of China H.E. Xi Jinping’s 

historic state visit to Pakistan in 

2015. POWER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ject and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integration 

of whole industry chain, to make 

the project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under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CPEC. 

S ince  the  commencement  o f 

massive construction in May 2015, 

the project has been gaining the 

highest attention and strongest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Pakistan and China. With the close 

cooperation with PPIB, NTDC, CPPA 

and other stakeholders, relying on 

the ampl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management expertise and core 

leading technologies, POWERCHINA 

successfully built a high quality, 

technological ly  advanced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power plant 

on a literally barren plot of sea 

shoal within only 30 months. On 

November 10th, 2017, the 1st unit 

synchronization w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50 days ahead of the 

schedule .  The success o f  the 

project has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all-

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 ive 

partnership, witnessed the solid 

brotherhood and demonstrated the 

since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will 

always be cordial and encapsulated 

by the bond of friendship and 

lov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we 

are deeply convinced that under 

the solicitude of the state leaders,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effective 

governing of the governments, joint 

efforts of the constructors of China 

and Pakistan, the CPEC and “Belt 

& Road Initiative” will achieve great 

succes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leave a heavy and beautiful color 

to the new chapter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OWERCHINA is happy 

and ready to work under CPEC 

guidelines set by both governments 

to make full play of our abilities and 

experience and work closely with 

Pakistani partners t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of Pakistan as well as to China-

Pakistan friendship.

员工属地化工作是公司海外发电项目运营阶段实施属地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海外发电项目长期稳定发

展的必然要求，是一项长期战略性工作。现就推进公司相关员工属地化工作提出如下初步思考：

     公司海外发电项目运营阶段属地化情况

（一）公司所属各发电公司员工属地化率情况

截至2018年4月份，公司所属各发电公司员工（仅指管理及技术人员，不含司机、厨师、清洁工等后勤服务人

员）平均属地化率仅为17.7%。各发电公司员工属地化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所属各发电公司员工属地化率差距不大，基本都在15%—23%之间。如果去除统计口径的差

异，相互之间的差距应该更小。

（二）公司海外发电项目运维单位员工属地化率情况

截至2018年4月份，运维单位员工（仅指技术管理及运行维护人员，不含司机、厨师、清洁工等后勤服务人员）

平均属地化率为34.5%。各运维单位员工属地化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运维单位之间差距较大，其中负责卡西姆港电站运维的甘肃能源公司，其属地化率达到

40.3%，这与其在生产准备期间集中招聘、培训当地员工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关于在公司海外发电项目运营阶段
着力推进员工属地化工作的初步思考

公司名称
管理及技术人员

总人数
中方员工 当地员工 属地化率

柬埔寨甘再公司 18 14 4 22.2%

老挝南俄 5公司 22 17 5 22.7%

老挝欧江流域公司 57 49 8 14.1%

尼泊尔萨格玛塔公司 21 16 5 23.8%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公司 62 52 10 16.1%

合计 180 148 32 17.7%

运维单位名称
管理及技术人员

总人数
中方员工 当地员工 属地化率

水电十局（甘再项目） 80 50 30 37.5%

水电十局（南俄 5项目） 26 22 4 15.3%

水电十局（南欧江一期项目） 152 109 43 28.3%

水电十一局（萨格玛塔项目） 21 16 5 23.8%

甘肃能源（卡西姆港项目） 360 215 145 40.3%

港航公司（卡西姆港项目） 74 55 19 25.7%

合计 713 467 246 34.5%

杜春国



视野视野 论道 VISIONPRACTICE AND THOUGHTS46 47V

的人力成本。

3、有利于保持队伍的相对稳

定。目前，各发电公司及运维单位

的中方员工长期驻外，远离家庭，

思想波动大，特别是运维单位中方

员工大多数是年轻人，因婚姻等问

题，造成离职率较高，影响了队伍

的稳定和运维水平的保障。

4、有效规避用工风险。项目所

在国政府通常都对外资企业招聘当地

员工的比率有法定要求，尽可能多的

招聘当地员工，可有效地规避因大量

使用中方人员带来的劳务风险。

（二）员工属地化的困难主要

包括：

1、文化融合问题。中方与当地

文化通常差异较大，短时间内难以

实现融合，会对当地员工的管理带

来一定困难。

2、发展落后国家的当地员工

素质较低。当地国员工文化知识和

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术水平较

低，人员流动性较大，培训成本较

高。

3、对中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

高素质的中方人员是员工属地化的

前提。这必然对中方人员在语言交

流、商务管理、运行及维护等方面

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海外发电项目运营阶段

    员工属地化工作的总体思路

（一）顶层设计：公司总部应

研究制定相关指导意见，并会同运

维单位共同谋划发电项目运营阶段

的员工属地化战略和实施计划。双

方应着眼于员工属地化的中远期目

标，进一步优化双方的合同关系和

相关责任划分。   

（二）一站一策：员工属地化

工作要结合发电项目实际及项目所

在国别、地区情况，按照“一站一

策”原则，理性、稳步、扎实地进

行属地化工作。

（三）责任主体。公司人力资

源部是公司总部的牵头部门。各发电

公司是本单位员工属地化的责任主

体，并指导相关运维单位项目部做好

员工属地化实施工作。各运维单位项

目部是本项目部员工属地化的实施责

任主体，要接受相应发电公司和其所

属运维单位的双重领导。

（四）与“两位一体”组织管

控模式相结合。公司作为集团公司

的投资平台和全产业链业务引领平

台，决定着电站运营阶段的“两位

一体”组织管控模式必然是长期存

在的。因此，在实施员工属地化过

程中，要按照发电公司与运维单位

的本质属性，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化

配置。

    公司海外发电项目运营阶段

    员工属地化工作的实施要求

（一）切实转变思想是推进员

工属地化的根本要求。

公司上下切实转变思想、尽快

将员工属地化规划和实施工作提上

议事日程是有效推进该项工作的根

本要求。公司总部目前尚未启动相

关规划，一些发电公司及运维单位

安于现状，由于担心当地员工的素

质及工作能力，不愿聘用当地员工

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反而从国内

引进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甚至一

般操作人员。公司上下只有充分认

识到员工属地化对于做好发电项目

海外运营阶段工作的重要作用和长

远意义，切实做到从思想上高度重

视，才能有效推动该项工作落地。

（二）与运维单位共同谋划和

推进是做好员工属地化的根本途径。

在公司与运维单位共同做好

员工属地化规划和实施计划的基础

上，各发电公司与各运维单位项目

部共同做好相关实施工作，即发电

公司主要负责做好电站综合管理、

商务及财务管理（包括电价电费管

理、对外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员工

属地化工作；运维单位项目部负责

做好技术管理和电站运行维护等方

面的员工属地化工作。

（三）提高中方管理人员的综

合素质是推进员工属地化的重要前

提条件。

公司总部要指导各发电公司会

同运维单位项目部加大人才培养力

度，要在生产岗位、管理岗位上培

养出一批懂业务、会管理、能独当

一面的专业人才，既能满足好本单

位属地化工作的要求，也为后续投

产项目提供中方运营人才的支持。

譬如卡西姆公司要加强对中方人员

的语言、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培训，

不断为未来投产的火电项目输送中

方人才，以带动员工属地化工作的

全面展开。

（四）建立健全相应管理体系

是员工属地化的重要基础。

公司总部层面要建立一个包括

公开招聘、合同签订、教育培训、

岗位责任、劳动定额、薪酬待遇、

工资结算、劳动保护、休息休假、

违纪处理、解除合同等内容的规

范化、标准化的员工属地化管理体

系，从而保证该项工作持续健康发

展。要注重结合属地国家的国情以

及相关法制要求，有针对性地建立

和完善员工属地化管理制度和实施

细则，在加快员工属地化的同时，

要最大可能地规避用工风险。

（五）生产准备期是推进员工

属地化工作的关键时期。

对于在建项目，在生产准备期

提前做好当地员工的招聘和培训，

对于推进员工属地化工作是非常重

要的，卡西姆项目的成功经验已是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明古

鲁项目和南欧江二期要在生产准备

期，提前做好员工属地化工作的谋

划和实施。2018年，两个项目公司

要会同运维单位适时组织招聘当地

人员到中国进行学习培训，在已投

运电厂上岗实践，提前储备运行维

护人才，切实推动人员属地化。其

中，要充分利用南欧江二期生产准

备期，将南欧江整个流域（含南欧

江一期、二期及集控中心）的属地

化工作进行统筹谋划，尽快将所需

的当地人员招聘到位，培训到位，

尽最大可能控制中方人员数量。

（六）做好培训是推进员工属

地化工作的关键环节。

无论是在建项目还是已投产项

目，做好已招聘的当地员工的培训是

非常重要的。发电公司及运维单位应

通过理论培训和岗位练兵等形式，加

大当地员工培训力度。除了集中理论

和操作培训外，还要注重发挥中方技

术人员的“导师带徒”作用，在质量

上把关、在技能上传授、在安全上严

控，并运用裂变原理，将培养成熟的

员工按班组或岗位分工，以带动培养

更多的当地员工。

（七）多元化招聘是推进员工

属地化的有效途径。

要利用尽可能多的渠道招聘当

地员工。一是充分发挥公司和运维

单位的招聘资源，进一步拓展在华

留学生招聘渠道；二是建立多样化

的当地招聘渠道，熟悉掌握当地人

才市场，适时引进当地人才；三是

主动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展联合培

养，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派当地

学生来中国进修，以培养公司需要

但招聘难度较大的专业人才。

（三）员工属地化率与先进实

践的差距

虽然公司所属各发电公司及相

关运维单位的员工属地化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绩，但与先进实践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譬如，由法国电

力公司牵头开发的老挝南腾2电站，

总装机107万千瓦，2010年4月进入

COD。截至2018年3月，该电站生产

运维人员110人，其中法国籍3人、

泰国籍4人、印度籍2人，其余员工

均为当地人，员工属地化率已达

81.2%。

    海外发电项目运营阶段

    员工属地化工作的相关分析

（一）员工属地化的优点主要

包括：

1、为项目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充分利用所在国的人力资源，尽可

能多地招聘当地人员，实现与当地

社会共发展，为项目长期扎根于当

地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降低项目成本。目前，国内

人员成本远高于项目所在国家（澳

大利亚除外）的人员成本。通过吸

收当地人才，可有效节省国内派遣

内刊 2018.05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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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

国海外投资企业日益增多，境外经营

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巨大。然而，许多

企业找不到好的融资模式。如何突破

陈旧的融资套路，利用好境外资本市

场成为海外投资大军新的华容道。

布局海外资本，勇作先行者，

而不是跟随者。先行一步，把握住

2017年上半年这个大窗口，中国电建

海外投资团队完成5亿美元永续债发

行，同时，积极抓住2017年美联储加

息周期下的小窗口，保证在完成工作

的同时降低资金成本、减少财务压

力，竭尽全力为公司业务保驾护航。

凭着对资本市场的深刻认识和

敏锐判断，果断决定根据市场情况变

化选择恰当的融资方案与时间窗口。

最终，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团队通过29

天的冲刺战，将香港永续债发债时间

锁定在美联储6月14日加息之前，并

依托6月2日非农就业数据发布所出现

的经济增长消极情绪，抓住了美债收

益率下调5BP的引导性指标窗口，6月

5日飞港后确定了立即公告、6月6日

路演、6月7日定价的神速时间表。

     抓住“永续债”战机

找好时机，抓住最佳发行时间

窗口。在初始定价时，中国电建海投

团队独立分析投资形势，果断采取激

进策略，将永续债承销商建议初始定

价压至3.9%水平；次日簿记建档时，

市场订单热烈，验证了公司采取激进

策略的正确，在此情况下，电建海投

团队打破收窄常规幅度，将定价指引

中国电建破冰海外“永续债”
李铮

本 文 发 表 于《 首 席 财 务 官》

2017 年 11 月 第 21 期（ 总 第

185 期）

收窄幅度扩大，最终公司第三笔债券

发行利率为3.5%，该利率为近期亚洲

市场永续债券发行最低利率。

精确营销，准确把握香港资本

市场的战机，与承销商银行紧密合

作，刷新央企境外发行美元永续债的

新纪录，使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对电

建集团有了全新的认知，更是中国电

建集团以及整体策略的重拳出击。中

国电建集团本次永续债券发行案例的

前期工作，早在2016年10月就开始全

面布局。作为永续债计划的主体，由

电建海投、电建国际、山东三公司三

只纵队组成，中国电建集团总会计师

孙璀亲自挂帅、资金管理部牵头组

织。为了打响境外永续债发债第一战

役，由中国电建海投公司具体落地。

永续债，也叫无期债券，是非

金融企业（发行人）在银行间债券市

场注册发行的“无固定期限、内含发

行人赎回权”的债券，大部分的永续

债都是带有赎回条款的，发行人拥有

在条款约定的某一个时间段内按照某

种价格赎回的权利。期限长，没有明

确到期时间，香港股市非常看重发行

人的实力，在美联储多次加息，未来

加息预期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取得

出色的永续债券发行效果，这些都表

明资本市场对发行人的高度认可。

针对中国电建此次资本全球化

运作，香港投资者表现出极强的关注

及投资热情，发行效果极佳：

一、充分利用表外融资，大幅

优化公司财务指标

香港资本市场最新融资工具

2014年就开始利用集团担保，在香港

资本市场融资，收效显着。此次已经

是中国电建第三次在境外资本市场上

露面，也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

2、融资成本高。在中国大陆的

融资成本大约为6%左右，当然，根据

行业、期限、担保情况等差距较大。

而在香港资本市场，美元债大多在4%

以下。毋庸置疑，融资成本低，对于

海外投资的回报率大有益处。

3、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建筑

类央企由于历史形成的长期垫资，导

致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国资委一再

要求降低资产负债率。由于永续债可

以在会计处理上记在所有者权益中，

所以资产负债率问题就迎刃而解。

二、操作流程

1、编制工作计划

主要通过发债事项沟通，发债

形式确定和发债小组成立三步完成。

2、发债事项的审批与备案

债券发行涉及公司层级审批与

备案9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与备案

5项（发改委备案与登记1项、外管局

登记1项、国资委登记1项、商务部备

案1项、香港联交所审批1项）。

3、组建中介机构团队

4、尽职调查

在整个债券发行的过程，主承

销商、信托人、承销商律所、发行人

律所对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进行了持

续的尽职调查，直至债券交割完成。

5、SPV注册

根据安排，电建海投公司选择

英属维尔京群岛为注册地，设立发

“永续债”的会计处理获得了国内会

计准则的支持，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资

产负债率，提高净资产规模及占比，

同时助公司获得融资成本较低的中长

期资金。仅第三次境外债券发行就帮

助电建海投公司资产负债率由67.09%

压降至58.20%水平（较发行前降幅接

近9%），优化了公司整体债务结构，

支撑了公司投融并进的境外投资战略

实现。

二、持续推进债券融资创新，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电建海投公司自提出境外资本

市场融资规划直至五年后再次利用

香港平台在香港成功募集发行5亿美

元高级永续债，三笔债券与采用一般

方式进行五年期国内融资（利率为

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相比较，

预计到2017年末，将为公司节约融资

成本20056.28万元，成本节约幅度达

22.4%，大大降低了资金成本。

三、亮相国际资本市场，不断

提高公司信誉

通过2014年先后发行15亿人民

币债券和5亿美元高级永续债券、

2017年发行5亿美元高级永续债券，

电建集团获得了评级机构的认可，

经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严格检验，

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电建及电建海投

公司的了解得到大幅增强，提高了

电建海投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信

誉和知名度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

其他融资方式的推动，大大增强了

电建海投公司与相关机构在海外投

资领域开展金融合作的机会。

     深谙背景、流程

在2017年发行债券香港交易性

路演过程中，中国电建海投公司团队

与各界新老投资者进行了亲密接触，

抓住战机，向境外投资者充分介绍和

展示了中国电建及海外投资公司的品

牌、文化、价值以及全球化战略，赢

得了投资者对中国电建品牌、信誉与

事业的信心，并最终吸引7倍的超额

订单认购，实际投资者包括黑石、太

平洋投资、BLUEBAY、嘉实、中投等

国际知名投行机构，为后续海外融资

打下了坚实基础。

兵贵神速，为海外永续债融资

打好每一场战役，准备工作不可小

视，必须了解时代背景和发债流程的

每一个环节。现就本案例加以分析，

介绍利用境外美元永续债解决资本金

问题的方法。

一、背景

1、资金紧缺。现代企业在发展

历程中，资金往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难题。而今许多企业依旧停留在“缺

资金就贷款”的传统思路上，无法跟

上时代的需要。电建海投公司是中国

电建集团旗下专门从事海外电力投资

的企业。跟大多数建筑类央企一样，

电建集团面临的两大问题就是资金紧

缺、资产负债率高。公司承担着“一

带一路”下许多大型电站的投资，

集团不可能一味追加注资，但是集团

的国际化评级非常好，因此，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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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公司。SPV公司除了正常的债券发

行、资金拨付、还本付息外，无其他

业务，还本付息后该公司注销。在日

常维护方面，聘用专门律所负责法律

维护，除维护机构存续所需的少量法

律费用外，无专职人员及经营场所等

管理费用开支。

6、评级

聘请穆迪公司和惠誉国际各自

开展评级工作。

7、商签交易文件

8、路演定价

公司于2017年6月6日在香港举

行了交易性路演。电建海投发债团队

凭借多年经验，准确研判债券市场情

况，采取积极的定价策略，在了解部

分潜在投资人情况后，首先向市场发

布3.9%的初始吹风价。在得到市场积

极的反馈后，发债团队与承销团队研

究订单，摸底投资人意向，再次审时

度势采取更加积极的定价策略，在初

始吹风价的基础上下压40个基点，最

终成功的将发行利率锁定在3.5%。

     告捷战术在团队

永续债券成功发行的关键审批

程序，涉及公司层级审批与备案9

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与备案5项

（发改委备案与登记1项、外管局登

记1项、国资委登记1项、商务部备案

1项、香港联交所审批1项）。面对纷

繁的审批程序，团队主动布局，通过

发债事项沟通，发债形式确定和发债

小组成立三步完成，并聘请穆迪公司

和惠誉国际各自开展评级工作。更重

要的是，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公司选择

英属维尔京群岛为注册地，设立发债

公司，除了正常的债券发行、资金拨

付、还本付息外，无其他业务，还本

付息后该公司注销。在日常维护方

面，聘用专门律所负责法律维护，除

维护机构存续所需的少量法律费用

外，无专职人员及经营场所等管理费

用开支。

经过一年的铺垫与演练，抵

达香港后，融资团队连夜分析当前

债券市场形势，白天路演现场的画

面时时在眼前回放，果断采取激进

定价策略。在关注市场认购情况的

同时，融资团队提前沟通，稳定住

基石投资人；进而打破债券初始定

价与最终定价收窄幅度的常规，进

一步采取激进策略，将定价指引收

窄幅度成功扩容。在六月盛夏，为

保证订单质量，团队不顾旅途的疲

劳，与部分意向投资人进行沟通，

立即组织券商开会，果断关闭认购

通道，最终到薄记关闭时，公司共

收到147份有效订单，金额超过35亿

美元，债券发行圆满成功。渣打银

行称，“不可思议，中国电建刷新

了央企境外发债史的新低。”

在品尝战果的同时，博采众长

的团队没有忘记分析自己的足迹，并

且乐于分享海外融资团队的两大成功

战术：

1、组织优秀内外团队，确保工

作效果

为保障发债工作得到重视和提

高推进成效，公司将发债工作纳入公

司年度重点工作，各个部门制定保障

措施，工作节点落实到人。

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公司发债工

作组由李铮牵头，资金管理部和香港

公司分别负责境内工作与境外工作。

对于中介机构，则采用招标的形式，

确保发行成功。最终，法律顾问包

括高伟绅律所、安理律所、嘉源律所

和环球律所，分别作为发行人国际律

师、承销商国际律师及信托人律师、

境内法律尽调团队和境外法律尽调团

队；安排行两家承销行，分别为渣打

银行和建银国际；信托人及代理人为

汇丰银行；审计师为中天运会计师事

务所。这些中介机构都是具有丰富发

债经验的，可以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2、坚持稳健中带有积极的营销

策略。

保持与投资者在路演过程中进

行直接沟通，给予投资者充分了解集

团与海投业务发展和财务状况的机

会，获得了投资者的大量好评。这也

是在簿记建档过程中各类投资者踊跃

参与，并且使公司与承销商有机会适

当下调定价指引，并在较理想的价格

水平定价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又讯，2018年2月2日，首届“一

带一路”老-中合作论坛在老挝万象

开幕，公司副总经理俞祥荣出席并在

开幕式上发布和解读了《中国电建老

挝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正式亮相

老挝，得到了广泛关注。

该报告是中国电建继发布赞比

亚、印尼国别报告之后，发布的第三份

可持续发展国别报告。“以电携爱，共

建美好”，报告向老挝及社会各相关方

集中展示了中国电建在老挝的履责行

动，树立了海外履责新形象。

《中国电建老挝可持续发展报

告》作为老中合作成果之一在本次论

坛隆重推出，意义十分重大。首届

“一带一路”老-中合作论坛是为推

动落实中老两国元首互访成果，加快

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与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共同打造中

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加快

共建中老经济走廊，由老挝人民革命

党中央宣传部发起并与新华通讯社、

老挝新闻文化与旅游部、中国工商银

行、老挝中华总商会共同主办，中国

电建老挝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承办了

其中的能源分论坛。老挝多个政府部

门主要官员、企业和社会各界代表以

及在老中资机构、企业代表700余人

出席了论坛。

2018年1月25日，由国务院国资

委综合局、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

坛主办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2017）》（“蓝皮书”）发布会在

京举行。公司老挝南欧江项目 “六

位一体”属地化管理案例成功入选优

秀案例，中国电建由此获评中央企业

“海外履责金牛奖”。中国社科院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理事长李扬、国

务院国资委综合局巡视员刘源、各中

央企业、主流媒体200余位嘉宾出席

会议。电建集团工会主席王禹、办公

厅副主任刘庆华以及公司副总经理俞

祥荣出席会议。

蓝皮书由国务院国资委综合局和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共

同编制发布，是国内外首部系统研究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蓝皮书指

出，中央企业在我国加快实施“一带

一路”倡议、参与国际化经营中发挥

“排头兵”的作用，在海外坚持负责

任经营，为东道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协

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蓝皮书收录中

央企业“一带一路”海外履责优秀案

例8个，公司老挝南欧江项目 “六位

一体”属地化管理案例是其中之一。

在发布会上，集团工会主席王禹与国

务院国资委综合局巡视员刘源、集团

办公厅副主任刘庆华以及公司副总经

理俞祥荣共同发布了《中国电建老挝

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中国电建在

老挝社会责任影像志》，受到参会嘉

宾的高度赞扬。

公司老挝南欧江项目自开发建设

以来，积极推行“治理属地化、经营

属地化、资源属地化、发展属地化、

责任属地化和文化属地化”，构建

“六位一体”的属地化管理体系，大

力推进本土化经营。在项目开发建设

与运营管理中，项目公司始终坚持互

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融入当地，

与当地社会共同发展。通过本土化治

理、合法合规经营、使用当地资源、

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推进中外文化融合等措施，为海

外项目健康运营奠定良好的发展环

境。

老挝南欧江项目“六位一体”属地化管理
入选《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7）》

高超  桑文林    桑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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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相迪A电站运营中重视对环

境及生态保护，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发电时保证河水下泄水量，确保

下游农田水利灌溉；严格履行协议和

执行国际环保标准，加强河岸植被保

护；积极实施节能减排，电厂及生活

废弃水进行排放前处理；定期对河水

流域补放鱼苗，尽力恢复生态环境；

实施社会责任项目154项，资助当地

学校、村庄、道路、路灯、医院等公

共设施建设，帮助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条件，促进当地扶贫和经济社会发展，

有效带动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得到了当地政府及相关组织的高度肯

定和认可。

一株株种好的苗木错落有致、迎风挺

立，为初春增添了生机，为美丽的植

树基地再添新绿。

参加植树活动的员工纷纷表示，

这次植树活动非常有意义，植树造绿

的内涵并不仅仅是挥锹培土，而是将

绿色环保理念深植于心中，为共创蓝

天、共建美丽中国出一份力。本次活

动更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感情，放松身

心、体验快乐、感受关怀，帮助大家

在今后的工作中以饱满的精神和健康

的体魄投入工作，提振士气，创先争优。

关注民生，热心公益，承担社会责任，

开展捐资助学、鱼苗放养、植树造林、

修路建桥等各项活动，赢得当地政府

和民众的积极评价和广泛赞誉。今天，

我们在这里，更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保护环境，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树立海投公司良

好的社会形象，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

更大的贡献。

在植树现场，员工个个热情高涨、

干劲十足，或二人，或三人一组，扶

直树苗、挥锹培土、踩实压紧、提水

浇水，大家配合默契，整个劳动场面

繁忙而有序。海投职工的孩子们也卯

足了劲，栽下一棵棵树苗，种下一份

份希望。经过一番热火朝天的劳动，

刘星   张一凡

卡西姆电站全景

  公司工会开展
“聚力海投 共创蓝天”植树主题活动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树立环保意识，创建文明单位，

打造特色企业文化，培养和谐团队精

神，增强公司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着力打造中

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2018年 3月

24日，公司工会开展“聚力海投 共创

蓝天”植树主题活动，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盛玉明，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杜春国带队俞祥荣，赵新华，张国来，

钟海祥，徐庆元等公司领导及公司副

总师、各部门员工70余人一起参加活

动，共同播撒新绿，种植希望。

三月的清晨，寒意中透着盎然生

机。虽然是周末，但大家植树的热情

丝毫不减。活动开始前，盛玉明讲道，

电建海投公司秉承“海纳百川，投创

未来”企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以公司“海文化”中的“益元素”为

指导，贯彻“科学开发、绿色发展”

理念，注重生态环保，大力推进海外

项目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与

当地相关机构和合作伙伴沟通互动，

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再次放殖 15 万尾鱼苗

杨杰

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项目公司、

上马相迪新区协

调委员、当地环

保组织相关人员

参加活动。

为做好此项

工作，项目公司

积极与当地协调委员会沟通，委托当

地协调委员会负责鱼苗的准备工作，

要求根据上马相迪河流域特点，选择

适应性强，生存能力高的鱼苗，并做

好鱼苗运输过程中的保温、供养等系

列工作，保证到场鱼苗的成活率，确

保这次活动圆满完成，达到生态环境

保护的目的。

2017年 12月 18日上午，中国水

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司组织鱼苗

投放活动，在上马相迪水电站库区马

相迪河及相连的纳雅迪河两流域投放

了15万尾鱼苗。这是继2017年 5月

26日第一批放殖15万尾鱼苗后第二批

放殖的鱼苗，是上马相迪项目公司继

续履行环评EIA报告中社会责任项目

山水相连情深深    南欧江畔送温暖

穿着破旧的衣服，光着脚在地上跑

来跑去，这样的情况在夏季也许可

以接受，但是在今年寒冷的冬季看

上去让人揪心。春节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阖家欢乐、传递温暖、共享

幸福是节日的主旋律，春节的真正

意义并不是仅仅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更是让身边的人能够共同体会幸福，

感受快乐。因此，

项目部向全体员工

发出号召，短短 10

天就募集到了 100

余件儿童衣物和生

活用品，并在春季

前送到孩子们手中。

在“一带一路”

的宏伟蓝图上，电建

海投不但承担着将工程做好，助力当

地的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肩负着传

递中国文化、深化相互融合、加深中

老友谊的使命，并致力于将南欧江项

目这条连接中老两国人民的明珠建设

得更加璀璨夺目。

孙宇    杨宇超  

2018年1月以来，受寒流的影响，

老挝当地的低温持续走低，这让生活

在老挝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人们十分难

熬。特别是那些在老挝深山中生活的

孩子们更是饱受寒冬困扰。2月10日，

南欧江四级电站联合党支部与老挝勐

夸县政府相关人士一道，来到南欧江

四级电站库区的汇篇舞村，将募集的

衣服和特地为孩子们准备的水果等慰

问品送到孩子们手中，将冬日寒冷彻

底融化。

因为移民征地工作，南欧江四

级电站和这个村子有了多次接触，

对村里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了解，

特别是村里面的一所小学给四级项

目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陋的房

屋，墙上的窗户无遮无挡，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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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项目的顺利建设提供持续、稳

定的治安环境。明古鲁项目进展顺利，

项目整体进度、质量、安全状况可控

在控；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明古鲁

省的电力短缺现状，也将在促进就业

和增加税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老挝南俄 5 项目接待当地学生参观学习
促进当地教育发展

2018 年 2 月 5 日，老挝普坤县

第一届政治理论学学生及教师一行

60 人在普坤县人力资源部部长带队

下到南俄 5水电站参观交流。

南俄 5 项目公司对到访师生表

示热烈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南俄 5

水电站基本概况、机组运行情况，

公司发展历程及近来年公司社会责

任履行情况。

普 坤 县 人 力 资 源 部 部 长

MR.bualou 对公司热情接待表示了感

谢，他强调，南俄 5 水电站是普坤

县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不仅带动

了普坤县经济发展，还为普坤县民

生做出了贡献，不仅为电站库区上

游板井村、下游南汀村修建学校、

食堂，捐赠医疗器材、提供 4 名教

育和医疗工作人员，定期提供人身

健康体检服务，还在老挝地区受自

然灾害时组织全体员工向受灾地区

捐款，为当地值守部队修建值班房，

提供教育文体物资与政府联合举行

鱼苗放养、全员植树等活动。

下午，交流学习组一行在分 5

组对电站厂房进行了参观，了解了

水电站的运行原理及机组特性，询

问了电站运维人力资源配备及管理

情况。交流学习组表示，此次交流

学习收获非常大，不仅为政府机构

提供了管理思路，也有助于中老相

互学习借鉴经验，更是为老挝政府

与中国企业进一步交流奠定了基础。

宁海龙

印尼明古鲁项目公司为当地警察署捐赠体育用品

2018 年 4月 3日上午 10时，印

尼明古鲁发电有限公司向明古鲁市警

察署捐赠了一批体育用品。项目公司

及警察署近20人参加了捐赠仪式。

明古鲁市警察署长（AKBP ）

Prianggodo Heru先生代表警察署对项

目公司的慷慨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

警察署和项目公司能够加强沟通，为

魏文刚

维护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共同

做出贡献。同时，他还邀请项目公司

与警察署一同开展篮球比赛活动。

项目公司相关人员在活动中首先

对Prianggodo Heru先生及警察署对明

古鲁项目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关心表示

感谢。项目公司希望不断加强明古鲁

项目参建各方与市警察署间的沟通交

美丽的老挝琅勃拉邦 -- 关西瀑布

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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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带队赴华东院调研并签署合作协议 公司召开总部部门绩效考核述职会议

公司组织集中观看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 公司荣获
“第三届中国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杜春国带队赴泰国考察调研电力投资市场 公司召开 2017 年法治与风险内控工作会议

公司获得首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南欧江电力运维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2018 年 4月 2日 -3日，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带队赴中

国电建集团华东院开展调研和业务对接，与华东院总经

理张春生、党委书记王小军就水电、抽蓄、新能源等领

域海外投资业务和信息化工作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深入沟

通。双方在会后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8 年 3月 23-26 日，公司组织召开 2017 年度总部

部门绩效考核述职会议，16位总部部门负责人进行述职。

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主持，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及在京公司领导参加会议。本次考核

通过部门自评、资料审核、述职考核、领导评价，对总

部各部门的经济财务、履职情况、部门管理和综合评价

四个方面共计 351 项考核指标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考

评审核。

恰逢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公司工作会圆满闭幕，

2018年 3月 9日上午，公司党委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集中观看《厉害了，我的国》，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广大党员干

部的党性意识和爱国意识。公司在京领导班子成员、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及优秀外籍员工代表一起观看了影片。

2018 年 1月 18-19 日，电建海投公司参加第三届中

国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交流大会，公司管理创新成果《基

于全生命周期理念的海外投资项目设备物资采购管理体

系的创建与实施》获得“第三届中国设备管理创新成果

一等奖”，是中国电建集团成员企业 9项获奖项目中的

唯一一等奖。

2018年 4月 1-2日，公司总经理杜春国带队赴泰国

开展电力投资市场调研。杜春国一行拜会了EGAT副总裁

Thaworn Ngamganokwan先生，就双方进一步合作展开了亲

切会谈。考察期间，杜春国会见了泰国当地的合作伙伴，

对其给予的协助和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待电建海投泰国公

司成立后，双方能够在新能源市场投资中尽快实现突破。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法治与风险

内控工作会议，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

宣贯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精

神，认真学习领会了国资委关于“法治央企”建设的要

求和股份公司 2017 年法治与风险内控工作会议精神，

总结了公司法治和风控工作成效，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

谋划部署。

2018 年 3月，中电建海投公司南俄 5电力生产管理

系统自主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顺利寄达中国电建集团海

外投资有限公司信息中心。此认证是海投公司获得的首

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标志着海投公司的信息

化建设在规范化、标准化的道路上再上新台阶。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中国电建在老挝唯一获得全流

域整体规划和 BOT 投资开发的项目基地“中国电建南欧

江电力运维中心”开工仪式在老挝琅勃拉邦隆重举行。

老挝琅勃拉邦省能矿厅、环境厅、县政府等政府官员出

席了仪式，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领导、电力运维中

心各参建单位全体人员参加了开工仪式。

赵飞

于佳

杜菲 谭毅   张一凡

陈诚    田赋珺

夏飞   赵会成

时鹏程   李旌

孙继洋

资讯 NEWS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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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底完成满负荷测试。电站

两台机组全部实现商业运行后，年

均上网发电量约 90 亿千瓦时，能满

足当地 400 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投产仪

式上表示，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将为巴

人民提供充足低价的清洁能源，创造

大量就业岗位。巴方愿进一步同中方

加强务实合作，不断推进走廊建设，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看

来，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不仅由中方

专业团队与巴方合作承建，还有来

自卡塔尔的商业伙伴支持，体现了

走廊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特性。

能源领域是中巴经济走廊进展

最快、成效最显著的领域。目前已

竣工的项目能提供182万千瓦电力，

极大缓解了巴基斯坦电力供应不足

的局面，并对巴基斯坦调整电力能

源结构、降低发电成本等方面产生

深远影响。

2017 年 12 月 9 日，在旁遮普

省海威利一个燃气电站项目的奠基

仪式上，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夏巴兹

感谢中国政府帮助巴基斯坦克服电

力危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合作，

巴方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

永远铭记有关真挚承诺、友好情谊

的中国故事。”

                 （节选）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开园

仪式暨首届瓜达尔国际商品展销会日

前落下帷幕。这标志着瓜达尔港建设

进入新阶段，中巴经济走廊通往印度

洋的门户已经开启。

4年前的 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与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达成共

识，将瓜达尔港列为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的旗舰项目。4年来，在中巴经济

走廊框架下，在建或已建成的早期收

获项目达 20 个，涵盖能源、交通、

港口等领域，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

带一路”的示范性项目。根据 2017

年公布的《中巴经济走廊长期规划》，

2020年前中巴经济走廊将初步成形，

基本打破限制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

的瓶颈，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燃煤电站：

     满足 400 万户家庭用电

电力短缺一直是制约巴基斯坦

经济发展的难题，即便是首都伊斯

兰堡这样的大城市也常常拉闸限电。

能源领域因此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的重中之重。

 2017 年 11 月 29 日，由中国

电建和卡塔尔王室基金 AMC 公司共

同投资建设的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

台机组发电仪式隆重举行，该项目

进入实质性生产阶段。据中国电建

集团董事长晏志勇介绍，该项目自

开工以来，仅用 30 个月即实现了一

号机组投产发电，电站二号机组于

《人民日报》：
中巴经济走廊，连接中巴友谊的桥梁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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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开园仪式暨首

届瓜达尔国际商品展销会日前落下帷幕。这

标志着瓜达尔港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巴经济

走廊通往印度洋的门户已经开启。

4 年前的 2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巴

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达成共识，将瓜达尔港列

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旗舰项目。4 年来，

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在建或已建成的早

期收获项目达 20 个，涵盖能源、交通、港口等

领域，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的示范

性项目。根据 2017 年公布的《中巴经济走廊

长期规划》，2020 年前中巴经济走廊将初步

成形，基本打破限制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

的瓶颈，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燃煤电站：满足 400 万
户家庭用电

电力短缺一直是制约巴基斯坦经济发展

的难题，即便是首都伊斯兰堡这样的大城市

也常常拉闸限电。能源领域因此成为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的重中之重。

2017 年 11 月 29 日，由中国电建和卡塔

尔王室基金 AMC 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卡西

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组发电仪式隆重举行，

该项目进入实质性生产阶段。据中国电建集

团董事长晏志勇介绍，该项目自开工以来，仅

用 30 个月即实现了一号机组投产发电，电站

二号机组于今年 1 月底完成满负荷测试。电

站两台机组全部实现商业运行后，年均上网

发电量约 90 亿千瓦时，能满足当地 400 万户

家庭用电需求。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投产仪式上表

示，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将为巴人民提供充足

低价的清洁能源，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巴方

愿进一步同中方加强务实合作，不断推进走

廊建设，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看来，卡西

姆港燃煤电站不仅由中方专业团队与巴方合

作承建，还有来自卡塔尔的商业伙伴支持，体

现了走廊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特性。

能源领域是中巴经济走廊进展最快、成

效最显著的领域。目前已竣工的项目能提供

182 万千瓦电力，极大缓解了巴基斯坦电力

供应不足的局面，并对巴基斯坦调整电力能

源结构、降低发电成本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2017 年 12 月 9 日，在旁遮普省海威利一

个燃气电站项目的奠基仪式上，旁遮普省首

席部长夏巴兹感谢中国政府帮助巴基斯坦克

服电力危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合作，巴

方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有

关真挚承诺、友好情谊的中国故事。”

轨道交通：满足 25 万人
日常出行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巴基斯坦第二大

城市、旁遮普省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等

一批重点项目的上马，有力地促进了中巴经

济走廊的发展。

2017 年 5 月，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的轨

道交通橙线项目首辆列车下线，10 月运抵拉

合尔。10 月 8 日，旁遮普省公共交通公司举

行了盛大的接车仪式。据介绍，橙线项目投

入运营后预计能满足 25 万人的日常出行，将

极大缓解拉合尔的交通紧张状况。

“中国标准、技术和设备在建设中的应

用，将使巴基斯坦在相关领域实现跨越式发

展。”参与橙线项目建设的巴方工程师阿斯兰

对本报记者说。

橙线项目也创造了广泛的社会效益。有

4 家巴方公司参与项目土建工程施工，投入

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超过 5000 人，还有大量人

员参与驻地及工地的保洁、看守、安保等工

作；项目在当地租赁仓库和各种工程机械，采

购砂、石、水泥等原材料，为衣食住行等相关

行业带来大量商机。此外，橙线项目还产生

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巴各大城市纷纷模仿橙

线模式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中，喀喇

昆仑公路升级改造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活跃

着中国交建旗下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者的身影。他们将用 42 个月的时间，在

哈维连至塔科特间新建全长 120 公里、双向四

车道（部分两车道）的高速公路及二级公路。

喀喇昆仑公路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目前唯

一的陆路交通通道。项目二期在对原有公路

提升改造的基础上，将喀喇昆仑公路延伸至

巴腹地。同时，项目二期处于中巴经济走廊

陆路通道的核心路段，是巴基斯坦公路网南

北主要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巴基斯坦东部广袤的旁遮普平原，由

中国建筑负责实施的中巴经济走廊在建最大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

公路（苏库尔至木尔坦段）正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中。该项目是巴基斯坦首条拥有智能交通

系统的高速公路，将成为连接巴基斯坦南北

的经济大动脉和国防要道。

此外，中巴双方近期还就巴基斯坦一号

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及新建哈维连陆港项目签

署协议。一号铁路干线贯通巴南北，建成后

将有效提升巴南北交通运输能力，带动铁路

沿线经济发展。

瓜达尔港：商业环境初
步形成，当地民生显著改善

2013 年 ，中 国 海 外 港 口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下称“中国港控”）取得了瓜达尔港口及自由

区运营权。如今瓜达尔港焕然一新，港口各

项功能修复完毕，码头运行恢复正常，码头建

设二期工程正在加紧规划中。

瓜达尔港自由区起步区建设也稳步推进，

已有 20 多家中巴企业入园。瓜达尔港自由区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耀宗对本报记者说，投

资者的热情远超预期，所有地块全部出租并收

到开发保证金。入驻企业全部投产后，年产值

将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为这座人口不足 10 万

的渔业小城居民创造大量工作机会。

当地百姓已从港口建设中直接受益。中

国公司安装的日处理能力达 550 万加仑的海

水淡化设施，不仅能满足港口内生产和生活

的 需 要 ，每 月 还 能 向 附 近 居 民 提 供 免 费 淡

水。在支持当地教育发展上，中国港控更是

一年一个台阶：2013 年，为瓜达尔小学捐献 3
辆校车；2014 年设立中国港控奖学金，资助

当地学生来华学习、研修；2015 年，全力支持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瓜达尔建设中巴法曲

尔小学。中国港控还是首个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的专项公益基金“丝路博爱基金”的捐赠

企业之一，为中巴急救走廊建设提供用地支

持。2017 年 5 月，中巴急救走廊首个急救单

元——瓜达尔中巴博爱医疗急救中心在瓜达

尔顺利落成。目前，急救中心所需医疗设备

及急救车辆已运抵瓜达尔港，并完成设备安

装和调试。同时，中国红十字援外志愿医疗

队 12 名队员已入驻瓜达尔港，开展为期两年

的医疗服务。

2017 年 11 月，由新疆克拉玛依市政府援

建的中巴经济走廊首座多要素自动气象站在

瓜达尔建成并投入使用。气象站不仅将为瓜

达尔港区提供实时气象服务，还将为后期开

展海运、航空、环境等全方位气象服务奠定基

础。当月，瓜达尔港东湾快速路启动仪式顺

利举行。该项目将有助于便利港口货物运

输，增强港口同其他区域的联通，提高进出口

物流能力。

纳西姆·艾哈迈德是中国港控的一名普

通员工，他曾在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

港控的支持下，赴河南工业大学学习。“中国

建设者让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港区、自由区、学校和城区生机勃勃。我们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情谊。”

（本报伊斯兰堡 2月 3日电）

中巴经济走廊，连接中巴友谊的桥梁
本报驻巴基斯坦记者 徐 伟

若想在一个欧洲城市充分感受中

国春节的精彩和热闹，那么就请到伦

敦来。

随着中英之间人员往来、文化交

流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爱上

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展演活动日益丰

富，中文学校越开越多，记者不经意间

就能碰到一两位会说中文的英国朋

友。再过不到半个月，中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春节就要来临，两国文

化团体抓住这一机会，安排了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活动，意在以中国春节为

契机，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影

响力。

中国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因

与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生活在同一时

期，让不少英国人认识了这位中国的

“莎士比亚”，他们将汤显祖的《牡丹

亭》比作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将《南柯记》比作《仲夏夜之梦》。

1 月 25 日至 27 日，汤显祖的经典作品

“临川四梦”之《邯郸记》在伦敦哈克尼

帝国剧院上演。为了贴近英国观众的

审美习惯，《邯郸记》做了一些改编，例

如将现代话剧风格融入中国传统戏曲

形式，服装、道具和舞台设计进行了一

定的夸张处理，突出了中国文化元素

特色，并在舞台两边配上英文字幕，消

除语言障碍，让英国观众更好地欣赏

剧目。

在伦敦，参观各式博物馆可谓一

种精神享受。今年，大英博物馆、英国

国家美术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

物馆、皇家海事博物馆、伦敦博物馆和

大英图书馆这 6 所知名博物馆均筹备了与中国春节相关的庆

祝活动，如舞龙舞狮、茶道表演、书法课等，被称为“六馆庆新

春”。据悉，这 6 所博物馆都是自发筹备相关活动，可见，中国

新年已经成为英国文化机构重要的年度活动策划内容。

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的利物浦，也有一场“重头戏”即将

上演。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代

表了从中国古代战国到秦朝陶俑制作工艺的日臻成熟，也能

够一窥秦朝国力和丧葬文化。2 月 8 日起，利物浦世界博物馆

将与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合作举办“秦始皇与兵马俑”展。据

主办方介绍，将有包括大型兵马俑、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玉

器等 125 件（组）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展出。这是兵马俑第一

次在利物浦展出，也是第五次登陆英国。2007 年，兵马俑在

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时，曾吸引了 85 万观众前往参观。

此外，还有各种新春音乐会、电影节、中国文化进课堂等

活动，不一而足，共同构成了英国 2018 年“欢乐春节”系列活

动。无论是英国当地人还是在英的华侨华人，都表示非常期

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项晓炜表示：“总体

来看，2018 年英国‘欢乐春节’活动有几个特点：一是精益求

精，质量为先；二是立足重点城市，辐射周边地区；三是活动丰

富多彩，涵盖群体广泛；四是创新发展，深度融合。”他解释说，

一方面，英国文化底蕴深厚，为了与之相匹配，今年在英国登

场的春节文化活动都是名团名作，在主流剧院上演；另一方

面，今年的春节活动不仅在大城市的文化场所举办，还深入到

英格兰普雷斯顿、威尔士班戈等小型城市以及社区，做到“全

民共享”中国春节。

今年的“欢乐春节”活动多数都比较有深度，例如中国戏

剧、音乐会以及博物馆的书法课等。这反映出了英国当地人

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从一开始仅仅被中国文化的“外表”

所吸引，流连于热闹的舞龙舞狮、华丽的中国传统服饰和各种

“中国风”的装饰，到现在将春节作为一个深入学习中国文化

的窗口，去探究中国文化的“内在美”，这种转变令人欣喜。

（本报伦敦 2月 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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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大型能源项目——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历经 30 个月的艰苦建设，首台机组于去年 11 月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中巴经

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中的又一个重大能源项目进入实质性生产阶段。图为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全景。 丁怡婷 康从钦摄影报道

沈跃跃会见毛里求斯国民议会议长
新华社北京 2月 3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妇联主席沈跃跃 3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毛里求斯国

民议会议长哈努曼吉。

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土库曼斯坦
新华社阿什哈巴德 2月 2日电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中央

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率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土库曼斯

坦，分别会见土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及主要政党领导人，为

土各界人士举办十九大精神专场宣介会，着重解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重要主旨讲话精神。

土方祝贺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和

世界意义，希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推动土中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加文化联委会首次会议举行
本报渥太华 2月 2日电 （记者吴云）应加拿大方面邀请，

2 月 1 日至 2 日，中国文化部长雒树刚率代表团访问加拿大，

并出席在渥太华举办的中加文化联委会首次会议及中加文化

产业首次对话会。其间，中加签署了 6 项合作协议。

中 加 代 表 一 致 认 为 此 次 会 议 是 落 实 两 国 领 导 人 近 年

互访成果的重大举措，是新时期两国文化关系深化的重要

标志。

会议结束后，两国文化部共同发布了《中加文化联委会首

次会议纪要》。

中古签署 10 项出版合作协议
本报哈瓦那 2月 3日电 （记者郑海鸥）2 日，作为第二十

七届古巴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和

古巴出版机构签署了 10 项出版合作协议。

其中，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浙江

出版联合集团分别与古巴新千年出版社签署了关于《习近平

讲故事》西文版授权协议和《之江新语》西文版合作出版协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五洲传播出版社、中译出版社等也与古方签署了协议。

在中国农历新年来临之际，近百名中美中小学生在纽约欢聚一堂，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进行了交流。

图为 2 月 2 日，来自北京的小学生（左）正在教纽约梅德加·埃弗斯学院预备学校的学生中国书法。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

狗年，法国邮政总局 2 月 3 日在巴

黎发行中国狗年生肖纪念邮票。

图 为 一 名 女 士 展 示 狗 年 纪 念

邮票。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迎新年

发邮票

韩 启 德 访 问 印 度
新华社新德里 2 月 3 日电 应印度全印和平与团结组

织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

长韩启德率团于 1 月 31 日至 2 月 3 日访问印度，其间分别会

见了印人民院副议长塔姆比杜莱、西孟加拉邦议会议长班

纳吉，代表团还与印辨喜基金会、尼赫鲁大学等机构代表进

行了座谈。双方就中印关系、议会与民间交流等深入交换

意见。

2018 年 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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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
6 名“洋劳模”站上中国电建领奖台

的中国同事却早已习以为常。“中

国人的敬业精神让人感动，他们都

很优秀，有韧劲和奉献精神，确定

的目标想尽办法完成。”

本蓬·格萨达萨从中国同事身

上受到了启示，在负责移民搬迁的

过程中，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泥腿

子”、“铁嘴子”，不仅熟稔国家

有关政策，以及水电站建设对于国

家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还

学会掌握沟通技巧，想尽一切办法

为村民解决后顾之忧，最终让移民

搬迁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中国人工作态度和处事方法

很好。我一直在学习，加深对中国

公司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管理

方式以及中国人的思维理念的理解，

对我个人的成长和工作开展都带来

了很大的帮助，和中国同事在一起

工作有力量。”本蓬·格萨达萨说。

    “与电建结缘，

     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早在 2006 年，尼泊尔的希苏巴

在阿曼污水处理项目与中国水电结

缘。2013 年 7 月，希苏巴听说中国

电建要在他的家乡修建水电站，他

毅然辞去原来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

投身上马相迪水电站建设。

当我说这里的薪水只是他从前

的三分之一时，他微笑着说“有比

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家庭孩子，

比如建设自己的家乡。离开家乡 10

中 新 网 3 月 12 日 电 ( 王 庆

凯 )2008 年 5 月的一天，本蓬·格

萨达萨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

一个决定。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来到刚刚开工建设的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集团公司 ( 中国电建集团前

身 ) 南俄 5 水电站工作。

一晃十年过去，本蓬·格萨达

萨从未后悔过他当初的决定。从 46

岁到 56 岁，从南俄 5 水电站到南欧

江梯级水电站，从参与移民搬迁，

到负责电力营销，本蓬·格萨达萨

把人生最壮阔的岁月，献给了老挝

的水电事业，献给了扎根老挝水电

资源开发建设的中国企业。

日前，在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

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工作会议上，和

本蓬·格萨达萨一样优秀，5名来自

巴基斯坦、尼泊尔、柬埔寨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外籍员工，

首次站上了领奖台。

这些受到表彰的优秀外籍员工

均来自海外生产一线。他们中有确

保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的法扎勒·拉

希姆；有精通尼泊尔语、英语和汉

语的希苏巴；有留学于中国厦门大

学，礼貌而专业的高效客服，女硕

士蓝梅珍。

    “和中国同事在一起工作

     有力量”

南俄 5 水电站位于老挝北部山

区的深沟密林中，恶劣的自然环境，

复杂的地质条件，让本地人本蓬·格

萨达萨都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

“第一次进电建现场，我被车

颠簸得都吐出来了。”本蓬·格萨

达萨坐在中国电建会议室里向中新

网记者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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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印尼代表处秘书，能说一

口流利的汉语。蓝梅珍中学毕业后

考入印尼建国大学中文系，正式开

始学习中文。

明古鲁 2 台 10 万千瓦燃煤电站

项目作为中国电建在印尼市场化竞

争条件下获得的第一个火电投资项

目。中国电建海投公司印尼代表处

就负责该公司在印尼区域的业务拓

展与执行，以及明古鲁项目的投资

建设管理。

作为秘书，蓝梅珍除了负责代

表处日常的文件翻译、制作，还要

保证公司注册证等各项证明和许可

材料到期后及时延期。用她的话说，

“工作压力不大但是很繁杂”。

蓝梅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较

高水平的中文能力，印尼员工在工

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向领导反映，

都会找蓝梅珍做翻译。“代表处的

领导和中方员工都很友善，我在这

里工作很愉快，我愿意成为中国和

印尼沟通交流的桥梁。”

贴心服务，面面俱到，细致入微。“公

司对我们如同家人般温暖！” 法扎

勒 •拉希姆笑着对记者说。

其实，这种温暖从法扎勒 • 拉

希姆 2015 年到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工

作就能深切的感受到。在项目营地，

公司为巴籍员工单独安排了宿舍，

配备了空调、电视机、洗衣机、电

冰箱和热水器等生活家电用品，并

在现场增设祈祷休息室。每到开斋

节、古尔邦节等传统节日，公司还

会特意安排巴籍员工休假，照常支

付工资，并发放过节费用。

但法扎勒 • 拉希姆告诉记者，

相对于生活上的关心，公司为其提

供的发展机遇和平台，直接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和付出，法扎勒 • 拉希姆先后 3 次

被公司加薪，成为了当地的“金领”，

并被评为“海投之星”。在卡西姆，

不仅仅有法扎勒 • 拉希姆，还有 洋

厨子卡拉布、老司机侯赛因、学霸

穆巴沙，很多人都在这里实现着华

丽转身，成就了励志人生。

作为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中

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能源项目，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在项目施工高峰，

在项目工作的巴籍员工达3000多名，

这直接让 3000 多个巴基斯坦家庭过

上了稳定的生活。同时，项目还间

接带动材料供应、设备运输、法律

咨询、财务审计等服务人员上万名，

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

发展。随着两台机组的陆续投产发

《中国电力报》：
来到了中国，回到了“家”

李胜会  耿兴强  刘向晨

电，中国电建又从巴基斯坦应聘的

16000 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出了 100

人派往中国同类型发电厂学习深造

半年，学成回国后直接进入电厂工

作，成为巴基斯坦国内发电机组运

行的“火种”。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介

绍说，电建海投公司在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过程中，始终坚持和推

行“本土化战略”和“差异化管理”，

越来越多的外籍员工加入进来，和

我们中国员工一起成长，在海外项

目的管理、服务和基层岗位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化

人才，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中国电建对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今年刚满 30 岁

的艾力克最有发言权。他曾是老挝

琅勃拉邦省一家酒店的服务员，收

入微薄，家庭贫困，但凭借着精通老、

中、英三国语言的优势，来到南欧

江二级电站工作，自己和家庭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换了房，买

了车，还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艾力

克的家就在二级电站附近的哈克村，

三年前他和库区的村民们，从村里

原来低矮简陋的棚房，一起搬进了

宽敞明亮的移民新村。

不光移得出，还得稳得住，更

要能致富。艾力克告诉记者，公司

为移民新村修建了学校、医务室、

村公所、市场，为满足移民的宗教

活动，还专门修建了寺庙和焚化台。

为让移民致富，启动了“生计恢复”

多年，感觉自己对家人对孩子亏欠

太多，这里的收入在当地还是比较

高的，更重要的是有时间照顾家庭”。

“中老两国山水相连，老挝水

电资源丰富，希望能把老挝建成东

南亚蓄电池，这与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这对于

曾长期在老挝国家电力公司工作，

参与过多个水电站项目的协调工作

的本蓬·格萨达萨来说，南欧江梯

级电站始终处在他心目中的第一位。

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南欧江梯

级电站一期二、五、六级水电站便

已投产发电，二期的一、三、四、

七级水电站也在去年完成了大江截

流，这便是中国电建人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结出的硕果。

   “为中国和印尼架一座

     沟通的桥”

另一位受表彰者，今年 25 岁的

蓝梅珍，是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

三月的北京，玉兰初绽，春意

渐浓。在开阔的天安门广场、雄伟

的居庸关长城、喧嚣的王府井大街，

巴基斯坦青年法扎勒 • 拉希姆和来

自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尼泊尔、

老挝的5名“小伙伴”, 一步一停，

目不暇接，感受着中国首都北京的

历史沉淀和现代气息。

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像这样的

外国友人旅游团队并不罕见，但他

们又有些与众不同。这是一群有着

浓厚中国情结的外国人，他们都为

中国电建集团旗下的电建海投公司

工作。在中国电建积极践行 “走出

去”，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倡议

过程中，他们加入到电建海投公司，

从事着项目运营管理、安全保卫、

移民安置、商务谈判、对外联络等

工作，做出了出色的业绩和突出的

贡献。

3 月 6 日至 9 日，这群“洋劳

模”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回到“家

里”，接受最隆重的礼遇和表彰。

在此期间他们和记者一起，讲述他

们的奋斗故事，畅谈他们眼里的“一

带一路”，聊起他们对这个“大家庭”

的感受。

   “家的温暖，迎面而来。”

从穿着 T 恤的巴基斯坦卡拉奇

来到春寒料峭的中国北京，法扎勒 •

拉希姆却一点都没感觉到寒冷。从

机场到宾馆再到会场，中国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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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平原本比蓝梅珍差了许多，毕业

于柬埔寨皇家大学的她，有着出色的

英文和柬文听说读写能力，利用其熟

知柬埔寨政策、信息等优势，为维护

甘再项目公司与 EDC（柬埔寨国家电

力公司）的关系和电力营销、电力调

度、防洪度汛等做出积极贡献。

“我刚进入甘再水电站工作的

时候，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我太

爱个集体和大家庭了，所以，我必

须要学好中文。”上班跟中国同事

学，业余时间参加中文培训班，三

年的时间，NUON SOVATEY 的中文水

平突飞猛进，现在她已成为项目公

司每月一期“中文沙龙”的版主，

也给自己起了超文雅的中国名字“舒

婉婷”。

对于许多外籍员工来说，语言

是交流同的桥梁，学习掌握中文就

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

国电建的认同，从中国迷成为了中

国通。

就在前不久的卡西姆港燃煤电

站的投产仪式以上，法扎勒 • 拉希

姆不仅出色完成了安全保障工作，

还可以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从容面对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驻巴基斯

坦记者的长枪短炮侃侃而谈，并成

功出演了《燃情卡西姆》专题片的

“男一号”；在媒体记者见面会上，

蓝梅珍甚至可以给她的外籍同事做

起了中文翻译，畅谈随着电厂的建

设投产发电，自己的家乡勿里洞缺

电状况得以逐步缓解，并期待着由

中国电建参于建设的印尼首条高

铁——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

早日建成，作为中国电建的一员，

将会感到特别的自豪骄傲。

而对于舒婉婷来说，来北京，

不光为受表彰，开眼界，还要涨知

识。她不仅和其他 5 个外籍同事成

工程，修建了 12 公里的机耕路，并

与昌胜达咖啡公司合作，教导村民

科学种植咖啡，还给予移民口粮补

助，帮助移民顺利度过过渡期。

更让艾力克感动的是，去年公

司又从水电站所在的多个移民村，

选出了首批 6 名老挝学生，资助他

们前往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深造。

“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回国，为中老

友谊再添新彩。” 艾力克说。

     “对家里的事，要做到门清儿。”

来自印尼的 Tiara Marliani，

今年只有 25 岁，作为此次受到表彰

的年龄最小的外籍员工，她还有一

个特别好听的中国名字：蓝梅珍。

在去年公司团委举办的“海声飞扬”

外语歌曲大赛中，蓝梅珍自编自弹

自唱的电建海投版《咖喱咖喱》，

以完美贴切的填词和轻松跳跃的嗓

音，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勇

夺第二名。

填词造句对于蓝梅珍来说是小

儿科，作为印尼代表处的秘书，蓝

梅珍说起中国电建如数家珍。“作

为世界电力建设（规划、设计、施

工等）能力和业绩位居全球行业第

一的中国电建，目前在全球 120 个

国家执行 2586 个项目合同、在‘一

带一路’沿线 42 个国家执行 1499

个项目合同，成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主力军。就在前几天，我们家

乡的苏门答腊岛明古鲁省，投资建

设的 2×100MW 燃煤电站项目正式开

始锅炉第一根钢结构的吊装工作。”

这次北京之行，蓝梅珍又学会

了一句北京话叫“门清儿”。“作

为中国电建的一份子，对家里的事

就要做到‘门清儿’。” 蓝梅珍说。

柬埔寨女孩 NUON SOVATEY 的中

了好朋友，更认识了许多中国同事。

一路走来，参加公司年会、座谈会、

媒体记者见面会，观看《厉害了，

我的国》，游览北京名胜古迹，让

她度过了丰富多彩、而又终身难忘

的四天时光。

站在电建海投公司的荣誉室，

舒婉婷说：“现在，我对公司的‘海

纳百川，投创未来’的企业理念，

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和中国同事一起奋斗，

     是件幸福的事。”

53 岁的希苏巴跟记者打趣道：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已过了知天

命的年纪，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

在中国电建工作到退休。此次北京

之行，让我更坚定了这个想法。”

希苏巴讲起给他印象最深的一

件事情：2015 年月 4 月，尼泊尔发

生 8.1 级大地震，致使口岸关闭、

道路损毁、大部分供应商停止了经

营。但由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马相

迪 A 水电站不仅快速恢复生产，还

积极为尼泊尔捐款救灾，别的国家

要 7-8 年才能完成的水电站开发建

设，在上马相迪只用3年多就完成了，

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速度”。

20 多年前，希苏巴曾在中国留

过学。20 多年后，再次来到中国，

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希苏巴深受

震撼和感动。“在尼泊尔，很多人

看到中国电建人不舍昼夜地勤奋工

作，都不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

么努力？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其实，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品质。

在海外投资建设过程中，他们肩负

这把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资

金和中国设备带给了我们的重任。”

希苏巴感慨地说。

志同者 , 不以山海为远。南欧

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蓬 •

格萨达萨曾长期在老挝国家电力公

司工作，参与过多个水电站项目的

协调工作。他告诉记者，中老两国

山水相连，毗邻而居，把老挝建成

东南亚蓄电池，是老挝的国家战略，

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不谋而合。

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建投资开

发的南欧江梯级水电站，成为中资

企业首个海外全流域整体投资开发

的BOT 项目。电建海投公司为其“量

身定做”了“一库七站”的设计方案，

可减少将近一半的淹没区域，以最

少的移民搬迁、最少的耕地和林地

淹没损失，统一调配七级水能资源

进行发电，南欧江的发电能力也将

不受水电丰枯季节的影响，处处闪

烁着中国电建人特有的睿智和担当。

在本蓬 • 格萨达萨眼里，南欧

江梯级电站一期二、五、六级水电

站已投产发电，二期的一、三、四、

七级水电站也在去年完成了大江截

流， 这便是中国电建人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结出的硕果。“‘一带一路’

建设是伟大的事业，正需要这样伟

大的实践。而我作为见证者和参与

者，想和中国同事一起奋斗下去！”

“一带一路”倡议明确将能源

合作列为重要内容，在东南亚、南

亚和非洲等地区，还有近 12 亿无电

人口，这为中国电建提供了挑战与

机遇，也为外籍员工提供更为广阔

的舞台。

当结束长城参观，蓝梅珍感叹：

“中国人的长城就是坚持不懈由一

砖一瓦垒砌而成，只要我们紧密配

合、结伴而行，就一定能屹立不倒，

行稳致远。”当观看了电影《厉害

了，我的国》，艾力克激动地说：“中

国人真厉害，中国企业真厉害，他

们建设了那么多伟大工程、精品工

程，希望在后的日子里，我能够和

优秀的他们携手同行，为我的祖国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每天都

坚持在网上阅读中国报纸的法扎勒 •

拉希姆则对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春

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印象深刻：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

身就是一种幸福，和一帮志同道合

的中国同事一起奋斗，则更是一种

幸福！”

在外籍员工来华期间，恰逢中

国一年一度的“两会”。新时代、“一

带一路”、中国梦，这些中国人、

中国同事口中热议的词汇，让他们

倍感亲切，催人奋进。

“回到工作岗位，我们会继续

撸起袖子加油干，干出成绩和业绩，

争取再‘回家’看看！”

中国倡议，惠及世界；中国机遇，

全球共享。今天，以北京为新起点，

中国梦再一次与世界梦交融激荡，

汇聚起合作共赢的澎湃动力，擘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

未来，充满期待，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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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一带一路”促进亚洲持续发展

B&R driv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Under the China-proposed Belt and 
Road (B&R) initiativ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firms are launch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The Global Times 
recently spoke with several foreign 
employees who work for those China-
funded projects to learn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how B&R has brought 
tangible benefits to them as well as 
their home countries. 

For 34-year-old Pakistani  Fazal 
Raheem, joining a coal-fired power 
plant project in 2015 at Port Qasim 
in the city of Karachi was a "life-
changing thing" for him as well as his 
family.

018 年 3 月 13 日，《环球
时报》（英文版）对公司 6
名优秀外籍员工的故事进行
了整版英文报道。

T h e  1 , 3 2 0 - m e g a w a t t  p r o j e c t , 
comprised of two 660-megawatt coal 
power plants, was developed by State-
owned PowerChina Resource as one of 
the earliest energy programs under the 
$46 billion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Unveiled in November 2017, it is also 
one of the flagship projects under the 
China-proposed Belt and Road (B&R) 
initiative, marking PowerChina's 
largest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 so 
far. 

Raheem, who had always aspired 
to work for a Chinese firm, was 
born in the Gilgit-Baltistan region 
in north Pakistan, which borders 
Northwest China and is home to the 
world's highest mountain region, the 
Himalayas. 

"Back to 1,000 years ago, China's 
old Silk Road passed through my 
hometown. Personally, I have felt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since I was very young. 
Currently,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locals in Gilgit-Baltistan can speak 
some Chinese," he told the Global 
Times over the weekend, also speaking 
in fluent Chinese. 

And because of that fascination, 
Raheem immediately applied for 
an administrative staff position at 
PowerChina's subsidiary in Pakistan as 
soon as he heard about the recruitment. 

Since joining PowerChina in 2015, 

Raheem said he and his family of three 
brothers and four sisters have "taken 
pride in and benefited a lot" from his 
job. 

"The job totally changed my life path. 
It provided me with a chance to work 
in an international team, and also 
allows my big family to enjoy a decent 
life," Raheem said. 

Also, his salary, which has been raised 
three times so far, enabled him to 
afford his younger brothers' university 
tuition fees as well as send some 
earnings back to his parents. 

"My family has now purchased more 
land and orchards,  becoming an 
affluent household in my hometown," 
Raheem said. 

But he stressed that what makes 
him most inspired is the feeling of 
working "hand-in-hand"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and contributing to joint 
efforts for the sake of his home 
country. 

"Pakistan's economy was posting 
lackluster growth before [CPEC], but 
then projects under CPEC, like the 
coal-fired power plant, brought a bunch 
of opportunities to help raise locals' 
living standards like me and also 
address the country's chronic electricity 
shortage problem," he noted.

In Pakistan, the Port Qasim project 
alone has created more than 3,000 
jobs for locals like Raheem, Sheng 

Yuming, chairman of PowerChina 
Resource, told the Global Times over 
the weekend.

Meanwhile, it has also generated 
a  "spi l lover  effect"  and created 
thousands of indirect positions, for 
example, in the material supply, 
equipment transportation, consulting 
and accounting sectors, Sheng said. 

          Boosting the local economy

Raheem is certainly not alone in 
reaping tangible benefits from the 
B&R initiative. 

Shisupal Chhetree, 53, is now a senior 
executive at PowerChina's subsidiary 
in Nepal. He has been working for 
the firm's Marsyandi-A-hydro-electric 
station project since 2013, like many 
of his peers. The $165.9 million 
project with an installed capacity 
of 50 megawatts started generating 
electricity on September 27, 2016.

"In Nepal, job positions were quite 
limited [before], and many of the locals 
used to fly to the Middle East in search 
of employment and to make a living," 
Chhetree told the Global Times. 

But  tha t  o rdea l  ended  when  an 
i n c r e a s i n g  n u m b e r  o f  C h i n e s e 
firms, including PowerChina, made 
inroads into Nepal under the B&R 
initiative, boosting locals' incomes 
and revitalizing the business industry 
chain, according to Chhetree.

"Those Chinese firms also helped 
us to build bridges, highways and 
hydropower stations, which improved 
the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network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Nepal's 

economic takeoff," Chhetree said, 
citing the example of the country's 
ameliorated electricity supply.

In the past, Nepal suffered electricity 
shortages of up to 15 hours a day 
during dry season, but the power cut 
period has been largely shortened now, 
Chhetree said.

L a o t i a n  c i t i z e n  B o u n p e p ,  a 
local  communications officer  at 
PowerChina's Nam Ou River Basin 
Cascade Hydropower Project in Laos, 
also shared his positive experience of 
working for a B&R-related project. 

Three years ago, Bounpep was living 
in a 1.5-meter-high hut built along the 
354-kilometer-long Nam Ou River, one 
of the major tributaries of the Mekong 
River. 

But now, he, as well as 240 other 
nearby  v i l lage  households ,  has 
relocated to a new immigration village 
built by PowerChina,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larger and brighter houses, 
but also crucial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schools, markets and clinics.

Bounpep stressed that under the B&R 
initiative, hydropower projects in 
Laos, including the Nam Ou dam, are 
in line with the Laotian government's 
strategy to transform the country's rich 
hydroelectric resources into a "storage 
battery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Last year, PowerChina's subsidiary in 
Laos signed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agreement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such as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electricity lines is 
underway, Bounpep noted.

          Further benefits

During the interview, those foreign 
workers also praised the benefits that 
the B&R initiative has brought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Previously in Pakistan, economic 
growth was centered on big cities, but 
the B&R initiative is spreading the 
seeds of growth to [other] cities along 
the routes. For example, the Gwadar 
port, constructed in a quick manner, 
has now spurred the development of 
four neighboring Pakistani cities," 
Raheem said.

The other foreign workers also took 
note of Chinese speed and standards. 
"After the 8.1-magnitude earthquake in 
Nepal in April 2015, the hydropower 
stations were one of the few projects 
to quickly resum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s only took 
about three years, compared with 
seven to eight years proposed by firm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speed is 
amazing," Shisupal said, noting that 
the locals are also speaking highly of 
those projects. 

"[Those projects] provided a chance 
for us to learn Chinese standards and 
new tech know-hows as well as breed 
our own talents," Raheem said.

Sheng noted that unlike the models 
adopted by Western companies , 
Chinese firms usually adopt the 
strategy of "hiring locally" to carry 
out B&R-related projects. "We know 
that showing a local how to fish does 
more than catching and giving fish to 
them. That is a more sustainable way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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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决策
——电建海投公司 2018 年电力生产经营工作会纪实 

韩国芬

“电力生产、电力营销是关系

海投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此次会议

的目的是贯彻落实股份公司关于电力

生产经营的要求，针对电力营销面

临的问题，汇众智、聚众力，查找存

在的问题，共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

施。”2018年3月29-31日在老挝琅勃

拉邦召开的电建海投公司2018年电力

生产经营工作会上，公司总经理杜春

国明确提出了上述要求。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危机意识，让“听得见炮声

的人”决策，是这次电力生产经营会

的突出特点。

在占芭花盛开的季节，来自尼

泊尔、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

亚等电力运营项目及运维单位负责

人、公司总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共50余

人汇聚到湄公河畔，共商海外投资电

力生产和电力营销大计，集生产一线

的智慧和力量，群策群力、纳言献

策，有新理念和新观点的交锋，有新

思路和新措施的融合，会场气氛异常

热烈。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

国，副总经理俞祥荣，总工程师张国

来，副总经理张奋来，公司高级顾问

付元初参加了会议。

     居安思危，

     超前谋划电力营销工作

未雨绸缪才能把握主动，防患

未然才能化险为夷。核心管理团队要

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并化意识为行

动，对公司重大的风险隐患，及时进

行跟踪监控，实行分层管控、分层上

报、联动解决。

电力消纳是摆在公司面前的大

问题，为此公司专门成立电力营销委

员会，并派出商务和技术工作组，围

绕着能发电、能上网、能回收的目

标，重点对老挝电力市场及南欧江电

力销纳开展深度调研。

“今天看起来是风险，但只要

推动向好的方向转变，明天就可能是

发展的机遇，要在风险中寻找机遇、

开辟发展空间。”公司紧跟“一带一

路”建设，全力做好电力生产经营，

优化老挝电力送出方案，综合考虑负

荷和电力消纳，多点落地、多通道送

出；主动对接老挝北部六省，了解当

地的经济规划，将当地政府的需求和

可开发资源与“一带一路”相结合，

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市场、创造需

求，把市场开拓的思路用于电力营销

之中，建立跨界思维，立体化推进，

实现远可送、近可用。

各工作组对老挝电力消纳现

状、南欧江一期涉网运行、主要输电

通道送电能力、中北部输电线路规

划、经济规划及负荷预测等方面展开

实地调研，编写电力消纳方案，制定

电力营销对策，坚持“一站一策”，

精心研究老越、老缅、中老线路的可

行性方案。运营管理部与前方无缝对

接，实行电力消纳月报制度，全面掌

握、整体梳理，有的放矢开展工作，

实现前方与后方信息同步，工作同

频，共同参与，协同推进。南欧江一

期项目专门成立电力营销部，在南欧

江流域公司电力营销领导小组的领导

下，制定全年营销计划，分解任务，

由专人负责电力营销，环环紧盯、步

步为营，整合各方资源，采取综合措

施，分层级开展电力营销，取得了明

显成果，今年一季度已回收电费1950

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2.25%。

     谋篇布局

     电力运营生产和电力营销并重

电建集团明确了建设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质量效益型世界一流综合性

建设投资集团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国

际业务“三步走”即“集团化、属地

化、全球化”的战略路径，海外投资

业务在集团转型升级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在广泛调研中加深认识，在冷静

观察中科学研判，在深入思考中谋篇

布局。电建海投公司深化建营结合转

型升级，研究建立海外投资项目专业

化运营机制，确保投资项目的精益运

营和投资收益，努力打造海外投资专

业运营平台。几年来，电建海投公司

已从重视投资市场开发、项目建设，

转为以电力运营生产和电力营销并重

的全方位投资公司，将电力生产经营

上升到战略高度。确立了“安全、稳

定、长期、连续”的运营指导方针，

确立了“电能可发出、电量可送出、

电费应回收”的运营管理三要素。

     持续优化完善

   “两位一体”运营组织管控模式

与会人员对“两位一体”运营

组织管控模式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优

化方案进行了深入研讨。业主和运维

双方如何在业务单元中体现“两位一

体”？如何缩短管理链条？各运营项

目结合实际进行优化和思考。

树立“小业主、大服务”的理

念，充分发挥“两位一体”电力生产

组织管控模式优势，实施专业化标准

化生产、精细化管理、动态化管控。

打通发电公司和运维分包商的管理流

程，缩短管理链条，以合同关系为基

础，优化双方资源配置，构建高效一

体化的管控机制，结合实际量身定做

本单位的管控体系，提高工作效率，

形成发展合力，不断提高整体运营管

理水平。

统筹考虑业主和运维双方的资

源，实现优势互补，贯通整个管理流

程，统筹考虑双方的定位，通过标准

化体系建设融为一体，充分调动运维

方的积极性，发挥党工团、企业文化

的软实力作用，从管理流程、感情融

合上形成“两位一体”。

“电建海投擅长商务把钱要

回来，我们擅长技术生产把电发出

去。” “以业主为主导，把相应的

组织机构融入项目公司的责任体系

中，主动转变观念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运维单位的负责人纷纷谈出自

己对“两位一体”的认识和体会。

理清双方工作内容、理顺业务

流程，在人员配置、管控模式方面进

行优化；要求职能部门把“两位一

体”和属地化进行中长期规划。会

上，大家结合项目运营实际，对“两

位一体”组织管控模式进行深入探

讨，提出了优化方案和落地措施。

     狠抓落实推动

      电力生产经营工作再上新台阶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正

视问题、分析问题，目的是解决问

题，要有解决问题的责任和担当，抓

住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排出时间

表，列出任务书，着力推动解决。

杜春国对电力生产经营提出明

确要求，一要以精益化管理为抓手，

提升电力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二要理

顺公司运营管理体系，理清管理界

面，合理授权，规范管理、提升运营

管理水平；三要整合内外部资源，全

力抓好电力营销工作，形成立体化的

推进体系；四要以标准化、信息化为

抓手，进一步提升电力生产运维水

平；五要细化举措，进一步优化“两

位一体”运营组织管控模式；六要以

理性推进属地化为抓手，全力推动海

外发电公司的长期科学发展；七要以

工作复盘、对标学习为抓手，优化完

善电力生产工作模式。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电力生产经营

的行动方向和目标，为公司今后电力生

产经营工作指明了方向，并要求各项

目、各部门切实抓好会议贯彻落实。

“大家以认真严谨务实的态度

对待电力生产和电力营销问题，深入

探讨和完善‘两位一体’的运行模

式、电力生产标准化和信息化工作，

取得了实效；特别是老挝送电线路的

讨论方面，大家是‘度电必争’，很

高兴看到电建海投在海外投资项目上

取得的可喜成绩。”公司高级顾问付

元初谈了此次会议的感受。

“参加电力生产经营工作会，

让我眼界大开、思路大开、脑洞大

开，受益匪浅，收获良多，回去后一

定把会议精神、各项措施落实到工作

中。”明古鲁项目副总经理刘清瑞此

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坚持问题导向，以全球化视

野、国际化思维审视问题、谋划工

作、制定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向前

走，一年接着一年加油干，汇众智、

聚众力，推动公司电力生产经营工作

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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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挥“四位一体”优势，先后完成

了进场道路保通、挖填平衡拓展施工

场地、科学决策应对雨季施工、协调

设计单位优化设计方案、枯期超标洪

水过后及时恢复施工等工作，将施工

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逐一化解。

从两大系统投产到防洪度汛目

标实现再到大江截流完成，三级电站

已完成的各节点目标一个比一个工期

紧，一个比一个任务艰。为确保各节

点目标顺利实现，三级电站参建各方

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每个节点目标

开工前都组织召开动员会，抓难点、

研对策、未雨绸缪。在施工计划制定

上结合工程实际进展倒排工期，并采

取“月计划、周控制、日落实”的进

度管控模式，发现进度偏差，及时采

取有针对性的纠偏措施。

老挝的雨季时间长且降雨频

繁，对工程进度影响较大。主体工程

承包商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雨季施工措

施，并在施工过程中认真落实，将降

雨对工程进度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施工资源投入上，主体工程

承包人能够根据工程需要及时投入施

工机械设备及施工人员，并加强现场

各作业面的组织协调，充分实现资源

共享。当水泥等施工原材料供应紧张

时，及时启用备用生产商供货，避免

施工过程中的“无米下锅”。

     安全质量，文明施工

即使工期再紧，困难再多，安

全和质量的红线也绝不能逾越，这一

劈山截水缚苍龙    勠力同心筑精品

李海         孙桂

南欧江梯级水电站项目是全流域

规划和开发的项目，项目按“一库七

级”分两期开发，总装机容量127.2

万千瓦，其中南欧江二期（一、三、

四、七级）电站总装机73.2万千瓦，

2016年4月主体工程开工,2017年底,一

个月内完成四个梯级电站截流,计划

2020年工程建成完工。

老挝南欧江三级水电站位于老

挝琅勃拉邦境内，坝址上游与南欧江

一期已建成的五级水电站和同期开工

建设的四级水电站首尾衔接。工程等

别为Ⅱ等大（2）型工程，混凝土大

坝高59.5米，布置3台70兆瓦轴流转

桨式机组。在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一体

化的实践背景下，电站由电建海投、

电建昆明院、电建贵阳院、水电十局

四家单位强强联手，充分发挥“四位

一体”优势，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攻坚

克难、砥砺奋进，用意志和汗水谱写

了一曲水电工程建设壮歌。

    多措并举，攻坚克难

开工以来，困难接踵而至。53

公里进场道路狭窄、盘山路坡陡弯

急，电站地处深山峡谷、两岸地势陡

峭、施工场地狭窄、临建设施布置困

难、施工前期无石料、地质条件复杂

多变、边坡开挖支护难度大、发生

“11.10”枯期超标洪水、混凝土施

工高峰期水泥及骨料供应紧张、高空

及垂直交叉作业多等诸多困难考验着

参建各方的建设者们。三级电站项目

部统筹协调各参建单位迎难而上，积

发源于中国云南江城县与老

挝丰沙里省接壤边境山脉一带的

南欧江，宛如一条绵长的苍龙自

北向南蜿蜒于老挝秀美的山川之

间，在琅勃拉邦市附近汇入湄公

河。作为湄公河左岸老挝境内最

大的一条支流，南欧江全长 475

千米，天然落差约 430 米，水能

指标优良。

管理理念已在三级电站参建各方中达

成共识。

三级电站主体工程所在地地势

陡峭险峻，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大，施

工场地狭窄，左右岸边坡开挖高度

大，混凝土施工高空及垂直交叉作业

多，安全生产形势比较严峻。三级电

站参建各方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建章立

制、反三违、除隐患”为主线，紧紧

围绕施工生产任务，立足现场，突出

重点。过程中对塔机、门机等起重设

备的安装、验收进行严格把控，防微

杜渐。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要求所编制的专项方案严格履行

专家论证程序，未按规定程序论证认

可，决不允许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切实做到了有的放矢，掷地有声。

开工之初，三级电站及时成立

质量管理委员会。各参建单位均建立

健全了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在过

程中确保体系运行的正常有效。在工

程质量控制上，坚持源头把控，严把

进场材料检验关，杜绝使用不合格材

料。对坝基爆破开挖、混凝土浇筑、

灌浆、锚索施工等关键作业项目，制

定有针对性的质量保证措施，并严格

施工过程管控。为提高混凝土工程的

外观质量，在施工时坚持做到把控细

节、内外兼修，对人、机、料、法、

环各施工要素进行细致分析，并“对

症下药”，使浇筑出来的混凝土既有

内在，又有颜值，多次受到上级领导

及公司咨询专家的好评。

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曾

是三级电站的工作短板，开工之初一

段时间里暴露的问题较多。为扭转这

一被动局面，三级电站参建各方变压

力为动力，积极为搞好文明施工、提

升工地形象献计献策，并组织管理人

员到其它梯级电站学习取经，寻找差

距、取长补短。参建各方的管理人员

更是不厌其烦，对现场的标识标牌布

置、防护用品安设、材料物品摆放、

垃圾处理、供水供电线路布置、道路

洒水降尘等进行逐一督促或纠正，三

级电站的文明施工及安全生产标准化

工作得到了持续提升。

     践行公益，央企担当

三级电站参建各方均为电建集

团下属子公司，也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积极践行者。开工以来，参建

各方积极组织筹划，集中展现中国电

建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积极履行央

企社会责任。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参建方

注重处理与当地政府及民众的关系，

尊重当地民风习俗，修路架桥、开通

通讯网路，积极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并通过捐资助学、爱心支教等活动积

极融入当地百姓生活。在大江截流前

考虑到河道临时断航给沿江村民带来

的不变，各有关参建方走访三级电站

上下游各村逐村告知，取得村民的理

解和支持，并及时完善临时码头、休

息室、公厕等配套设施，将截流期间

对村民通行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

电站建设过程中积极落实属地化管

理，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及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给项目所

在地的社会经济带来显著变化，得到

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认可，为三级电

站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级电站始终注重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通过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有

效促进各项工作开展。在南欧江项目

联合党工委的领导下，三级电站成立

了联合党支部，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充分结合当地及项目特点，积极探索

海外基层党建新思路，使基层党组织

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发挥。在抗击

2016年“11.10”洪水和实现“两大

系统投产”,2017年“5.31”及“大

江截流”节点目标过程中，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模范引领作用处处体现，

为推动工作开展和工程节点目标实现

提供了有力保障。

北宋王安石的诗中写道:“飞来

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

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经

过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三级电站的

整体面貌和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捷报

频传。2017年11月22日-23日，海投

公司截流验收委员会及工作组专家、

领导莅临三级水电站开展截流阶段验

收工作，对三级电站开工以来各项工

作的快速提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

表示，工地总体形象面貌变化让人眼

前一亮。11月28日，三级水电站邻近

4县的县政府领导来三级电站观摩，

对三级电站的形象面貌纷纷竖起大

拇指称赞“利来来”（老挝语非常好

的意思）。12月5日，三级电站顺利

完成大江截流，标志着工程建设完成

里程碑式重大节点，项目将进入更全

面、高速的建设时期。

——南欧江三级电站大江截流工程建设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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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每次出差，单就与项目班子等

骨干人员谈话这项，都是加班加

点，尽可能谈更多的人。

“说实话，由于以前我对效能

监察认识不清，理解不够，对效能

监察工作多少有点抵触。但是，经

过潘韵萍主任的耐心讲解、交流和

互动，我们尝试着做了这次效能监

察，消除了一处重大安全隐患，尝

到了甜头，很受益。”南欧江流域

公司负责人在2016年2月24日召开的

交流会上发言道。

没有交流就没有碰撞，没有效

果就不会赢得认可。经过五年多的

努力，她带领纪检监察部门积极实

践，逐步探索形成了公司总部加海

外子公司的“两级效能监察”，工

作价值逐步显现。2013年至2017年

共完成75项，其中公司总部13项，

效能监察建议308条，完善制度116

个；子公司62项，提出建议502条，

建章立制274个，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如果说“两级效能监察”是一

种监督联动，那审计工作便是一种

服务保障。在年度审计专业会上，

公司领导给审计工作提出新的具体

要求：“……充分发挥监督保障职

能，不断强化迎审工作规范化、责

任清晰化，细化任务、固化流程。

始终关注子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积极促进被审计单位加强内控体系

建设，着力从源头上解决项目建设

运营过程中流程的合规性、内控的

健全性和风险的可控性……”

那次会上，潘韵萍听在耳里，

记在心上，并带领部门同事扎实有

效开展公司内部审计工作。2013年

至2017年，团队完成离任审计、内

控审计、过程跟踪审计、财务收支

审计等不同类型审计项目18项，在

内控、财务、造价、合同等方面发

现了324个审计问题、提出建议235

条。潘韵萍针对提出的这些审计建

议，安排专人跟踪整改进度，遇到

困难帮助协调，得到了被审计单位

认可。

付出自有回报。连续3年，公

司获得集团（股份）公司贯彻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

先进单位、优秀内部审计项目二等

奖，并连续2年被评为内审工作先

进单位；审计监察部/纪委办公室

被公司评为2016年度先进部门。潘

韵萍先后被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管理提

升先进个人”“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

拥有宽广胸怀的人，

像大海一样笑纳百川；

善于换位思考的人，

以诚心投入赢创未来。

何志权

甘当维护公司健康发展的卫士
——记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公司纪委副书记、
审计监察部 / 纪委办公室主任    潘韵萍

为海外投资业务融资造血
——记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资金管理部主任    吕毅

从公司成立至今，潘韵萍身影

匆忙，甘当维护公司健康发展的安

全卫士；她步伐稳健，始终坚持在

公司保驾护航最前线。

纪检监察工作有着自身的规

范性、严谨性和纪律性，尤其是信

访线索的处理与办理，政策性高、

保密性强，事情具体且繁琐。她常

对部门人员说：“我们开展监督工

作，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要有坚定的政治站位，准确把握

好、运用好公司赋予部门的监督权

力，要忠诚、干净、担当，在促进

公司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

“项目生产一线的同志们都

很辛苦，我们到项目上，就是利用

我们的专业优势，为项目服务，帮

助他们发现问题，还要提出解决建

议、多给具体措施，帮助协调，共

同解决。”

潘韵萍每次去项目都是精心

准备，一次出差，“一揽子”同步

开展廉洁教育、日常谈话、责任制

考核、业务培训、效能监察、民主

测评等与纪检监察相关的8、9项工

孟祥善

在这次发债过程中，他协助

公司领导，坚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牢牢把握发债工作以我为主、

专业机构为我所用原则，在债券发

行吹风价及最终定价过程中，结合

专业承销机构意见和现场情况的变

化，主动做出分析，大幅下压价

格，最终债券成本取得了超出预期

的低价。

2017年，实现老挝南欧江二期

项目和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融

资关闭是公司两项重大年度任务。

此次两个项目的融资工作，首

次由资金管理部牵头开展。吕毅带

领融资团队同事挑起大梁，梳理复

杂的工作流程，逐项协调银团与国

内外各项工作。在南欧江二期融资

关闭的最后阶段，他与融资团队为

解决银团的16个整改问题，有时候

甚至彻夜不眠，努力完善文件，在

预定融资关闭前几个小时终于为所

有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在这两项融资工作中，吕毅

与公司领导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汇

报，按照领导指导创新性开展境外

项目融资竞争性磋商，带领项目融

资团队一边摸索，一边实践，一边

总结。渐渐的，公司作为资金需求

方，在融资方案谈判中提出的述求

越来越受到银团重视，成功平衡了

银企双方的利益关系，实现了银企

共赢。

吕毅常说，每一项重大专项工

作办完以后都要及时进行复盘，这

样才能更好的总结经验和教训，让

这些经验和教训刻进脑海，变成身

体的一部分，以后遇到问题就会条

件反射一样想到解决措施。

因此，老挝南欧江二期项目和

印尼明古鲁项目融资关闭后，他及时

组织部门进行复盘，编写了《项目融

资工作流程执行指引手册》和对应项

目的《项目融资协议执行手册》，让

宝贵的经验在后续工作中得以借鉴，

让任何教训不再重复发生。

在公司领导的统筹指挥下，他

带领资金管理团队撰写了研究课题

《海外投资企业境外资本市场超低

成本债券融资管理》，获全国国有

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成果与论文一等

奖；《国际工程承包与海外投资业

务融资》课题获中国企业改革发展

优秀成果报告二等奖。

2017年，公司的资金管理工作

得到了股份公司的认可和表彰，在

股份公司组织的评比中，电建海投

公司连续第二年获得“资金管理先

进单位”称号；完成股份公司各项

指标要求，获得了“资金集中管理

达标企业”称号，资金管理部获得

“资金集中管理先进部门”称号。

对于海外投资业务来说，海外

融资能力建设和资产运营管理平台打

造是关乎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资金

好比海外投资的血液，而吕毅的工作

就是带领资金管理部为公司业务发展

提供资金保障，融资造血。

吕毅带领资金管理团队积极响

应股份公司和海投公司各项管理要

求，以降本增效、优化融资结构为

核心，扎实有序开展公司各项资金

管理工作，为公司资金链安全提供

坚实保障。

建筑类央企的资金工作有两

个共性的难题，资金紧缺和资产负

债率较高。电建集团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中多个大型项目的投资建

设者，同样需要严格把关以上两大

难题。因此，传统的追加注资以解

决境外项目资本金问题的方法，对

海投公司来说并不是上策。

考虑到境内较高的融资成本和

电建集团较好的国际评级，电建海

投创新融资方式，通过在香港发行

美元永续债进行融资，成功发行一

次15亿人民币债、两次5亿美元永续

债，其中2017年发行的5亿美元永续

债首期票面利率仅为3.5%，在美元

加息周期的大背景下，成功节约融

资成本近9500万元人民币，截止目

前保持央企同等条件下境外美元永

续债成本最低纪录。



纵深纵深 典范 EXAMPLE72 73D COVERAGE

内刊 2018.05 第 5 期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记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投资三部副总经理    盛永梅

花的绽放
——记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投资四部副总经理    顾岩 

赵月  郝佳彬

2015年4月，在习近平主席对

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卡西

姆项目成功签署投资协议，项目融

资这场更为艰巨的硬仗接踵而来。

国际上同体量的项目融资周期通常

长达一年半至两年。为了赶超进

度，顾岩带领团队建立起企业-银

行-信保三方高效合作沟通机制，

按照9个月的融资期倒排工作计

划，不分昼夜对接各个机构，最终

获得集团乃至中巴经济走廊中承保

范围最广、政策最优的信保保单。

2015年12月24日卡西姆项目

顺利获得首笔共两亿美元的贷款发

放，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项下首

例完成融资关闭的火电投资项目，

被巴政府高度评价为“了不起的中

国速度”。

顾岩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儿子的

照片，她说每次工作到疲倦时只要

瞧一瞧，就觉得如同回血一般浑身

充满干劲。为了多陪陪孩子，顾岩

恨不得每秒钟都掰成两瓣用，靠着

提高工作效率来尽可能压减加班时

长。夜里把孩子哄睡后，她再接着

工作。顾岩的团队早已对她夜半三

更还在工作组里反馈文件意见、布

置任务习以为常，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位超人妈妈在跨时区战斗。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种子

破土而出，这是对锲而不舍，金石

可镂的有力诠释。

花朵静静绽放，岁月隽永留

香。顾岩以百倍的努力写就锐意奋进

的最强音，先后获得集团“青年岗位

能手”，公司“先进工作者”“优秀

党员”等荣誉，成为青年争相学习的

模范标兵，她满满“正能量”的人生

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也深深感染了身

边的每一个人。

顾岩个性通达乐观，常常是人

群中笑声最爽朗的那个。她总说良

好的情绪是保证工作效率的前提，

每当项目处在最关键紧张的时期，

顾岩都会披坚执锐，以身作则带领

团队争分夺秒。尽管连夜赶报告、

深夜开电话会是家常便饭，但高涨

的激情、澎湃的热血在这个团队里

从未有一丝散却。

“不论做什么工作，始终要把

自己作为第一责任人。”海外项目开

发的每个步骤环环相扣，容不得一点

纰漏，只有每个人以主人翁的责任意

识履行职责，整个团队才能爆发出巨

大的能量。正是在顾岩的这条金科玉

律影响下，团队被打造成一个友爱和

谐的大家庭，一支极具凝聚力、向心

力、战斗力的队伍。

在海投这片宽广丰沃的土地

上，奋进的号角已经奏响。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姹紫嫣红，百花齐

放，还看今朝。

2014年4月，刚休完产假的顾岩

作为骨干力量加入巴基斯坦卡西姆

港燃煤电站项目的推动工作。该项

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旗舰工程。

顾岩带领团队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和

志在必得的气势圆满完成了一个个

曾被认为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项目由海投公司和卡塔尔王

室共同投资建设，涉及多国多地，

纷繁复杂。顾岩审时度势，筹划在

前，主动协调，字斟句酌整理汇编

出超过二十本针对不同专业、内容

详实的投资文件，为公司的科学决

策提供详实有力的支撑。局外人往

往惊叹于卡西姆项目逢审必过的速

度甚至“运气”，但只有身处其中

的人才知道这是多少个日日夜夜镂

心鉥肝的打磨铺垫、稳扎稳打，才

最终迎来的水到渠成、柳暗花明。

“新能源业务是电力能源类企

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晏志勇董事长

在2017年电建集团工作会上也明确

指出，要‘高度重视新能源在国际

业务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在

有条件的国别尝试新能源项目投资

建设’。水电火电是海投的强项，

如果再能多结合新能源相关的业

务，将会使公司业务更多元化，更

具备国际竞争力。”盛永梅在工作

总结中写下了这样的思考。

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同时经过专

业化的审慎核查，盛永梅在长期跟踪

的发达国家市场和项目中，选择了澳

大利亚牧牛山项目作为突破口。

澳洲市场是公司的空白地，为

了更深入了解澳洲电力市场，2017

年，她先后5次赴澳大利亚，积极

主动与澳联邦工业部、环境及能源

部以及目标项目所在州的州政府建

立联系。同时，她积极主动向各方

推介海投公司的实力与业绩。在一

系列精准布局，层层撒网之后，盛

永梅看准了有着不俗成绩的合作伙

伴，助力公司拿下澳洲的第一单：

塔斯马尼亚州牧牛山风电项目，为

公司突破澳洲市场、进入新能源领

域的战略布局迈出重要一步。

澳大利亚对于外来投资者采取

“热烈欢迎”但诸多限制的政策，

严苛的外商投资审查、高标准的环

保要求等等，这每一项都是摆在盛

永梅面前的难题，并且是无法用老

方法解决的新问题。

“这次真的是在‘干中学，学

中干’”，盛永梅针对项目推动中

的每一个具体难点，找到了相对应

的解决方式，点对点逐一击破。

为了通过严苛的外资审查，

盛永梅找到了与外商投资密切相关

的当地机构，并促成机构相关人士

来到海投公司，让对方在了解海投

实力的基础上明白公司进入澳洲市

场的决心。澳方人员在会议之后表

示，通过深入交换意见，他们明确

了在促成项目落地时该做什么事，

能做什么事，怎样做才能帮助海投

顺利通过审批。“在一个陌生的市

场，必须有足够的本土支持才能顺

利进入，项目才能有实质性的推

动”，盛永梅说，“使巧劲儿，不

做无用功，才能跟得上发达国家的

节奏。”

事无巨细，上下求索，这就

是盛永梅的工作态度：“‘心想事

成’，这是公司领导鼓励我的话，

不畏困难、锲而不舍、全力以赴地

去做，一定会成功。”

自知、自信、自强、自胜，这

是盛永梅鼓励自己的话，无论任何

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这

些，盛永梅笑着说: “只要脑子好

使，不放弃，全力以赴，就会‘心

想事成’吧。”

“我希望‘新能源业务’ ‘发

达国家市场’这两个关键词，能够

尽快出现在公司的业务板块上。”

说完这句话，盛永梅的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

何珊       王文广

盛永梅人如其名，无论工作还

是生活，都自有风骨。她被同事称

为“铁娘子”：有实力、有魄力，

敢为人先，以项目为平台，开拓发

达国家市场；有热情、有耐心，

刻苦钻研，深度解析自由市场竞价

模式下的电力销售，突破了对售电

模式的认知壁垒；有责任、有担

当，持之以恒，通过参与高端行业

峰会、论坛，搭建公司业务“人脉

网”，努力提高电建海投在海外高

端市场的认知度。

社会学家定义，劳模是一个

时代的人文精神，是人生价值和思

维道德的取向。它不仅是严肃又认

真的工作成果，同时也是凝重而浪

漫的思想与情愫。这种刚柔并进的

力量，让盛永梅在海外投资的工作

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盛永梅在电力行业有着十几年

的从业经验，从投资、并购到电网

运行，对于电力行业的整体把控能

力，是她独特的优势。

广阔丰饶的大地让花儿得以

纵情怒放，团团簇拥的花朵让这

片土地更加绚烂多姿。顾岩，这

位面容清丽，行事干练，总是神

采奕奕的 80 后职业女性，正是

海投公司这片兼收并蓄、生气勃

勃的土地上绽放出的一朵美丽而

充满力量的花，她是海投一步步

成长壮大的亲历者，也是“海投

梦”的逐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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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尼泊尔再一次绽放光芒
——记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中国水电 - 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兼工会主席    侯忠

南欧江的“土家”劳模
——记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南欧江发电公司总经理助理、
南欧江一级电站项目经理    张华南

桑文林  郑连涛

“5.31”防洪度汛目标比合同工期

提前23天、大江截流提前一个月顺

利完成。

他说，“我们干工程的、抓现

场管理的就要像老和尚念经一样，也

要做到眼里不能进一点沙子。”在一

级电站砂石系统建成之初，由于辉

绿岩特殊的生产方式，系统生产制造

出大量粉尘，远远望去就像发生沙尘

暴、遮天蔽日，看到这种情况，他果

断下达停止生产命令，与监理部、承

包商商量对策，采取措施，将砂石系

统产生粉尘部位全封闭，安装吸尘设

备及喷淋系统，污水采取三级沉淀循

环利用，经过长达二个月的停工整

改，达到了粉尘污水零排放的良好效

果，又取得了工艺技术创新，得到了

周边村庄群众的点赞，也得到了老挝

政府国家环保部、琅勃拉邦环保厅的

高度评价。

     作为基层支部书记

     他敢于担当

“大家都在看着我，联合党支

部责任重大啊。”为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体现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积

极围绕电站建设这个中心抓党建。

为确保完成“5.31”度汛目标，

他组织党员进行技术比武，为完成大

江截流任务他组织党员进行宣誓，挺

在最前面。2016年11月10日，南欧江

突发枯期超标洪水，他及时发布启动

一级电站防洪度汛应急预案，在磅礴

的大雨中带领参建各方同志抢险，组

织有序撤离人员、设备，将损失减少

到最低。“作为联合党支部书记，我

要更沉着应对危急险重，该担当和挺

身而出的时候，义不容辞地冲在最前

面”他坚定地说。

     作为“家庭”主心骨

     他是暖心的依靠

工作上的严苛并不影响他在生

活中的活泼体贴。在项目这个大家

庭，每逢大小节日或员工的生日，他

都与大家一起活动。大家有难题找到

他，他说，“放心吧，问题总能解

决，我们一起想办法”，仅此一句总

能让人安定许多。

工作之余，他勤与亲人沟通，

说明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妻子及家

人的理解，一句“早点回来”就能感

受到来自家的强大力量，有了家庭的

支持，他更有了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决

心。他说：“作为水电人走南闯北，

在外干事业，都不容易，亲人的理解

和信任最可贵，要处理好工作与家庭

关系，做到家和万事兴，一根筷子一

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挠，无论是

项目这个大家还是自己的家庭，都要

心劲往一处。”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来南

欧江的初心就是脚踏实地干事业，

在一级电站筑梦、圆梦，把一级电

站打造成中国电建的一张亮丽名

片”，目标明确、态度坚定，他的

梦想一定成真。

他带领团队，本着建设“窗口

工程、景观工程及精品工程”的目

标，高效完成公司安排的各项任务，

维护电站与当地关系和谐，各项工作

成绩突出，默默树立着榜样。张华

南，贵州土家族人，皮肤坳黑但很帅

气，作为南欧江最年轻劳模，消息不

胫而走。

  

   作为项目经理

     他管控细致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电站项目部成立之初，张华南

紧盯重点打好基础，组织制订了

适用于一级电站建设的各类规章制

度，明确职责。在发挥 “四位一

体”组织管控作用上，他抓住参建

各方职责及协作关系，做好统筹协

调，推动各方提高履约质量。在他

的组织推动下，各个施工节点目标

都比合同工期提前，2016年砂石拌

和两大系统比合同工期提前一个月

投产运行、一期基坑第一仓混凝土

比合同工期提前43天浇筑，2017年

董事长盛玉明也高度肯定了

电站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中国电

建先后在尼泊尔投资承建了多项工

程，上马相迪A水电站发电是一个值

得纪念的里程碑事件。” 

尼泊尔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哈

拉·科瑞斯纳·巴哈杜尔2016年12月

到电站考察时见到电站干净整洁、标

识规范、管理有序，不禁称赞到“非

常了不起，我非常满意”。

2017年1 月1日，电站正式进入

商业运营，团队开始应对能发电、

发好电、能送电的新挑战。

为保证电站安全稳定运行，

侯忠大力推进项目公司与运维单位

制度建设，建立规范的管理流程和

操作规程，组织完成287篇标准的

编制、征求意见、审核等流程，

顺利完成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布

工作，使标准更接地气，更具操作

性，发布后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

行，实施过程要求不走样。电力生

产工作坚持“两位一体”电力生产

管控组织模式的有效实施，严格执

行“两票三制”及加强检查与考

核，严格按照电力生产标准化作

业，达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

的要求。

2017年7月16日，尼泊尔国家电

力开发署对上马相迪A水电站进行表

彰，并将电站照片作为尼泊尔国家

电力开发署年度报告书籍的封底；

2018年1月1日，尼泊尔主流英文媒

体《加德满都邮报》撰文并配发电

站照片，对电站2017年缓解尼泊尔

供电压力充分肯定。2018年1月29日

及2月22日，尼泊尔国家电网调度中

心、尼泊尔国家电力局分别来函表

扬水电站为尼泊尔国家供电需求做

出了巨大贡献。

他作为工会主席，长驻海外的

员工的工作和生活都放在心上。他经

常到员工的宿舍看一看，要去职工食

堂转一转，对每个员工的生日都了如

指掌。他常说到，员工背井离乡，与

家人分离，长期在海外工作不容易，

不能让他们的生活再出问题，不然就

对不起员工家属的信任。

他大力推动职工之家建设，

将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安排的丰富多

彩，“月月有主题”活动精彩纷

呈，获得海投公司工会的表彰。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他在廉政建设中坚

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风清气正，始终不渝

地坚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办

事。他说，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

要求别人做好，只有自己做到了，

才能要求别人做到。

2016年3月侯忠调入中国电建海

投公司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

公司工作，协助上马相迪A水电站电

力运营筹备、机电设备安装、调试

及电力生产运营管理等工作。

为尽快熟悉电站的情况，他一

到现场就一头扎入工作中。为保证

电站建设与生产运营顺利过渡，侯

忠大胆实施建维合一、无缝衔接理

念，提出组建运营管理队伍提前介

入安装、验收、调试，在“人员、

设备、管理、物资、现场和并网准

备”等方面同时满足电站生产与运

营管理的基本要求，实现“建管结

合、无缝衔接”。

在他与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通

过参建单位的昼夜奋战，一个个关

键节点如期实现： 4月23日1号机

转子吊装完成，5月30日完成大坝

进水渠的闸门、拦污栅等金结安装

和调试，6月6日，2号机转子吊装完

成……

2016年9月26日电站首台机组实

现并网发电，电力主要送往尼泊尔

首都加德满都，为加德满都提供总

电量的10%，使尼泊尔首都从此摆脱

拉电限电的历史。

“中国电建集团是一家有着雄

厚实力和优秀业绩的公司，投资的

上马相迪A电站项目为以后外资进入

树立了榜样。”尼泊尔能源部部长

嘉纳丹·沙玛在见证首台机组发电

时称赞道。

杨杰

他很自豪，走出国门参与“一

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他很青

春，经历国内国外项目活力无限；

他是土家汉子，发扬着土家人的

质朴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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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贡布省，甘再水电

站。12点一刻，董老哥吃过午饭，

并没有直接回宿舍午休，而是来到

了食堂后厨。因为，还有一项“重

要”的工作需要他完成。

三颗白菜，逐个用刀顺向切

开，整齐地摆放到不锈钢盆中，适

量的食盐被均匀地撒在鲜嫩的白菜

上，细致揉搓，用力按压后，一颗

从甘再河边捡回来的鹅卵石，成为

白菜不可撼动的负重。

一切就绪后，董老哥才回宿舍

午休。

董老哥的名字叫董世辉，吉林

人，是中国电建海投甘再项目公司

的安全环境部主任。作为一名1990

年就已入职，在海外工作了17年的

电建老兵来说，董世辉有着东北人

特有的热情和豪迈，工作不惜力，

又特别有人缘，甘再水电站的小年

轻们都喜欢称呼他为“董老哥”。

近三十年的电建生涯，一直漂

泊在外，董老哥最难舍的是故土亲

情，还有一口东北泡菜的味道。对

于董老哥来说，那是妈妈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思念的味道、梦里的

味道。

“妈妈做得一手的好泡菜，十

里八乡都有名，她总是能把普通的食

材做成可口的饭菜。” 董老哥说。

游子行万里，美食最乡思。对

于故乡的眷恋，对于妈妈的依恋，

董老哥把它都浓缩在这一小碟的泡

菜里了。

作为柬埔寨国内最早投产发

电的大型水电站，甘再水电站负责

为首都金边以及贡布省和茶胶省供

电，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短短几

年的功夫，这里市场繁荣，店铺林

立，各种食材日益丰富，还有了中

国人开的超市。

这一切，为董老哥实现做泡菜

的愿望提供了条件。

贡布市内的菜市场是董老哥常

光顾的地方，做泡菜所需的白菜、

萝卜、大蒜、生姜、辣椒面、白糖

等食材和作料，在这里都可以买得

到，在中国人开的超市里，甚至

还可以买到“原装进口”的海天酱

油、镇江香醋。

傍晚，进入了制作东北泡菜的

关键工序。

董老哥把白嫩的萝卜丝、呛

鼻的蒜姜末、鲜红的辣椒面以及各

种调味品，按照比例，先后放入盘

中，揉搓、搅拌，相融以沫，浑然

天成，鲜香之气瞬间蔓延开来……

此刻，白菜也已腌制压榨完

成，即将进入新的旅程。

每一颗白菜都与酱料进行着

“亲密接触”，均匀的涂抹在每一

层上，摆放密封到保鲜盒内，放置

于冰箱中……

下一步就交给了时间，静待开

启的那一刻。

8月至10月，是柬埔寨的雨季，

作为安环部负责人的董老哥身上的

压力可想而知。

每天他都会带着安环部的同事

到现场盯着，查违章，纠错误，查

看“两票”填写和执行情况，工作

细致又较真，如果被他抓住了“把

柄”，那么“董老哥”立马变成了

“董老黑”。

董老哥还时常会跟当地的环保

部门打交道。因为，项目公司对环

保工作的高度重视，逐年加大环保

投入，这让董老哥在当地环保局官

员面前倍有面子，获得了政府和民

众的高度认可，为项目公司赢得了

不少荣誉。

第二天清晨，美味开启。董老

哥腌制的东北泡菜，被摆放在甘再

水电站食堂的每一张餐桌上。

一小碟泡菜，散发出令人愉悦

的开胃的酸甜味。不光中方员工赞

不绝口，就连柬方员工也对这种来

自中国的独特美食趋之若鹜。

此刻，董老哥脸上挂满了笑容。

到了周末，董老哥还会用他从

东北老家带来的木耳和蘑菇，做上

一锅小鸡炖蘑菇，或是用自制的鸡

蛋酱拌上一盆凉面，让同事们大快

朵颐。

“大家伙来自五湖四海，远离

故土亲情，地处偏远山区，每当工

作累的时候，想家的时候，能吃上

几口家乡的美食，也能给自己鼓鼓

劲，让大家抱成团，继续在甘再好

好干，干出成绩来。”董老哥说。

在甘再水电站，跟董老哥一

样默默坚守的中国电建人还有60多

名。他们扎根大山，鏖战江河，长

年累月，习以为常，在异国他乡、

甘再河畔，努力着把这座电站管理

好、运行好，让它成为连接中柬两

国友谊的纽带，为践行“一带一

路”倡议贡献着一份力量。

这便是海外电建人应有的担

当，这便是海外电建人的一腔赤子

情怀。

刘向晨    张一凡

董老哥和他的东北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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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哈尔（尼泊尔籍）

我叫达哈尔，尼泊尔人，是一个

农民的孩子，出生在尼泊尔东部雪山下

面的一个名叫“马迪”的小山村，我在

家里 9个孩子中排行老六。当时家里很

穷，养了8-10头牛，15-20只羊，山里的

地就只能种玉米和土豆，只能维持简单

的生活。

从小我就开始做农活，每天早上

起来就光着脚去割草，喂牛，放羊，

能看见初升太阳映红的雪山和泥泞小

路，也看过绿绿的小草原，听过清清小

河流淌美妙的声音，可是就没有见过

汽车、公路和柏油路，更没有见过电

灯。每天看到蓝天上飞过的飞机时，我

都会高声大喊“你好”，心里幻想着自

己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坐飞机啊。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走出这

大山，我每天在煤油灯下努力学习，写

作业。1986年初中毕业，我终于考上了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高中。我非常兴

奋，用了6天时间走路、乘车约1200公

里崎岖山路，终于到达了尼泊尔首都加

德满都。我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看

见汽车、电灯、市场、大楼，第一次听

到各种车的声音，我也第一次开始穿衬

衫，有了自己第一双拖鞋。

那时的我感觉自己是很穷，是一个

非常渺小普通的人。

高中毕业之后我回到出生地当了一

名教师。我第一次了解中国是通过收听

收音机，在收音机里听中国人用尼泊尔

语广播，从那时候我开始知道中国是一

个发展中的大国，生产了很多种生活用

品销往世界各地。那时的我就憧憬有机

会就到中国去看一看。

3年后我考上加德满都的大学，大学

毕业之后攻读硕士尼泊尔语法专业。1998

年毕业后到首都机场附近私立学院任尼泊

尔语法老师近10年时间。

     梦想终于实现

2008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需要一个

尼泊尔语言的专家，经推荐和考察，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录用我到电台工作。

当时的我情绪非常激动，终于乘坐

上了飞机。在飞机上看到许多漂亮的风

景，雪山、白云和蓝蓝的湖。

经过西藏高原的拉萨机场和成都盆

地的成都机场转机，夜里十二点到了北

京，感觉北京很大，很漂亮，道路干净

明亮，就像白天一样。

从此，开始了我在北京5年工作

之旅。

在北京我作为尼泊尔语专家，主要

的工作是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新闻报

道，将中文编辑翻译成尼文，并教中国

人尼泊尔语，还作为石景山志愿者参加

了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和

2012年中国中共十八大期间的工作。

在北京工作时，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领导对我们很好，不仅在生活上精心

照顾，让我们住国际台的专家楼，还提

供机会让我翻译参与编辑出版了很多

书籍。其中有《研究方法论手册》，

《每日汉语1-6册》（中国国际广播出

版社）《汉语乐园》（2010年北京语言

大学出版社出版）《汉语图解词典尼

泊尔语版》（2010年7月 商务印书馆出

版）《新编简明中文-尼泊尔文词典》

等等。

我很珍惜在中国工作学习的机会，

努力学习中文，我的中国同事、朋友都

支持我，耐心地教我学中文，学习中国

的传统文化。在北京工作期间与中国同

事和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也对中

国有了一种割舍不了的感情。

2013年10月回到尼泊尔工作，但我

仍怀念我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时光，在中

国工作时的情景在脑海中不断的涌现，那

时我就暗暗定了目标，在尼泊尔要在中国

公司找一个好的工作。

我订阅了报纸，每天都查阅报纸，

留意查看有无中国公司招聘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3年底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

见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司

招聘员工的广告，但是没有写需要翻

译。我抱着试试的心理发了一个邮件

给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司。

我写到：虽然你们公司没有招聘翻译

的岗位，但是我很希望到你们中国公

司工作，如果需要翻译的话，请任何

时间都可以联系我。

时间在期盼中一天天过去。终于我

的手机响了，通知我去面试。我兴奋极

了，一分钟也不愿耽误，我立即坐车一

个小时内就赶到公司办公室进行面试。

我还记得面试的是公司行政事务部的刘

新峰。我很幸运地通过了面试，有了在

中国公司工作的机会，我当时很开心，

马上回去将喜讯告诉了家人。我到中国

公司工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公司

是在上马相迪建设水电站。当时电站建

设很困难，工作很累，每天需要解决许

多问题，需要跟当地老百姓、委员会、

妇女协会、当地青年会、当地政府、森

林部、发展部、尼泊尔电力局等团体和

部门进行协调。

上马相迪A水电站是中国电建第一

个在尼泊尔投资的项目。开始时，当地

老百姓不理解，觉得不需要中国投资，

反对阻碍的人很多，并提出许多要求。

随着电站建设，公司的社会责任项目让

当地老百姓有了许多实惠，增加了许多

收入，得到了很多好处。慢慢老百姓也

开始支持了，老百姓和中国人的关系也

慢慢变好了，现在老百姓和我们公司的

关系非常好，像一家人一样，经常往来

交流，他们非常尊重中国人，喜欢中国

文化，也很欢迎中国人。当地政府和我

们公司的关系也很好，有的时候当地政

府的代表到办公室都会问：最近有没有

任何问题？如果有的话告诉我们，我们

马上帮助解决。原反对的那些人现也希

望更多的中国公司来尼泊尔投资。

中国人和尼泊尔人在互相学习对方

的文化。尼泊尔政府代表现在对中国茶文

化、运动文化、饮食文化等等都有了一定

了解，特别喜欢中国的饮食文化。公司的

中国人在周末经常去徒步，看自然风景，

了解尼泊尔民族文化，品尝尼泊尔美味饮

食。电站附近的尼泊尔学校举行重大活动

时都会邀请中国人参加，公司领导也乐意

参加类似活动，在学校发放本子、书笔、

足球、篮球等，学生们都很高兴。附近的

医院、公益组织也经常邀请公司参加一些

活动，尼泊尔人对中国好感逐渐增加，也

开始学说中文，中国人也会说一点尼语，

相互交流时磕磕跘跘，觉得是很搞笑的

事。我们公司领导对尼泊尔文化、尼泊尔

地理很感兴趣，希望多了解尼泊尔的民族

文化、吃的住的文化以及结婚文化等等。

所以我们附近的老百姓在遇到结婚、节日

等特殊情况时也经常邀请他们作客，关

系都很好，见面的时候双方都会打招呼

“NAMSATE ”（你好）。

工作中，公司领导都喜欢和相信

我，每年都会考虑涨工资。我的生活越

来越稳定，生活也越来越好，这是以前

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很感谢中国公司

的领导，也感谢中国和中国电建，因为

他们给了我很好的工作机会，给了我许

多开心和快乐。

我觉得中国电建的领导很关心他们

的员工，公司领导很善良。

尼泊尔2015年四月份发生强震，

我在加德满都的房子被震裂，因余震不

断，妻子和孩子晚上都住在路上，公司

领导知道后很关心我，他们说“你让你

夫人和孩子来电站住吧”。结果我的家

庭来了与我一起住，在公司食堂一起吃

住了半个月，并捐款给我2万卢比修缮

房屋；公司还发动每个中国人捐钱给受

地震影响的尼方员工；大地震使附近老

百姓的房屋损坏，很多房子都震裂了，

我们公司就提供了他们70万卢比的铁

皮，由当地政府和协调委员一起发放给

老百姓，帮助他们暂时遮风挡雨，度过

雨季。

我现在上马相迪A水电站工作第五

个年头了，在中国电建公司工作，没有

感觉中国人和尼泊尔人有什么差别，工

作与待遇都是公平对待，我还曾被项目

公司评为“每月之星”。我很珍惜在中

国公司工作的机会，一直很努力的工

作，我希望中国公司能够稳定发展。

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我的儿子

毕业以后在中国或中国公司里工作。在

我的影响下，我的儿子也很喜欢学习中

文，由于成绩优秀，中国国家孔子学院

提供了他100%奖学金让他在中国语言大

学留学，今年已经2年级了，2021年毕

业后将由孔子学院提供工资，给他安排

工作。

现在我的家生活很稳定，有稳定的

收入，有一个幸福的家。这一切都是中

国、中国电建提供的，我很感谢中国。

长期在中国和中国公司工作，我对

中国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对中国和

中国公司非常好感，我觉得我虽然是尼

泊尔人，但我的心是中国的心，我喜欢

中国人、喜欢中国。我希望有更多的中

国公司到尼泊尔来投资建设，给尼泊尔

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带给尼泊尔人

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幸福。

我是尼泊尔人，
我有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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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dalena Chendra （印尼籍）    译文：蒋洁

PT. Tenaga Listrik Bengkulu (TLB) is a 
joint venture company which invested 
a power plant project by PowerChina 
and PT Intraco Penta in Bengkulu 
province of Indonesia.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Bengkulu Coal-fired Power Plant in 
Indonesia. This power plant project is 
targeted to be completed in February 
2020. TLB is committed to complet this 
project on time so it can be operated in 
early of 2020. Employees in TLB are 
Chinese and Indonesian. As we know 
that Chinese and Indonesian culture is 
very diverse, but the difference is not an 
obstacle for employees in TLB.

印 尼 明 古 鲁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TLB）是中国电建和PT Intraco 

Penta合资的公司，它在印度尼西亚

明古鲁省投资修建了明古鲁燃煤电

站。该电站项目预计于2020年2月完

工。TLB致力于按期建成电站，于

2020年初投入运营。TLB员工由中国

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组成。众所周知，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差异很大，

然而这种差异却不是我们TLB员工们

的障碍。

Different country also means different 
language, then how do we communicate? 
Language is a communication tools 
that used by people. As explained 
above, the employees in TLB are both 
Chinese and Indonesian, which mean 
that we have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Mandarin and Bahasa Indonesia. In 
TLB we are always using English as 
our main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西亚人，这意味着我们有两种不同的

语言，即普通话和印度尼西亚语。在

TLB，我们总是使用英语作为沟通的

主要语言，这不存在任何困难，因为

我们的员工英语都说的不错。虽然我

们用英语来沟通，但我们也在学习其

他语言。对于印尼员工，我们学习普

通话；对中国员工来说，他们学习印

尼语。对我个人而言，我能学习到除

我们的母语和英语之外的另一种语

言，是非常有益的。通常情况下，我

们必须通过正式的教育或课程学习到

另一种语言，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

从母语人士那里学习，它提高我们的

价值和技能。

Our Chinese colleagues are very 
respectful and very kind to the local 
employees here including about our 
difference of religious belief, they are 
also respect it. For your information, 
Indonesia is a country tha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s Muslim. In our office area, there 
is a Mushola (pray room) for Muslim 
to pray. Muslim has a few special times 
to pray each day, having Mushola in 
office is very helpful to them because it 
makes them easier to pray comfortably. 
We feel so grateful because TLB is very 
understanding about our religion culture 
and does not prohibit their employees to 
do worship or pray. As we can see that 
during the project both employees of 
Indonesian and Chinese can unite and 
work together well.

我们的中国同事对这里的当地

员工非常尊重和友好，他们也尊重我

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告诉你吧，印度

尼西亚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 在我

们的办公区，有一个供穆斯林祈祷的

Mushola（祈祷室）。穆斯林每天有

一些专门时间用于祷告，在办公区有 

Mushola对他们非常有帮助，这样便

于他们舒适的做祷告。 我们感到非

常感激，因为TLB非常理解我们的宗

教文化，允许员工做礼拜或祷告。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工作时间，印尼

和中国的员工们总是能团结协作、携

手共进。

Besides office hour, we also can be 
united. February 15 – 17 2018,  both 
Chinese and local workers at the project 
plant in Indonesia's Bengkulu province 
have been spending days to celebrate 
the Spring Festival, or what we called 
in Indonesia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 
This is an annual celebration activities 
because Chinese people have their own 
Calendar and that day is a New Year for 
Chinese. We had a Chinese New Year 
Eve together, we have been spending 
the night with many fireworks which 
was so beautiful and we said “Gong 
Xi Fa Cai, Xin Nian Kuai Le, Wan Shi 
Ru Yi” to each other. In the afternoon, 
we were hanging out together, karaoke, 
sang Chinese song, Indonesian song, 
and others then we continue with having 
a nice dinner. That was my first time to 
take part in such activities and I was so 
excited.

在休息时间里，我们依旧能团结

一心。在2018年2月15日至17日，在

印尼明古鲁电站的中国员工和当地员

工们花了几天时间来庆祝春节，在印

度尼西亚我们称作中国新年。这是一

个年度的庆祝活动，因为中国人有自

己的日历，那一天是中国人的新年。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除夕，我们一起燃

放了很多漂亮的烟花，我们彼此互道

祝福：“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万事

如意”。下午，我们一起去唱歌，有

的唱中文歌，有的唱印尼歌等，然后

我们共进美味的晚餐。那是我第一次

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感到非常兴奋。

PT. Tenaga Listrik Bengkulu has a motto 
according to its name "TLB - Taller, 
Longer, Better", which means that TLB is 

expected to be more successful, stronger 
and higher, also this project is a long term 
project so we hope this project will be 
longer and everything should be better 
than before so we have to do our best in 
our work. TLB is one of company from 
a very few companies in Bengkulu that 
has foreign employees. As a local people 
that can work in here, it i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that I can learn so much new 
things. I hope TLB will become the 
biggest company not only in Bengkulu 
Province but also well-known in 
Indonesia. I feel that being able to work 
in this company makes me so proud, not 
only because this is a huge project but 
also TLB is a company that I know is 
very kind, respect to the employee and 
the employees inside company are so 
professional. I think that it is an honor for 
me to work together with employees in 
TLB.

印尼明古鲁发电有限公司（PT.

Tenaga Listrik Bengkulu，简写

TLB）根据公司名字制定了一个座右

铭“TLB- Taller, Longer, Better”

（更高，更长，更好），这意味着

TLB将会更成功，不断成长，更强，

更高，因为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长期项

目，我们希望这项目会更长久，一切

都比以前更好，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

做好我们的工作。 TLB是明古鲁极少

有外籍员工的公司之一。作为一个当

地人，能在这里工作，这是一个很好

的经历，我可以学到这么多新东西。

我希望TLB不仅在明古鲁省成为最大

的公司，而且在印度尼西亚变得知

名。我可以说，能够在这家公司工作

让我如此自豪，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大

项目，而且TLB是一家善待员工、尊

重员工、拥有专业素质员工的公司。

我觉得很荣幸能与印尼明古鲁发电有

限公司的员工们在一起工作。

and there are no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because the employees can speak English 
well. Although we speak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e are also learning 
each other language. For Indonesian 
employees, we learn Mandarin and so do 
for Chinese employees. For me, being 
able to learn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our Native language and English is 
really something. Usually, we have to 
learn another language through formal 
education or course but in here we can 
learn it directly from the native speaker 
and it will improve our value and skill as 
well.

不同的国家也意味着存在不同

的语言，那么我们如何沟通？语言是

人们用来沟通的沟通工具。正如上所

说，TLB的员工包括中国人和印度尼

文化差异下我们依然携手共进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Never Stop Us 
Hand In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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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海投之星”“年度海投之星”

2017

谭 毅
党委工作部

撰写各类公文材料及新闻报道，

以笔为犁，奋力耕耘海投发展

沃土；以文为声，深情讲述海

外投资故事。

陈 佳
财务管理部

作为队长率领“海纳百川队”

勇夺全国建筑业财税知识竞

赛团体金奖。

何 珊
投资三部

做好澳洲项目开发，亮相国资

委“央企创新成就展”和集团

五四主题活动，项目开发、公

司宣传两不误。

周古月
机电物资部

承担卡西姆项目备品备件及工

程车辆发运出口工作，为项目

首台机组发电做好保障。

何志权
审计监察部 /纪委办公室

做好“明准则、知条例、守纪律”

主题教育活动，打造风清气正

海投作风。

冯 欢
投资一部

借调国家能源局获表扬，展现

海投青年高素质和好形象。

胡彬枫
投资四部

扎根前线，积极开发公司在孟

加拉国的新市场、新业务。

张雪杉
南欧江发电公司

精通老挝语的“金牌翻译”，

助力南欧江二期项目截流仪式

顺利举行。

“海投之星”是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和团委联合

推出的评优活动，每月评选出2到3名表现突出的青年员工。在每月表

彰的候选者中，活动优中选优，评选出“年度海投之星”，从而更好

的展示海投青年在电建海投日益壮大的业务版图上的突出贡献。

2018年初，综合公司评审意见和候选人的微信得票， 8位

2017“年度海投之星”脱颖而出，他们是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业务中亮

丽的青春风景线。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镜像MIRROR IMAG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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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厉害了，我的国！加油，海投人！

杜菲

陈忠

长空万里，山河巍巍，看新时

代赤旗飞扬。

思接千载，人民幸福，听奋斗

者步履铿锵。

去年，“厉害了，我的......”

语式火遍全国，成为网络上的当红用

语。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成

绩，人们用“厉害了，我的国”来表

达自己内心由衷的自豪与崇敬，再合

适不过。

近日，公司组织观看电影《厉

害了,我的国》。在此之前，我已经

看到了电影的公开海报、多款剧照和

预告片，场面震撼恢弘，大国雄姿跃

然眼前，对于这部纪录片电影，我早

已充满期待。

电影以纪录片的形式将中国近

年来取得的成就全方位的向全国观众

身在南欧江二期项目的我们，

近日通过网络观看了《厉害了，

我的国》。祖国强大了，人民生

活富裕了，满目的欢笑，充耳的幸

福。《厉害了，我的国》以鲜活生

动、翔实具体的事例和数字，展示

中国成就，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精神，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是新时代增强宣传教育感染

力、影响力，是推动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四个自信”入脑入心

进行展现，在观影过程中，我不由的

敬佩祖国的伟大，作为一名共和国

劳动者，作为我们公司的一名基层工

作人员，我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

影片中展现了许多祖国近五年来所成

就的超级工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

电望远镜FAST、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

平台“蓝鲸2号”，这些超级工程背

后，都有很多故事，都有无数普通而

又平凡的工程人的身影，我深切的感

受到了祖国对我们这些劳动者的尊

敬，影片不仅歌颂了这些超级工程，

还体现了国人不畏艰险，勇攀高峰，

一往无前的气概和豪情。

是啊，正是有了这些劳动者的

努力，中国的自信正在一步一步地被

点燃。我作为祖国劳动者中的一员，

更是感到兴奋与激动。由此让我想

到了公司驻扎海外一线的同事们，他

们舍小家顾大家，长期奋斗在项目施

工最前线，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铸就

一座座地标建筑，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燃煤电站、老挝南欧江一期、二期梯

级电站、柬埔寨甘再水电站、尼泊尔

上马相迪水电站、澳大利亚牧牛山风

电、孟加拉巴瑞萨项目等，这些能源

项目的落成不仅带来较好的收益，同

时有效解决了当地电力能源短缺及居

民就业等问题，为当地民众的生活真

正带来光明和希望。

观影后，我更多的在思考如何

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自身的光和

热？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我更要具

备坚定的政治信念，时刻保持政治上

的清醒、坚定和敏锐，始终与上级党

组织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升工作水

平和业务能力；不断增强党性意识和

政治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

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必须树立自觉学

习、终身学习的观念，牢记自己身为

党员“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宗

旨，脚踏实地，扎实工作，切实履行

好职责。认真的对待我的每一项工

作，将中国精神、民族自信贯彻到我

的工作当中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维护中国的形象，为祖国的事业贡献

一份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做好工作，坚决、积极地认真完

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祖国是梦的起点，带领我们勇

敢前行；祖国是路的征程，指导我们

无畏迷惧；祖国是家的港湾，保护我

们时刻不离。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祖国发展的足迹，也渗透在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我们能看到，在党的领导

下，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经

济在增长，我们的国家在进步。不论

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祖国的进

步都使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和海投

公司所有劳动者一样，我们在自己平

凡的岗位上不忘初心，全心全意做好

工作，认真细致的对待每一个工作细

节，以专业的精神完成每一项工程，

因为我们从事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技

术、中国的精神！这是我们作为祖国

劳动者的原则，是我们无法舍弃的最

重要的责任！

《厉害了，我的国》反复诉说

着梦想这个主题。梦想，使我们对未

来充满期望，梦想使我们拥有信仰。

人生因梦想而精彩，世界因梦想而

辉煌。这是一个好梦连连、不断梦圆

的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

标。当前，祖国建设方兴未艾、精彩

纷呈，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熠熠生

辉，社会的发展欣欣向荣、憧憬满

怀。《厉害了，我的国》给我们前进

的步伐注满了力量。

的创新举措和生动实践。

辉煌成就令人激动，成功原因

引人深思。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辉煌

成就，以不容质疑的事实告诉人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过

上幸福美好生活、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惟一之路；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引领13亿多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

活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厉害了，我的国》是一部纪

录片，翔实纪录了我国改革发展的辉

煌成就。

《厉害了，我的国》是一部辅

导片，生动通俗的帮助人们深入学习

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十九大精神。

《厉害了，我的国》是一部

“补钙片”，使人们在看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优势，看到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不断坚定“四个自信”、

增强“四个意识”，挺起中华民族的

腰杆和“脊梁”，汇聚起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厉害了，我的国》更是一部

动员片，向人们吹响了新时代的进军

号角，激励人们走进新时代，站在新

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向着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撸起袖子加油干，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厉害”

也是奋斗出来的。祖国的强大和荣

光，需要央企人坚定的信念，紧跟核

心，牢记使命，再接再厉，脚踏实

地，创新进取，接续奋斗，做强做优

做大国有资本，为祖国强大担当，为

人民幸福担当，为民族复兴担当，真

正成为党和国家的“六种力量”，新

时代有新气象，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作为

中企在境外的首个全流域水电开发项

目，是电建海投在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下作为践行者的“大手笔”之

作。作为“一带一路”上的建设者，

作为海投公司的一员，在感受电站建

设面貌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自豪感

也油然而生。

厉害了，我的国！加油，筑梦

“一带一路”的电建海投人！

观
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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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天冷了，要穿外套。

想想休假回到家的时候，冷得我直

哆嗦，你说我在外面待习惯了，不

适应了。

早上六点钟，太阳已经升起来

了，吃过早饭，在去往办公室的路

上，有两只小狗打闹，还扯着不长不

短的链子，叮叮当当。见人过来，就

马上蹭来，摇着尾巴，你一抬脚，它

又吓跑了，刚一落脚，它又再跑过

来。相比之下，猫要高冷得多，一步

一步闲晃，也不正眼看你。你要是抬

起脚来，它就转过头来幽幽的盯着

你，不紧不慢的叫唤一声，又走开

了，直把你晾在一边。

到了办公室，打开电脑，人却

还在梦中不愿醒来。对面的山上，依

旧青葱一片，和着几座草房一起，像

是要勾画出一幅世外桃源。在夜深

的时候，我常常梦到，你我携手，躬

耕布织。桌面上是我们的照片，每次

看都要楞上半天，也不知在想什么。

昨晚的电话，已然已经忘了说了些什

么。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个信息如此

心
愿

发达的时代，要不然，我们该要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团聚啊。

等大家都从梦中清醒过来，

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同事们相互打

着招呼，像是许久未见的朋友。工

地上的事情，说不尽道不完。工作

之余，来一点调侃，工作的意见，

生活的梗：今天谁又讲了双关，昨

日谁又说了笑话。生活的日常，全

都要自己来调节，或者带着大家一

起，撒撒欢乐呵乐呵，这样才不失

为一个像样的大家庭。可我仍然忘

不掉昨天聊天时，你不经意的说，

什么时候能一起出去走走。

回项目的时候，飞机上挨着坐

的，是一位气质的老妇人，中间还有

一张空位。在填入境卡的时候，老人

带上老花镜，对着护照一个一个的

看，在写了一个名字后，无论如何却

对应不上后面的内容了。

老人抬起头微微靠过来，对我

说，“先生，能帮忙看一下这个怎么

填吗”。

是的，就是因为她的一句“先

生”，我很乐意的帮她把入境卡填

好。递给老人后，本以为就这样了可

以了，随后老人又从行李架上拿下书

包，翻出另一本护照，继续带上老花

镜，按照我已经填好的入境卡，对照

事有几位不是和我一样，背负着家

庭的重担，又在全心投入到项目的

建设中。每天，和远在家乡最亲爱

的人，只能通过看不见的信号，传

递着思念牵挂。

南欧江的河水缓缓流淌，从远

方又到远方，带来思念，又带走思

念。山上的庄稼收了一茬又种上了

一茬，成长又在成长。也许，陌上

花也开了又开，心上人待我缓缓归

可好？

赵凯

着填写。

我突发好奇，于是说道，“阿

姨，我帮您填吧”。借此，我也大概

翻看了一下护照签证，这本护照是她

老伴的，护照上有多个国家的签证，

显然两位老人已经去过了不少国家，

我才突然想起，上飞机入座后，好像

有一位大爷就坐在我旁边的空座上，

只不过我随后睡着记不清了。

在后面的聊天中，老人说她和

老伴出来旅游，趁着退休有时间了到

处走走转转。

是啊，时光荏苒，在不知不觉

中，我们也终将老去。而眼前的，

我却还未认真思考如何去珍惜。也

许真的只有这样，即时常飘散，只

把老来盼。

前几年，你也和别人一样向往

西藏，也想要去自驾，喜欢做着各种

规划和期盼：去看美丽的布达拉宫，

去到纯净极致的羊湖边，身临纳木错

绚丽的星空幻境，当然还有少不了的

美食，可最终等到的却是我的一通电

话和一张回程机票，你安慰的说工作

要紧，看着你微笑的脸庞，我再不能

说些什么。

去年，你想去海南，去三亚，

去看大海，去感受热带风情，却仍然

没能如愿。今年的假期早就过去了，

那时候我们在周末去游乐场，晚饭后

牵手去公园，简单惬意。而这次你什

么都没提，我却终于放不下这一桩桩

心事了。

我也曾想带你来老挝，到琅勃

拉邦，去爬普西山看日落体验浪漫，

去湄公河边喝咖啡感受自在，去大观

西看飞流瀑布壮观激情，去法国街感

受亚欧文化的奇妙，去寺庙感受异域

佛教经典，去菜市场感受老挝人淳朴

热情。

然而，这些心愿，我始终未曾

与你说，只想有一天，能够一点点

把心愿变成现实。细想，身边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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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翅横绝其颠。余不由心生畏惧，

转身向后。

游人累，稍作休顿，继而又起

身前行。行者歌于途，前呼后答，

上下相应。道随山势渐行渐陡，忽

左忽右，而碧溪环之。溪水漱石，

雪浪横飞，声如环佩，草木相杂，

堆绿成荫。汩汩渗于崖者，山之泉

也，舀泉以为炊者，山之野夫也。

林尽水源，有二瀑出于数丈之顶，

瀑高，化而为雨，翛然洒落。崖裂

而为二，雄然前倾，如南冥之鹏，

此栖鹰瀑也。

盖无前路，余等折而西向。

西山有二路，一路向顶而至讲经洞

（传为鬼谷子授经之洞），一路为

归途。友人恶其高远，不复前行，

循山而归，余虽心向往之，然亦不

敢只身独往，遂与友人归。然此次

不至，必为未来复登之由也。

下山，得一馆，永君盛宴余

等。山肴野蔌，杂然前陈，觥筹交

错，乐而忘忧。然乐酒不如乐山

也，酒之乐乐在片刻，山之乐乐乎

长存，长存者何？自然和谐之美

也！

谭毅

立向天，似欲干云捉月。缘溪行数

百步，忽逢卧溪桥（不知桥名，

作者自谓也）。桥瘦，颇有复古之

姿，但恨水缓溪浅，不如江南神

韵。复前行，得一湖，水深数丈，

湖光潋滟。轻风扶细柳，微波推绿

岸。湖岸乱石丛生，中间石阶一

道，登山之道也。游人拾阶而上，

伴溪而行。林中野鸟啾啾啼鸣，草

上阳光点点浮动。友人张祺向山而

啸，声震幽谷，藏鸟尽飞。及山

腰，有亭翼然于山石，檐牙高啄，

新瓦照人，绿荫掩之，颇有深山古

寺之妙。

沿山复行百二十步，前路尽

失。有瀑自崖顶飞泻直下，坠于巨

石之上，轰隆作响，凄风寒骨。远

观似银帘摇挂，近看如白玉飞花。

姿态从容，纵崖高万丈渊深千尺，

亦无所惧。游人异之，暗自称奇，

摄之以为念。

道既绝壁，然何以为继耶？天

梯石栈也！

有石栈凿于绝壁之上，覆之以

网，辅之以栏，直通崖顶。然栈仄

梯窄，崖壁险陡，山风劲吹，余虽

扶梯而不免胫股颤颤，唯恐“一失

足而成千古恨”，无敢后望。

及其顶，方知山上有山，崖顶

有崖。回望来路，山势犬牙交互，

怪石嶙峋。有鸦哀鸣于涧，忽而又

银泉争涌迎远客，青山献翠会

佳宾。久闻冀南有云梦一山，其泉甚

活，其林甚幽，其山甚伟。时五月九

日，与友人前往观之，见其色秀势

巍，清幽怡人，遂作文以记之。

既待晨曦漫撒，清天明澈，余

及友人十余人自邯郸北上，经京珠

高速至邢台，又西去百里，由将军

墓至云梦山。

立于山门之下，但见三山合而

为峡，峡深而林幽，一流以贯之。

巍峰耸立，峭壁危岩，千仞白崖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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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下宁静的印尼明古鲁村庄

老挝南欧江四级电站营地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热闹的元宵节

老挝琅勃拉邦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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