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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累硕果，整装迎新年。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公司砥砺前行、加快发展、扎实推进中长期战略规

划的重要一年。公司上下紧紧围绕“一投产、两开工、三签约”的年度任务目标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

力专业化投资公司的战略构想，吹响前进的号角，拓市场、强管理、提质效、促发展，实现了一个又

一个阶段性目标。

2016 年，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顺利投产；老挝南欧江二期项目、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开

工建设；蒙古布罗巨特煤电一体化项目成功签约；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建设顺利推进；老挝南

俄 5 水电站、水泥厂、南欧江一期项目和柬埔寨甘再水电站等项目稳健运营；公司在“一带一路”沿

线市场布局和业务拓展迈出坚实的步伐，企业整体发展呈现出良好的上升态势。

时光流转，2016 年已入尾声。公司正捧着满怀的傲人成果，努力向全面实现年度目标任务冲刺，

向迎接 2017 年的机遇挑战前进。

攻坚奋进，需要统一思想，振奋精神。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要坚定信心，克服持续奋战后可能

产生的懈怠，杜绝醒目成绩下可能滋生的自满，用更加昂扬的斗志应对各种困难。

攻坚奋进，需要全盘梳理，提升效率。我们要紧紧围绕工作目标全盘梳理，对已完成的部分复盘

总结，对尚未实现的计划要抓紧研究，在冲刺阶段拿出比平时更高的效率。

攻坚奋进，需要量化指标、狠抓落实。我们要细化“任务分解表”，制定“落实路线图”。努力

做到“快速”，把工作做到前头。努力实现“到位”，目标务期必成。

攻坚奋进，需要全面统筹，形成合力。“编筐编篓，重在收口 ”，我们要深入广泛动员全体员工，

聚众智、合群力，用每个员工的勤勉努力踏响奋进前行的工作步伐。

岁寒知松柏，冰雪现梅香。在公司持续发展、做强做优的道路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内生力量，

凝聚着广大员工攻坚奋进，那就是具有海投特色的“海文化”；它引领着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海投人大

步伐“走出去”，为实现“海投梦”、“电建梦”、“中国梦”而拼搏努力。

“海纳百川，投创未来”！《电建海投》更是承载着这样的光荣使命。在诠释和传播“海文化”、

助力打造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升级版的道路上，我们永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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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两国总理
见证南欧江二期贷款协议签署

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项目是中资

公司第一次在海外获得整条河流流域

开发权的项目，是中国电建集团以“一

带一路”战略为引导，积极“走出去”，

在海外推进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实施

的首个投资项目。该项目分7个梯级

电站进行开发，总装机容量达127.2

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50亿千瓦时，

总投资约 28亿美元。目前一期工程

开发的二级、五级和六级电站，已全

部建成投产。二期开发的一级、三级、

2016 年 9 月 8 日，东盟峰会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在中

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和老挝国家总理通伦的见证下，集团暨股份公司董事长

晏志勇和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老挝电力公司总经理本嗯签署《南欧江第

二期贷款协议》，这标志着由集团投资的南欧江梯级电站二期取得了重大

进展。

海投语录

海纳百川    投创未来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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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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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酬勤

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大能力

坚持复盘理念

建设“4+1+1”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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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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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七级电站于 2016 年 4月正式

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0 年 8月全部

建成投产发电。

9月 7日，电建集团暨股份公司

董事长晏志勇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

栏目采访时说：“在南欧江梯级电站

的规划中，我们对它原来有的计划进

行了研究，对它的规划方案进行了调

整。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尽量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尽量减少对原居民的

搬迁，尽量减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淹

没。”该项目通过“一库七级”的设计，

合理开发水能资源，通过全周期的环

保管理和移民生计布局，对当地生态

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水电

站建成对调节流域内季节性旱涝，提

高下游防洪能力，保证下游农田水利

灌溉，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平衡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该项目运作中，中国电建充分

发挥全产业链优势，采用“四位一体”

发展模式，协同发展投资开发、海外

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管理四大业务

板块，推动集团业务结构优化、产业

升级、产品和服务向海外输出。通过

统筹、协调和招标，整合集团内部各

方优势资源，全面推动集团调结构、

促转型，产业链与价值链一体化，带

动集团成员企业以“编队出海”方式

更好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该

项目的建设，将改善周边和河段的交

通状况，促进老挝北部地区电网的升

级和输送的互联，带动就业，改善民

生，产生较大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

该项目坚持“本土化战略”，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一、二期工程将配

套建设约 19个集中的移民新村，约

1600 余户；为当地建设各类型道路

460公里，桥梁23座，提供12000余

个就业岗位，配套建设移民新村的寺

庙、学校、村公所、医务室、交易市

场等公共设施，并积极支持地方政府

活动、社会公益、城市发展、基础教

育等事业，促进属地融合和互惠发展。 

自进入老挝市场以来，中国电建

秉承“小国家、大市场”的定位，坚

持“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的方

针，努力深耕老挝市场 20年，成为

国内水电建设企业在老挝占据水电市

场份额最大、建设项目最多、信誉最

好、实力最强的国际化团队。截止到

2016年 1月，中国电建完建项目109

个，在建项目 62个，先后承建了老

挝南梦3水电站、欣合——琅勃拉邦

230KV输变电线路、老挝南坎2水电站、

老挝南康3水电站等大中型项目，投

资开发了南俄5水电站、南欧江流域

梯级电站、老挝水泥厂等多个能源、

矿产项目。 耿兴强

8 月 29 日，中巴经济走廊峰会

暨博览会在伊斯兰堡举行，巴基斯

坦总理谢里夫及中巴两国政府、企

业、研究机构代表出席峰会，共同

探讨中巴经济走廊发展。电建集团

暨股份公司董事长晏志勇应邀出席

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并拜会了巴

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股份公司副总

经理王斌陪同参加上述活动。

晏志勇在中巴经济走廊峰会主

论坛“共享区域发展成果”上发表

演讲，他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是“一

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建

坚定不移地落实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发挥“懂水熟电、善规划设

计、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的

独特优势，以“高端切入、规划先

行，技术先进、质量优良，风险可

控、效益保障”的理念和行动，深

度参与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包括

研究编制中巴经济走廊能源规划、

旁遮普省能源规划，投资开发中巴

经济走廊首批落地的卡西姆港燃煤

电站和大沃风电项目，承担萨希瓦

尔火电站、塔尔煤电一体化项目等

一系列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项目

的建设工作。中国电建将按照两国

政府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部署，

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切

实推进关键项目实施，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为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

巴基斯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更

多服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巴期间，集团暨股份公司董

事长晏志勇、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王

斌一行到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2×660

兆瓦燃煤电站项目现场调研指导工

作。在电站工程现场，晏志勇一行

深入视察厂房、锅炉、集控楼、脱

硫等施工部位以及样板示范区和电

晏志勇出席中巴经济走廊峰会
并到卡西姆项目调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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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安保中央智能控制室，详细检查工程

质量，对项目实施“精品工程、样板领

路”的质量管控措施给予赞许，对项目

现场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施工质量、

环保措施以及工程进展等方面给予充分

肯定。

在听取各参建单位汇报后，晏志勇

对卡西姆港电站项目工程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各参建单位在

项目前期和开工一年多的努力付出表示

衷心感谢。晏志勇指出，卡西姆项目是

中国电建创业发展史中的一个契机，一

个平台，一个窗口，必须通过卡西姆项

目进一步提升和展示中国电建全产业链

一体化优势和集团编队出海能力，通过

卡西姆项目向世界展现中国电建在水利

电力工程及基础设施的工程投资、规划

设计、建设承包、装备制造、运营管理

等各领域的专业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并

不断寻求突破以保持核心竞争力始终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以展现与其他国际化

企业不一样的中国电建，同时通过卡西

姆项目向世界展示中国电建卓越的企业

理念文化、广阔的全球化视野、超前的

国际化思维，以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更广

泛的合作和更大的发展。晏志勇强调，

卡西姆电站项目开创了中国电建多个

“首次”，各参建单位务必始终保持“首

次”心态，不忘初心，始终如履薄冰、

扎扎实实地完成工程建设各项工作，对

项目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做好超前策

划和防范研究，并进行系统分析和提出

对策，以确保工程建设顺利按期完成。

针对卡西姆项目下一步工作，晏

志勇要求：一是要牢固树立世界一流

意识、精品意识、质量意识。参建各

单位以“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和责任，

向世界一流工程对标，高度重视 QSHE

管理，努力争创海外工程“国优金奖”。

二是要高度重视设备实施防腐保护措施

到位。三是要高度重视生产准备工作和

运营项目标准化体系建设，做好生产安

全预案，确保一次通过 168 小时满负荷

试运行。四是要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管

理工作。保证中方员工在巴的人身财产

安全，以及重要关键设备的运输安全。

五是要高度重视人文关怀和思想关怀。

六是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创新海外党

建工作。充分发挥联合党工委政治核心

作用，不断探索海外党建工作新思路、

新方法，积累海外党建新经验。七是不

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立足于企业在

卡西姆项目的角色定位，总结在卡西姆

项目取得的经验，为集团公司今后发展

模式创新提供借鉴经验。八是要依法守

规，履行社会责任。各参建单位在巴基

斯坦要积极参与履行力所能及的社会责

任，树立中国电建有责任心、有爱心的

企业形象。 肖欣  康从钦    肖欣

马宗林到公司调研
并参加“两学一做”专题学习讨论

6 月 2 日，集团（股份）公司

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马宗林率调研

组到公司进行工作调研，并参加公

司党委中心组“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第一次专题学习讨论。

股份公司党委工作部 / 企业文

化部主任王开成，“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电力工程

事业部党工委书记、副总经理熊祥

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二督

导组组长、战略发展部（主任级）

副主任陶永庆，企业领导人员管理

部副主任沈德升等参加调研。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杜春国等在京领导班子

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马宗林在听取电建海投公司改

革发展、党建工作、“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情况和班子成员专题学习

讨论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他对公

司成立近四年来取得的显著发展成

果、管理绩效和为集团国际业务优

先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

肯定；并指出电建海投公司战略布

局、生产经营、项目管控、党建工

作和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成效显

著，有三个方面很突出：一是确立

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包括战略分析、

发展定位、目标任务、路径选择等

都非常明确；公司提出打造四大海

外平台，高度契合集团战略导向和

海投发展功能定位，在推进战略落

地的同时，明晰总部、项目、平台

公司职能定位，为战略协同推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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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建设，细致做好人文关怀，

提升企业的软实力。 

针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马宗

林指出，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很重视，

在推进学习教育形式、内容、方法上都

作了许多创新，安排细致、措施有力；

班子成员通过深入学习和联系工作实

际，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两

学一做”的重要意义，以学促做、学

用结合，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同时，他要求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在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时，要紧密

联系企业实际和海外业务特点，在践

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发展

中，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

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加快

企业发展，推进中国标准、中国技术、

中国设备、中国文化“走出去”，讲

好中国故事、树立中资品牌。马宗林

还结合自己对“两学一做”的学习认

识，从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和工作实

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和解读，为

与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盛玉明代表电建海投公司党委、

公司作了总体情况汇报并表态，公司

将认真组织学习贯彻马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以“四

讲四有”为标准，团结动员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以海外投资战略为引领，

紧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打造海外

投资升级版，为中国电建建成世界一

流企业再作新贡献。

供了有力保障。二是培育了共同的

企业价值观；提出“海纳百川，投创

未来”精神，实施海外人文关怀，凝

聚共识、集聚合力，在尊重、理解、

认同的基础上培育形成共同文化价值

观。三是建立了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

通过总部平衡计分卡、项目经营责任

制等，定量考核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多维度多要素全方位评价，激励导向

作用发挥明显。

马宗林还对电建海投公司长远发

展提出要求和希望，一是海外投资战

略选择要在视野、眼界上更开阔一些，

要作前瞻性研究，力争进入高端市场，

加强投资并购，形成良好的现金流回

报；二是要着重加强风险管理，健全

完善制度体系，特别是建立合同标准

文本，严格法律风险防范；三是加强

信息化建设，推进生产运营和经营管

理的信息化，将“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形成

管理国际化信息化；四是进一步加强 李胜会    张一凡

7 月 11 日至 15 日，正值李克

强总理访问蒙古国并出席第十一届

亚欧首脑会议期间，电建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袁柏松赴蒙古国考察该国

电力市场。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副

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李铮陪同考察。

在蒙期间，袁柏松拜会了中国

驻蒙古国大使邢海明，就蒙古国电

力市场及电建海投公司推动开发的

布罗巨特煤电一体化项目情况进行

深入交流；参加了李克强总理与中

资企业领导的见面会；会见了项目

的合作方及拟收购项目公司的相关

人员；赴项目拟建厂址现场进行实

地考察和调研。

袁柏松肯定了电建海投公司在

项目前期推动开发工作中按照国际

商业规则已经开展的稳健且卓有成

效的工作，也进一步要求海投公司

在继承前期已扎实完成的项目开发

袁柏松考察蒙古电力市场

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蒙古国

电力消纳以及电网系统接入的分析

研究，确保项目技术、经济的可行

性；全面筹划和扎实推进项目开发

过程中涉及到的项目公司收购及项

目投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认真履

行电建股份公司和中国相关政府部

门的投资审批程序；做有责任的投

资商，尊重蒙古国的法律法规和民

族文化，注重当地的环保政策要求，

用发展的眼光做好项目环保筹划。

蒙古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

没有建设新的电厂，目前运行的电

厂设施陈旧且运行不稳定，不能满

足蒙古国的电力消费需求，严重制

约了蒙古经济发展。电建海投公司

推动开发的布罗巨特煤电一体化项

目若能成功实施，对中蒙两国具有

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高冠宇    徐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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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下午，巴基斯坦计划发

展改革部部长阿赫桑 • 伊克巴尔一行

莅临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视察工

作。公司副总经理兼巴基斯坦卡西姆

港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斌等相关人

员陪同视察。

蔡斌在现场向部长一行重点介绍

了锅炉、主厂房、电除尘、烟囱、冷

却塔、码头等主要工程部位建设进展、

主要工作计划，以及项目 2016 年度

重要里程碑目标，并简要介绍了项目

现场中方和巴方员工的基本情况。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伊克巴尔部

长重点考察了锅炉钢架、主厂房、码

头桩基平台以及 1#、2# 冷却塔等施工

区域。伊克巴尔部长对卡西姆港燃煤

电站目前的工程进度、质量表示满意，

对工程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大为赞赏，

称赞中国电建在建设电站大力缓解巴

基斯坦电力供应紧张状况的同时，为

巴基斯坦人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负责任

的国际大型企业。伊克巴尔部长表示，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改革部将全力支持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改革部部长
高度赞赏卡西姆港项目建设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建设，为项目

建设积极营造良好条件，相信在巴中

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携手努力下，卡西

姆港燃煤电站项目一定会顺利实现既

定发电目标。

随后，蔡斌在项目会议室向伊克

巴尔部长一行详细汇报了卡西姆港燃

煤电站项目工程建设进展及目前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伊克巴尔部长表示，

对于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将积

极推动巴基斯坦相关部门解决和落

实。

蔡斌代表卡西姆项目参建单位，

衷心感谢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计

划发展改革部对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

目的关注和大力支持，表示发电公司

将充分发挥中国电建全产业链一体化

优势，始终贯彻落实“建设一座电站、

树立一座丰碑、造福一方人民”的工

程建设理念，精心筹划、精密部署、

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

期实现发电目标。

苏增军  武夏宁    苏增军
4月 30日，尼泊尔工业部工业司

司长马赫苏尔一行七人在项目公司人

员的陪同下到项目现场视察，就项目

建设进度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

在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公司人

员向马赫苏尔司长一行详细介绍了项

目建设的历程和当前的进度情况。马

赫苏尔司长认真查看了各个部位的施

工状态，详细了解了各个部位的进度

情况，询问了下一步项目建设组织与

发电并网计划，同时，也给项目建设

的推进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马赫

苏尔司长指出，上马相迪A水电站项

目是尼泊尔重要的私人投资水电站项

目，长期以来他对项目建设情况非常

关注，通过本次现场视察，他认为项

目建设进度十分值得肯定。

最后，马赫苏尔司长表示对本次

视察非常满意，上马相迪A水电站项

目是他看到的水电站项目建设进度最

快的一个项目，希望上马相迪A水电

站早日建成发电，为尼泊尔电力事业

发展做出贡献。

尼泊尔工业司司长
到上马相迪项目视察

刘新峰    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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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创业奉献、加强多方合作关系

构建、为企业为国家发展勇担责任

等方面再作贡献。

在考察座谈会上，赵新华汇报

了电建海投公司改革发展总体情况

和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侧重介绍了

蔡斌同志的先进事迹、获得荣誉和

奖励等情况；蔡斌介绍了自己的工

作学习经历、在拓展海外投资业务

中的认识体会等；何伟等与会人员

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蔡斌同志的工作、

学习等情况；考察组还察看了有关

书面及视频资料。

公司党委紧密契合企业实际和业务

特点，在海外党建、新闻宣传、企

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的富有成效

的特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

她指出，国资委根据中央企业党委

（党组）推荐的“央企楷模”人选，

组织开展了专家评审和网络点赞等

活动，经研究，55 名候选人中选出

的8名候选人都具有很强的先进性、

代表性，蔡斌同志不仅代表海投、

代表电建，更代表着“走出去”的

央企人，代表着中央企业在践行“一

带一路”战略走出去发展中的形象；

希望从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战略、

不断提升国际业务经验能力、引领

国资委考察公司
“央企楷模”候选人

7 月 15 日至 16 日，国务院国

资委宣传局副局长韩天、宣传局宣

传处处长王晓华一行，在电建股份

党委工作部副主任魏立军，电建昆

明院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何伟和电

建海投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赵新华的陪同下，对“央

企楷模”候选人公司副总经理、巴

基斯坦卡西姆港发电公司总经理蔡

斌同志进行考察，并调研考察了云

南黄登水电站项目。

在听取有关汇报和情况介绍后，

韩天充分肯定了电建海投公司践行

国家“走出去”战略、大力拓展海

外投资业务取得的显著成绩，并对

/   李胜会

他强调，已投产的一期项目要加强运

营管理，推进好二期项目四个电站建

设，做放心工程、建精品工程；继续

开展好系列属地化活动，融入和回馈

当地社会，把中国技术、标准、设备、

资金、文化等优势带出来、融进去，

加强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唱响

中国声音，展现中资企业品牌价值和

良好企业形象；继续做好与大使馆的

信息沟通和互动，重视非传统安全，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为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增色添彩。

最后，南欧江一期、二期项目负

责人代表全体员工再次感谢了关华兵

大使一行视察南欧江项目，让项目全

体员工感受到了祖国的关怀，倍受鼓

舞，全体员工将不负期望，积极工作，

做好项目，与当地坚持融入发展、共

赢发展，为深化中老友好合作关系再

立新功。

9月21日，中国驻老挝特命全权

大使关华兵一行视察南欧江一级、二级

电站。老挝琅勃拉邦省能矿厅官员、老

挝国家电力公司琅勃拉邦片区负责人、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王其辉、南欧江一

期二期项目公司负责人陪同视察。

关华兵到电站现场，先后视察了

一级电站在建情况、二级电站大坝、

中控室、厂房安装间、移民新村及项

目营地，观看了《情满南欧江》纪录

片，听取了项目公司对电站建设历程、

重大节点、发电效益、环保移民、社

会责任项目等综合情况的汇报，向坚

守岗位的电建一线员工表示了慰问和

关怀。在与一线员工亲切握手时，关

大使详细询问项目员工“来自哪里、

工作怎么样、注意身体健康”等，传

递了无微不至的关心。

在电站现场，关华兵与琅省能矿

厅官员、老挝国家电力公司领导人员

交换了意见。能矿厅副厅长洪潘先生

说：“很荣幸陪同大使先生视察南欧

江项目，我们对南欧江电站很满意，

对中国企业在这里实施项目很高兴，

南欧江一期电站现在已发电，二期电

站在建，项目很好带动了区域的经济

和当地居民的脱贫致富，促进了当地

移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修好了路和

配套设施，帮助我们提高技术和培训

人员，与中资企业合作很好很愉快，

感谢中国政府给我们带来的发展机

会，希望后续还有很多这样的项目。”

关华兵充分肯定了中国电建在老

挝取得的成绩，对全流域开发的南欧

江项目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

进中老友谊所作出的努力表示了高度

赞赏。他表示，南欧江电站是点缀在

南欧江上的七颗明珠，成绩很喜人、

很震撼，对国家“亲、诚、惠、容”

的周边理念和“一带一路”战略精神

落实得很好，很好地展现了企业的重

要纽带作用，是中资企业的好榜样。

中国驻老挝大使关华兵视察南欧江项目

桑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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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时间 9 月 26 日 16 时，

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隆重举行

发电仪式，在优美欢快的民族乐曲

中，尼泊尔能源部部长嘉纳丹 • 沙

玛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参赞、副

馆长程霁共同展开电站落成牌，这

标志着中资企业投资建设的尼泊尔

首个电站项目，顺利完成了首台机

组发电目标。尼泊尔国家电力局局

长萨米尔 • 拉特纳 • 山克亚，公司

董事长盛玉明，副总经理俞祥荣，

总工程师张国来，以及参建各方有

关领导出席发电仪式，共同见证首

台机组发电。

嘉纳丹 • 沙玛在讲话中，高度

评价了电站项目取得的重大成就和

重要意义。他提到：“水电是尼泊

尔经济发展的基础，尼泊尔水电资

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的‘一

带一路’战略将为尼泊尔经济发展

提供很大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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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站项目

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投产发电

为以后外资进入树立了榜样，尼泊

尔政府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尽量

简化有关手续，加强中尼双方的友

好合作，促进能源项目落地，推动

尼泊尔经济发展。”

程霁在讲话中指出：“中尼是

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邻邦，两国

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将坚持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

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

惠及周边国家。中国电建投资建设

的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将源源不断

地向尼泊尔电网输送电力，给人民

带去光明和温暖，数以万计的人民

因为工程的建成而受益。这充分展

示了项目承建方中国电建的实力，

表明中国企业有能力、有决心、有

信心为尼泊尔人民提供更好的服

务，上马相迪 A 水电站也将成为中

尼强化能源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的例证和典范。”

盛玉明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电

建海投公司的基本情况、发展战略

和投资业绩，并表示：“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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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尼两国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

合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精

心做好电站的运营维护工作，高效

推进上达吉水电站等合作项目，为

尼泊尔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动

力，为尼泊尔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

坚强保障！”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是中资

企业在尼泊尔投资的第一个电站项

外推进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实施的

重要投资项目。为实现早日投产发

电，电站主体工程于 2013 年 1 月正

式开工以来，项目公司先后克服了

“4.25”大地震、海关口岸禁运等

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精心组织，科

学推进，实现了工程项目质量、安

全、进度的可控在控。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项目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关注民生、造福当地百姓。工

程人员本土化率达 70% 以上，为当

地修建了爱心桥，捐建了寺庙，累

计完成社会责任项目 65 项。2015 

年尼泊尔“4.25”地震发生后，项

目公司及时组织捐款捐物，帮助当

地受灾群众和地方员工度过难关、

重建家园，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高度

评价和赞誉。  耿兴强

目，由中国电建海投公司采用 BOOT

模式投资开发，总投资额约 1.659

亿美元，特许期 35年（含建设期）。

该项目坐落于尼泊尔西部马相迪

河上，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约

180 公里，是一座径流式水电站。

电站总装机容量 2×2.5 万千瓦，

工程采用低坝挡水、长隧洞引水的

开发方式，主要建筑物由长 94 米、

高 23 米的砼闸坝，总长 5.3 公里、

直径 6 米的引水发电隧洞，地面发

电厂房，约 20 公里的 132KV 输电

线路等组成。电站投产发电后每年

将为尼泊尔提供约 3.17 亿度的合

同电量。

尼泊尔国土总面积 147181 平

方公里，90% 以上为山区，总人口

接近 3000 万，经济基础极其薄弱，

燃油、燃气、电力等能源严重匮乏。

首都加德满都要划分区域每天轮流

停电，2015 年尼泊尔地震后更是大

部分区域断电。尼泊尔全国总装机

容量为 824 兆瓦，其中水电发电总

容量占尼泊尔发电量的 93.56%，电

力缺口达 800 兆瓦。上马相迪 A 水

电站占尼泊尔总装机容量的5.72%，

它的投产将对缓解尼泊尔电力紧张

的现状发挥重要作用。

该项目也是中国电建海投公司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导，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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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满意工程和精品工程。同时，希

望老挝中央政府和地方有关单位在二

期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指导、重点帮

扶、重点支持，为项目顺利实施创造

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杜春国代表中国电建集团海外

投资有限公司发表讲话。他指出，电

建海投公司在老挝长期建设过程中，

与老挝政府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南欧江二期项目（一、三、四、

七级水电站）顺利开工建设，凝聚了

中老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亲切关怀，

凝聚了中国电建和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的心血。他代表电建海投公司承诺南

欧江一期项目（二、五、六级水电站）

将如期实现 9台机组全部顺利投产发

电目标，电建海投公司将在二期电站

开发建设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携手

同心，再建精品，再树丰碑。为全面

老挝南欧江二期项目开工典礼
在万象举行

4 月 28 日晚，由中国电建控股

开发的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二期工程

（一、三、四、七级水电站）开工典

礼在老挝首都万象隆重举行。老挝国

家副总理、财政部部长宋迪 •敦迪、

能矿部部长、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副部

长等老挝政府官员，中国驻老挝琅勃

拉邦总领事黎宝光、中国电建集团海

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春国，项目

公司、各参建单位以及其他企业代表

出席庆典仪式。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黎宝光

在致辞中讲到，今年是中老建交 55

周年，老挝南欧江二期水电站主体工

程开工庆典是对中老建交 55周年的

最好庆祝。希望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有

限公司继续本着“重安全、重质量、

重效率”的建设原则，强力推进工程

建设，严把质量关，建成一座放心工

推进老挝“打造东南亚蓄电池”战略

目标的实施，助推老挝经济快速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老挝能矿部部长康玛尼代表老

挝政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

到，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二期开工建

设属于老挝第十党代表会上点名表扬

的重大项目、是第八次中央及地方国

会代表选举、特别是刚刚圆满召开的

国会大会的重要工作成果之一，同时

也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130

周年献礼。南欧江电站二期项目属

于老挝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百姓扶贫

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将为老挝北部

和老挝电网提供稳定优质的电源，同

时将极大改善整个丰沙里省、朗勃拉

邦省和整个南欧江流域地区的交通条

件，促进流域地区的旅游业和工业的

发展，从而带动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快

速发展。

在建的老挝南欧江全流域七级

电站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澜

湄合作”国家战略实施的重点项目，

同时是中资公司首次在老挝境内获

得整条流域开发权的项目。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时任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的见证下，

电建股份公司董事长晏志勇与老挝政

府官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老挝

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项目（二期）

的《特许经营协议》和《购电协议》。

项目共分七个梯级电站进行开

发，总装机容量为 1272 兆瓦，年平

均发电量约 50.64 亿千瓦时，项目总

投资约 27亿美元。南欧江流域一期

（二、五、六级水电站）主体工程已

于 2012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11 月 29 日实现首台机组发电；一期

项目预计今年 5月全部投产运营。南

欧江流域二期项目（一、三、四、七

级水电站）前期路桥工程已完工，将

于 2020 年全面投产发电。南欧江七

个梯级项目投产运营后，将大大改善

老挝北部缺电的现状。该项目将极大

地促进老挝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带动

周边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张一凡  郭丰    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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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企业标准化方针和目标，形成了

以技术标准为主体，管理标准、工作

标准相配套的企业标准体系，经过几

年的探索实践，打造了领导重视、全

员参与，基础扎实、实用性强，因地

制宜、注重创新，不断完善、持续改

进的具有“海外特色”的标准化良好

行为企业。甘再项目公司全体员工将

继续齐心协力，不断强化本土化管理

水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把甘

再电站打造成柬埔寨的标杆电站做出

贡献。

此次获得“电力企业标准化良好

行为企业”AAAA 级认证，是在集团

公司标准化建设整体战略部署下取得

的宝贵成果，是海投公司开展标准化

工作成果的重要体现，为电建海投公

司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建立健全、

有效运行、持续改进海外电站项目标

准体系，提高标准化管理水平，起到

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电建海投公

司将以本次现场确认工作为契机，将

标准化管理模式推广到老挝南俄 5水

电站、老挝南欧江梯级开发一期电站、

尼泊尔上马相迪 A水电站的运营管理

工作中，进一步优化海外运营项目标

准化体系建设，以管理创效益，为海

投公司的投资业务持续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

甘再电站通过中企海外首个
“电力行业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AAAA 级认证

7 月 19 日，中国水电柬埔寨甘

再项目公司以总分 486分的好成绩，

高分通过中电联专家组进行的电力企

业“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AAAA 级

现场确认，成为中资企业第一个获得

此荣誉的海外运营水电站。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评审专家

组以《电力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

及确认工作实施细则》为依据，结合

海外水电站项目实际特点，主要对甘

再项目公司标准化工作基本要求、技

术标准体系、管理标准体系、工作标

准体系以及标准体系的实施监督与持

续改进等方面进行了符合性和有效性

审查。

甘再水电项目是集团投资运营

的首个境外水电 BOT项目，首个推行

标准化建设的海外运营水电项目，首

个通过 AAAA 级现场确认的境外中资

电力企业，同时也是中电联首个现场

确认的境外项目。

甘再公司围绕企业发展愿景，建

彭锟  郑勇

2016 年 10 月 25 日 , 由中国电

建所属电建海投公司控股开发的印

尼明古鲁 2×100 兆瓦火电项目开

工典礼在印度尼西亚明古鲁省首府

隆重举行。明古鲁省省长哈吉 • 瑞

度亚 • 马克提博士，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棉兰总领馆刘卫国领事，中国

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玉明，EPC 总承包商中国水电建

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印尼国

家电力公司、能源矿产部、港务公

司及当地政府、商会代表，印尼合

作方印达公司、分包商以及其他企

业代表出席了庆典仪式。

哈吉 • 瑞度亚 • 马克提博士

代表印尼政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他指出，电力资源的开发对明

古鲁具有重大的意义，“没有电力，

就没有工业；没有工业，就没有就

业”。明古鲁项目是一项利国利民

的重要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为苏门

答腊岛提供优质的电源及稳定的电

网，促进明古鲁地区旅游业和工业

的进步，从而带动当地社会和经济

的快速发展。明古鲁省将全力协助

印尼明古鲁项目开工建设

中国电建集团在征地移民、准证办

理、电网接入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刘卫国领事代表中国驻棉兰总

领馆对项目的开工建设表示热烈祝

贺，并对印尼电力投资市场进行介

绍，他表示：电力短缺制约了印尼

的经济发展，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电

力需求，印尼政府已经制定了中长

期电力需求规划。希望电建海投公

司能够在印尼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

象，积极承担并履行好社会责任，

实现合作共赢。

盛玉明代表电建海投公司对

工程的顺利开工表示了祝贺，向积

极推动、支持项目的印尼政府及各

界人士表达了感谢。他表示：明古

鲁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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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明古鲁省目前最大的投资

建设项目，电建海投公司将全力以

赴，努力将项目建成为精品示范工

程，如期实现发电目标。本项目参

建企业均为电建集团内最优秀的企

业，其中，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将负责项目 EPC 总承

包建设，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将

为项目提供设计。

印尼明古鲁火电项目位于印

尼苏门答腊岛明古鲁省。包括净装

机容量为 2×100 兆瓦燃煤电站、

150kV 输变电线路、卸煤码头及相

关设施，项目运营期 25 年，年均售

电量约 14 亿度，计划于 2020 年 2

月实现投产运营。电建海投公司自

2014 年起积极推动该项目，最终确

定了我公司作为主要股东与印尼合

作方印达公司共同出资开发本项目

的合作模式，并顺利通过了印尼国

家电力公司组织的资格预审、招标、

合同谈判等流程，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正式签署购电协议，进入建设

准备期。

目前，明古鲁项目前期准备

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项目投产运营

后，将大力改善苏门答腊岛缺电的

现状，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就

业机会，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李仪  贾蕾    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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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成果显现

工程建设硕果累累。“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进展顺利，截至2015年底，

国开行已签订 4个项目的贷款合同总

计6.8亿美元，发放贷款1.23亿美元。

中老铁路已经开工建设，中泰铁路、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正式启动，印尼

的雅加达至万隆高铁也已开工建设；

俄罗斯的莫斯科至喀山高铁，马来

西亚至新加坡的高铁项目也在加快

推进。

据商务部最新统计，中国企业

2015 年在“一带一路”相关的 60 个

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额的 44.1%，同比增长 7.4%；完成营

业额 692.6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45%，同比增长 7.6%。同期，我国企

业投向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优势

产业直接投资累计约 116.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0.2%。　

能源建设绩效凸显。继高铁、

核电和卫星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明

星产品，中国水电也将成为“中国制

造”走出去的新名片。“2015 年我

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前

100 家企业”中，电力相关企业占到

21 家，其中排名前 50 的有 12 家，

相较 2014 年的 10家有所增加。进入

新世纪，人类面临更加严重的资源危

机、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

性问题。为缓解能源需求压力，保持

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优先发展

水电已成为国际共识。水电是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产业，是可以容纳风电、

容纳光电、容纳分散的散电的有调节

性能的产业。每一个大的水电工程都

是对受益一方、致富一方、推动一方

综合发展的一个大的压仓石。

近年来，中国水电产业突飞猛

进，在世界水电行业实现了从“追随

者”到“领跑者”的飞跃。在国家全

面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带动

下，中国水电企业紧抓海外市场机遇，

在参与海外项目的过程中，不断展现

高效的项目运作能力和强大的投资能

力，已经从早期的工程分包、项目施

工取得短期收益的初级阶段，上升到

拥有自主开发权，依托综合实力开展

资本并购、管理运营电站、获取长期

收益的全新阶段，中国水电“走出去”

已然全面升级。

在业务上，中国水电企业不断推

进国际业务层级升级，坚持差异化竞

争，大力发展海外清洁能源 EPC承包

和投资项目。从对外劳务合作，到单

项工程承包，再到工程建设承包加融

资总承包，直至项目投资运营。在规

“一带一路”市场开拓新思维
  盛玉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两年多来，随着中国完成顶层设计、成立亚

投行、启动丝路基金，与多国签署合作协议，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开工，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推进，当初的蓝图正在变为现实。

模上，中国水电海外市场开发与技术

经验稳步提升，整合全产业资源的综

合实力不断升级，全面整合投资开发、

国际工程设计与建设、电站运营和咨

询全产业链业务，实现资源的全球化

配置，为海外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

案。在形态上，早期国内企业间各自

为政、分散经营，“多支枪打一只鸟”

的现象普遍存在。如今，为避免无序

竞争和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国内水

电施工建设企业、设备制造企业、设

计咨询企业和关联产业的相关企业，

更多地选择携手组建“中方联盟”，

编队出海、互利共赢。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

中国电建的海外业务在 2015 年斩获

颇丰。4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见证

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巴基斯坦卡西

姆港燃煤应急电站项目正式签约；11

月 29 日，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南欧

江梯级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这标志着中企在境外的首个全流域水

电开发项目顺利完成首台机组发电目

标；12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见证中

国电建签署津巴布韦最大基础设施项

目；12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专门向

非洲各国政要推介中国电建 EPC总承

包的阿达玛风电场。一年来，电建集

团先后签约世界最大河道整治工程、

孟加拉国最大燃煤电站、老挝和赞比

亚最大水电站、肯尼亚最大燃煤电站

等重大项目，并参与中老铁路、印尼

雅万高铁的建设。

“一带一路”市场开拓的思路和

措施

积极提升市场开发工作质效。为

实现在“一带一路”市场不断上马新

项目，做好市场营销工作是重点。一

要不断完善投资和承建项目的储备、

优选、评审和决策机制，从源头上夯

实投资质量；二要调整优化市场营销

组织体系，把最优质的资源、最优秀

的人才、最强劲的机制配置到市场开

发团队，提高对目标市场的覆盖广度、

营销深度和工作力度；三要切实增强

开发工作的主动性、计划性和系统性，

提升尽职调查、综合协调、理性研判

和科学抉择的能力，狠抓前期工作质

量和深度，规避风险不可控项目；四

要加强与现有合作伙伴及同企业内部

单位间的沟通交流，此外，充分利用

外部机构如中国驻外使领馆、经商参

处、当地商会、律所等多种渠道，扩

大知名度，来获取市场信息；五要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高端引领、行

业战略合作等方式进行主动营销，充

分发挥“亮剑”精神和“钉钉子”的

拼劲闯劲。

适时调整完善国别市场策略和

行业策略。在国别市场选择上，重点

跟进“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湄公河流域等战

略规划区域市场项目。对传统市场要

进一步精耕细作、深度开发，以在建

和运营的优质项目作为“企业名片”

宣传载体，利用品牌和资质优势，占

据市场主导地位；对新进市场做实市

场调研和风险评估，对标同行企业，

把握“规模扩张”与“稳扎稳打”的

平衡。在行业选择上，能源和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内容和优先发展的领域，能源建

设企业的海外投资重点领域建议在水

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基础设施

等领域，在项目拓展中注意“发挥优

势能力”和“把握市场机遇”的平衡。

水电。属于国家资源，能够提供

清洁低碳的电力，此外，还可以帮助

改善农业生产，并对电力系统进行调

节，且亚洲、拉美和非洲地区具有丰

富的水电资源和较低的开发率，将会

进一步开发水电资源，因此具备很强

的竞争力。

火电。虽然面临日益严格的环保

和低碳要求，英、美、加等发达国家

或将关闭部分或全部燃煤电站，发展

中国家也可能逐步提高燃煤电站的环

保要求，但对于“一带一路”的众多

发展中国家来说，煤炭仍是一种廉价、

便于获取、装运和燃烧的能源，储量

相对丰富，目前仍然无法替代

燃气电站。随着可再生能源在

电源结构的比重逐渐上升，燃气电站

作为重要的调节方式也将变得更加重

要，由于燃气电站灵活的调峰能力、

低污染以及高效率等优势，燃气电

站将作为重要的电源多元化和产能调

节，在中国、印度和部分中东国家将

得到进一步发展。

风电、太阳能。“一带一路”所

经之处，如中亚南亚等地，很多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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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潜力巨大的

国家与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

推动下，以风电、太阳能为代表的新

能源行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在绿色

经济的要求之下，太阳能已经成为全

球新增电力投资的最主要板块。

基础设施。在能源领域以外，基

础设施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机会。“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一直比较落后，目前“一带

一路”沿线，对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关注度排在前三位的区域分别是东南

亚、中亚和南亚地区，数据显示，越

靠近中国，互联互通的愿望越强烈。

在中国的陆上邻国中，已经有俄罗斯、

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朝鲜和越南等

国与中国开行了直通列车。老挝、缅

甸、尼泊尔、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和

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或即将建设直通中

国的铁路。

构建企业高端价值链。一是产

业链一体化。建筑施工处于整个产业

链的末端，市场的高度、恶性及不规

范竞争，使得企业利润十分微薄。随

着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建筑业

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中国企

业对外工程承包出现了向产业链上游

移动的趋势。EPC（设计—采购—施

工）、BOT（建设—经营—转让）、

PPP（公私合作关系）和 DB（设计—

施工）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的选择。未来，中国企业在工程承包

全产业链分工地位将出现明显变化，

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项目规划、

勘探、设计、管理等领域，通过开展

高端业务推动全行业的发展，对外工

程承包项目会出现大型化、规模化、

高端化的趋势。另外，对外工程承包

8.7%，连续三年每年获得现金分红

1.44 亿欧元，股息分红率 5.64%。不

仅如此，三峡还充分挖掘投资葡电股

权的战略价值，利用其在全球网络、

资源、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共同

开发欧洲、北美、非洲等清洁能源市

场，目前已成功进入欧洲新能源市场

和巴西能源市场，开创了中国企业通

过股权投资突破市场壁垒，走向国际

化经营的新模式。三峡集团这几年通

过在巴西市场投资并购电站项目，已

成为巴西第二大私营发电企业。

产融结合、协同发展是华能集团

重要的发展战略。华能集团已在金融

领域展露锋芒，华能天成租赁公司是

华能集团公司的金融资产管理平台；

以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为控管母公

司，旗下控股和受托管理 10家金融

企业，业务涵盖资金结算、信贷、证

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租赁

等传统金融领域以及碳资产、私募股

权管理等新兴金融领域。不仅为华能

集团节约了资金成本，而且为海外并

购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公开资料

看，其海外投资的 8个项目中有 4个

是并购项目，旗下金融企业的资本支

持功不可没。

对于大多数尚未尝试海外并购

业务的能源建设企业来说，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可以尝试并购发达国

家中小型能源公司为目标占领新市

场、新技术、新业务，改善和优化公

司投资结构，实现企业快速增长的规

模效应和业务协同效应。

和对外投资相结合的趋势将会越来越

明显，会有更多企业参与到资源合作

等综合开发项目中，利用自身在工程

建设方面的技术能力和业务网络，进

入新的业务领域，由承包商转变为业

主。

对于能源建设类企业来说，大部

分业务处于产业链中游的低端价值链

环节，为提高竞争地位，从以分包为

主向高端专业化承包商转型，就需要

延伸产业链，更加专注于高端的、高

附加值领域 ,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上下

游产业，发展上游投融资和咨询高端

业务环节，同时提高下游销售、运营

和维护能力 ,逐渐从传统的价值体系

低附加值环节中升级转型，成为金字

塔顶端企业。

以三峡集团为例，三峡集团的国

际业务战略为：大力开展海外投资和

国际承包工程，着力形成海外投资、

建设、运营、咨询四大国际业务板块，

为海外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以国际化经

营推动和促进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

的建设。旗下海外投资主体三峡国际

和中水电公司担负着三峡集团全产业

链“走出去”重任，负责三峡集团主

要境外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和管理。

二是产业链向价值链转化。产业

链向价值链转化，单靠一个或几个企

业的力量无法实现，需要对集团整体

进行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盘活产业

链各个环节的主观能动性。在这方面

做得最好的，战略转型最为明确的是

中国交建。

2014 年中国交建提出“五商中

交”发展战略，通过资源整合和业务

重组实现一体化发展，实现由“工”

向“商”的转变，由产业链向价值链

转化，由传统优势向产融结合新优势

转化。“五商中交”，就是“进城下

海”，即打造全球知名的工程承包商、

打造城市综合体开发运营商、打造成

特色房地产商、打造成基础设施综合

投资商、打造成海洋重型装备与港口

机械制造及系统集成总承包商。将产

业链转化为价值链，打造生命共同体，

是中国交建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三是开展并购业务，推进产融一

体化。对于电力能源海外投资类企业

来说，传统业务模式为绿地投资，绿

地投资是集投融资、设计、监理、施

工等为一体化的开发模式，产业链条

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对于深耕细作

东南亚、非洲等传统市场，绿地投资

模式是成功的，但是，对于开拓“一

带一路”新的市场区域和开垦新的产

业领域，开展并购投资无疑是一个重

要途径。通过仔细调研和稳妥推动并

购业务，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行技术、品牌、营销网络等资源

的并购整合，对企业扩张国际市场版

图、优化投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电力能源央企中，审时度势，

把握市场机会，通过海外并购加快海

外投资拓展步伐的代表企业为三峡集

团和华能集团。三峡集团通过葡电进

入了欧美及巴西市场，加快了全产

业链走出去的步伐。2011 年底，三

峡集团抓住葡电资金饥渴的机遇，成

功收购了葡电。目前葡萄牙电力公司

运营稳定，连续第三年实现既定收益

目标。按权益法核算的年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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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而建立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价

机制，对于选择好的供应商是非常重

要的。对于系统内外的设备及服务供

应商，都要建立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

（含数据库）。评价体系的评价因素

和逻辑要合理设计，数据库要不断完

善和更新，要注重用事实说话。对于

设备及服务供应商的履约情况，要及

时记入数据库并在评标时计入相应履

约分值。对于履约特别差的供应商，

不管系统内外，要坚决打入黑名单。

而且，在项目投产后，也要继续

高度关注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土建、

安装等方面质量，要及时对相关问题

或缺陷的成因进行分析和对相应供应

商进行后续评价，并会同在建设阶段

对供应商的评价情况，形成对相关供

应商在该项目中履约表现的综合评价

和闭环管理，从而搭建完整的供应商

评价体系，为选择好的供应商创造良

好的条件。

在做好供应商评价和选择的基

础上，对于服务供应商来说，还要求

其搭建高水平的项目管理团队。海投

公司不仅要求服务商的关键岗位人员

满足相关资质条件，而且相关人员还

要由海投公司进行面试。面试通过后，

未经海投公司总部批准，服务商项目

管理团队成员不得进行更换。

巴基斯坦卡西姆燃煤电站项目

就是实行“小业主、大服务”的典型

案例，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优化，在以

后的投资项目特别是火电项目中逐步

实施。

三、要树立设计是龙头的理念。

设计是建设项目的龙头，是节约

投资成本、提高建设效率、保障项目

可靠稳定运行的关键。建设工程的规

模、标准、组成、构造等特征都是通

过设计来实现的。无论是在投标阶段

还是在项目运作阶段，设计始终是项

目管理的灌浆，始终为项目的总造价、

成本利润、工艺方案、工期计划管理

提供可靠的支撑。

设计与项目成本和效益都是息

息相关的。大量经验表明，影响工程

项目控制投资的关键在设计阶段。据

相关统计，设计阶段影响项目投资额

的 75%-95%，而设计费通常仅占工程

总投资的 3%-5% 左右。设计标准决定

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 .波

特教授提出的价值链理论，按照项目

发展的进程，任何一个项目全寿命周

期都可以划分为决策阶段、建设（规

划设计实施）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及

投产运行实现预期目标阶段，每一个阶

段又包括不同的细化阶段，由此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其中，建设阶段是

项目价值的创造过程，是项目全寿命周

期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因此，对于海投公司，如何基于

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理念，科学合

理地抓好建设阶段的过程管理，是一

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前段时间的

学习、调研和思考，我认为，海投公

司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

海外投资项目建设管理的研究和探讨。

一、要树立合理控制建设成本的

的理念。

对于海外投资项目，我们必须从

其全生命周期来筹划各阶段的投入，

而不能仅仅从项目生命的某个阶段来

进行判断和决策。在项目的建设阶段，

基于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理念
科学抓好海外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杜春国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投公司”）作为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主要的海外投资平台，其重

要职能就是通过海外投资，获取良好的投资收益，并带动集团全产业链业

务走出去。海投公司作为投资企业（而不仅仅是设计承包企业），要取得

良好的投资收益，就必须基于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理念，统筹抓好项目

开发、设计、建设、运营等各阶段的工作。

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建设成本，才能为

项目的最终成功奠定良好基础。所谓

合理控制建设成本，就是控制建设成

本既不能过高，也不能太低。

关于建设成本过高的问题，大多

数人容易形成共识。譬如，对于海外

电力投资项目，在电价、融资成本、

外部环境等边界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项目建设成本而造

成投资过高，将会大大降低项目内部

收益率，加大项目投资风险。鉴于大

家通常比较关注建设成本过高所带来

的危害和风险，而且时时注意采取相

关措施进行防范，本文不再对此进行

赘述。

我认为，关于不合理降低建设成

本的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思

考和研究。因为如果建设期的投入不

足，必然会影响到项目的质量，必然

会对项目建成投运后的安全稳定运

行带来事故隐患，这不仅仅将造成

后续技改工作量大大增加，而且将

对项目全寿命周期效益产生很大的

负面影响。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项目的可

研阶段，高度重视合理的投资成本特

别是项目本体建设成本，一定要设定

合理的项目概算。尤其是在选择设备

及服务供应商时，要树立“共赢”的

理念，要为相关利益方留足合理的成

本，要预留一定的利润空间；要设立

合理的招标方案（如通过设立合理的

投标价上限和以平均价价格为基准双

向扣分等方式），切实改变最低价中

标的状况。在项目建设阶段，要充分

考虑电力项目（特别是水电项目）的

客观复杂性，在项目建设管理举措到

位的情况下，要支持合理的设计变更，

要及时接受承建商的合理索赔，以保

证合理的项目建设成本，为实现良好

的工程质量创造条件。

另外，在海外投资项目中，项

目所在国政府有时对运维成本控制很

严，譬如，海投公司跟踪的坦桑尼亚

的马斯吉瑞项目，坦桑尼亚电力公司

对运维成本的要求，只是海投公司其

他海外项目运维成本的 50%左右。如

果在项目建设阶段，没有对设备选型、

系统自动化水平、工程设计及施工等

方面进行科学有效的管控，没有对项

目全寿命周期管理成本进行体系化设

计和全过程筹划，则很难实现运维成

本的降低，很难保障项目的安全稳定

运行和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要树立“小业主、大服务”     

 的理念。

作为集团海外投资的专业平台

公司，海投公司注重的是良好的投资

收益和对集团全产业链业务的带动作

用，这必然要求海投公司在建设期实

施“小业主、大服务”的项目管理模式。

“小业主”要求我们项目管理机构简

洁，人员精干，主要负责项目实施的

重大问题决策和项目建设各方协调、

协作。“大服务”要求选定履约能力

强的承建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既

可以是 EPC承包商，也可以是设计、

设备供应、施工等环节的服务商）和

专业能力突出的监理队伍。

高水平的“大服务”是实行“小

业主”的前提条件。而要保证大服务

的质量，就必须选择好的设备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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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决定了工程量

和施工组织（如在甘再项目，设计优

化将大坝的混凝土浇筑量比原先设计

减少了 10%）。工程量和施工组织决

定了成本和效益。同时，材料费和设

备费也是成本控制中的重点，而设计

决定了材料种类和设备选型。特别是

理想的设备选型将对项目的后期安全

稳定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作为投资企业，我们必须

从设计的角度树立“安全、节约、和

谐、效益最大化”的新理念。要本着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要大力

鼓励设计优化，既要鼓励项目建设相

关方在开发阶段对设计进行整体优化

和创新，也要鼓励他们在工程实施过

程中，及时提出局部的设计优化建议

方案。

在项目设计管理工作中，要注重

加强设计方案的评估、论证和优化管

理工作，要在相关合同中约定设计优

化的评价方法和奖惩措施，在保证工

程的功能、安全和质量（如外观质量、

实体质量和社会质量等）的前提下，

重点从设计的角度，加强工程的成本

控制和管理，同时把握标准，灵活设

计，赋予个性，精心创作，做到“好

中求精”，特别是要注重合理选用技

术标准、灵活运用技术指标、科学确

定工程设计方案、优化细节设计、加

大设计深度、加强设计文件质量的管

理、强化对设计进度计划的监控等工

作。

四、要树立将竣工验收体系化要

求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理念。

海投公司已投产的海外投资项

目，在竣工验收过程中，都遇到了不

少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竣工验收体系

化、标准化的要求对项目进行管理，

特别是工程资料档案管理不够完善的

现象比较突出。譬如，系统性档案台

账不全，有些档案无法提供正式纸版，

竣工图未经监理单位、业主单位审核

等。这些问题极大影响了竣工验收工

作的顺利开展。

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水电、

火电、电网、新能源等不同类型项目

的完工验收及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细

则，明确应遵循的标准和相关专业要

求。而且要在建设期伊始，对项目完

工验收和竣工验收进行全面的策划和

部署，要同建设工作同计划、同实施、

同考核。要认真做好项目各类材料的

制作和保存。必要时，可聘请专业咨

询机构帮助我们做好项目的过程验收

管理。譬如，通过适时引入第三方咨

询机构，实现审计和咨询的全过程一

体化管理，使竣工验收的标准和规范，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

行。项目建成之时，就达到了竣工验

收的条件，为项目后期顺利移交和健

康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五、完善 HSE 管理体系，全面

推行绿色建设标准化管理。

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及在全球

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中国企业逐渐

由过去的默默无闻，变为今天的备受

关注，特别是水电建设项目，在项目

建设阶段，项目点多面广，资源消耗

大，环境影响敏感性强，其行为更容

易受到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和审视。

作为海外投资公司，我们的项目

不仅要顺利建成，而且还要在所在国

实现长期稳定的运营，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扎根所在国，必须响应当地人民

的实际需要和合理诉求，真正设身处

地为对方着想，与所在国人民、所在

地居民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企业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而加强绿色建设管理，

保护所在国人民世代生存的家园，正

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

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国际先进标

准，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建设环境保护

的有效管理，实现绿色建设标准化管

理。通过完善海投公司HSE管理手册，

进一步优化项目建设环境管理体系。

要根据 HSE管理手册的要求，指导承

建企业编制绿色施工规章制度，规

范绿色施工运行机制；精心策划施工

组织方案，实现施工全过程的绿色管

理；积极应用先进的绿色施工技术和

工艺，注重对所在地资源的有效合理

利用；建立施工环境绩效考评机制，

完善绿色施工监督保障体系。加大

相关理念的宣传教育及规章制度的学

习贯彻，要将文明施工、绿色施工纳

入到承建企业的合同。同时，在海投

公司内部，建立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

体系，要形成海投公司总部督查、项

目公司检查、施工企业自查的“三位

一体”绿色建设监控体系。

有风险中最不可预测和防范的风险，

并且一旦发生，将给投资者带来毁灭

性损失。

2. 决策风险：有些企业在开拓

市场时，东道国提出须承包商投资才

能拿到项目，由于国内缺乏专门的海

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以帮助企业分析

和评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企业

又受到信息渠道、市场经验、判断能

力等因素的限制，极易在没有准确计

算投资回报并衡量投资风险的情况下

做出盲目投资的决策，给企业带来严

重损失。

3. 融资风险：相对于国内融资

渠道来说，中国企业境外融资渠道较

为狭窄，大多是采用项目融资的方

式，部分企业也采取了境外发债等融

资方式，但总体来说利用国际资本的

融资能力还有待提高。此外，项目融

资大多是十几年的融资期限，期间必

然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如利率

变化、汇率波动等，一旦发生不利于

海外投资企业的变化，则会导致投资

成本急剧增加，进而无法实现预期的

投资回报。

4. 税收和法律风险：由于东道

国与我国的法律体制存在差异，也会

给海外投资企业带来风险，涉及环保、

税务、劳动就业等各方面法规。

5. 管理风险：海外投资项目在

工程建设和项目运营过程中均存在一

定的管理风险，如合同变更风险、合

同签署不严谨带来的风险。

6. 人才风险：目前许多从事跨

一、海外项目投资面临的

主要风险

1. 政治风险：因政治环境、政

策法规发生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经济

损失，包括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

政治暴乱、政府违约等风险。它是所

中国电建应对国际投资项目风险的主要措施
  李铮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

快，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受得许多国家的青睐，工程建设业务纷纷由 EPC 

向 BOT、PPP 转型。在海外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海外投资业务的风险

越来越大，中国电建提出采取六项措施积极应对。

一体化
资源整合

全面风险管理

高效
投资开发

精益化
建资管理

高质量
运营管理

多渠道
海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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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国际化经营的决策能力、专业能力

和协调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要做强做优海外电力投资业务，

首先要做强做优企业总部，而采用与

国际接轨的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方

法，成为打造一流总部的优先选择。

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方法，于上

世纪 90年代由美国学者和企业家提

出，其核心是将绩效考核与公司战略

挂钩，被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

工具之一。海投公司作为开展海外电

力投资业务的中央企业，成功引入国

外先进管理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内涵和做法

（一）采用平衡计分卡实施总部

绩效考核的内涵

平衡计分卡是把企业及其内部

各部门的任务和决策转化为多样的、

相互联系的目标 , 然后再把目标分

解成多项指标的多元业绩评价系统。

海投公司总部绩效考核采用平

衡计分卡作为主要评价体系，力争实

现“突出重点、优化配置、提高效率、

绩效导向、均衡发展”的目标。具体

目的是确定总部部门工作目标并达成

共识，指导部门明确思路、制订计划、

提出举措，保证其与公司战略相匹配，

激励部门全面或超额完成年度工作任

务目标，推动公司发展战略落地。此

外，利用奖惩措施激励各部门有针对

性地改进短板、攻克瓶颈，提高公司

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

人力资本观念，海外投资业务执行过

程中具有丰富融资经验、法律经验、

商务经验、项目执行经验等方面的人

才还很匮乏，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速度

无法与企业海外投资业务的发展速度

相匹配。

此外，企业海外投资还会面临产

品标准规范风险、宗教习俗风险、自

然灾害风险等其他风险。

二、主要应对措施

1. 投保海外投资保险。以中国

信保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为例，该业务

是中国信保为鼓励投资者进行海外投

资，对投资者因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汇

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以

及违约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中国信保对企业

项目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和定价，制

定和实施承保方案，帮助企业管理和

转移风险，这是“走出去”企业目前

可以选择的有效的风险控制方式。当

发生风险事件时，企业在理赔申请得

到审批通过之后可以获得相应的损失

赔偿，从而减少经济损失。

2. 完善自身的投资评价及决策

体系。项目初期，企业可以借助大型

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专业力量，对东

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税收、优

惠政策等条件进行充分调研和实地考

察。尤其是市场消纳问题、“汇兑限

制”是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在项目

评估期，企业应按照自身的投资评价

体系和模板，计算出投资回收期、投

资回报率等一系列指标，报投委会审

批。在项目执行阶段，要不断总结投

资决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同

时要研究同类企业投资失败的案例，

避免重蹈覆辙，逐步摸索出适合本企

业的投资决策体系。

3.采用多元化的股权投资形式。

首先，在预计投资回报达标的情况

下，可在项目公司层面，适当让渡

给东道国政府部分资源股（干股），

以取得一定的本国企业身份，以获得

东道国对其的政策支持。其次，可以

让渡项目公司部分股权给财务投资

人，这些财务投资人的引入，可以大

大节省中国企业资本金的投入，获得

财务杠杆利益。第三，要密切关注汇

率、利率等走势的变化，采用货币掉

期、利率掉期、远期结售汇等多种金

融衍生品锁定资本成本、保证投资回

报。

4. 争取两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首先，要关注两国政府是否签署了双

边保护协定、以两国政府为主体做出

的承诺、受保护的投资财产种类、对

外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的业务

活动是否给予公平待遇，以及对外投

资财产的征收、国有化措施及补偿、

投资及收益的回收、投资争议的解决

等。其次，对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应

多雇佣当地员工，采购尽量本土化。

拉动当地的经济和就业，争取东道国

给与项目公司的支持。第三，承担一

定的社会责任，对东道国进行适当捐

赠，有利于树立投资企业形象，保持

东道国对项目公司的支持。第四，紧

跟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导向，例如在

“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投资，以

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5. 加强内部管理，构建风险预

警系统。企业需建立相配套的事中监

督和控制程序，保证预先计划和方案

的正确实施，制定应急预案，一旦发

生风险即可采取及时补救措施，避免

风险进一步恶化。企业要加强对项目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管理，既要充分

授权，又要监管到位，确保建设期的

顺利实施和运营期的款项回收。

6.加强各类人才培养，重视风险

教育和培训。企业要重视风险教育，

培养出一批在法律、税收、融资、项

目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并定期将

企业核心团队送到国内外接受正规培

训，在项目进入运行期后，需要培养

一批当地员工，既能节约劳动力成本，

又能保证人员长期稳定的工作。

    

一、实施背景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投公司）是中国电力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

建）专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市场开发、

项目建设、项目运营与投资风险管理

的法人主体。海投公司以投资为先导，

带动海外 EPC业务发展，成为中国电

建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国际业

务优先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平台。

海投公司生产经营具有国际化、

专业化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公司业务涉及境外投资的三种主

要形式，即特许经营、直接投资和收

购与兼并，业务涵盖电力、矿业、建

材等领域，专业管理难度较大；二是

境外投资特许经营时限长，对运营管

理、风险防范要求高；三是公司项目

均在境外，点多面广，组织管控、模

式创新、本土化经营与文化融合任务

重；四是公司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员

工队伍呈现高学历、年轻化、教育背

景多样化等特点。这些特点对海投公

以实现战略落地为目的的国有电力企业
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体系

该论文获得 2016 年度电力企业国家级管理创新优秀论文一等奖（主

创人：盛玉明，李胜会）。该成果也获得了 2016 年全国国企管理创新成

果一等奖。

总部能力打造在推进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绩效考核

则是提升总部能力的有效工具。公司引入国外先进的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

体系，并成功在国有电力企业实施，有效促进了企业功能发挥，为战略落

地提供了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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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管理水平。

（二）采用平衡计分卡实施总部

绩效考核的做法

1、科学合理地设置平衡计分卡

内容

第一，搭建合理的总体内容架

构。平衡计分卡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将公司战略目标任务细化分解为

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区间目标值，在

公司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间搭建

一种新型绩效管理体系。平衡计分卡

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指标组成，每个

指标均可量化，具有详细的计算方式、

计分标准，并根据其重要程度在平衡

计分卡中设定不同的权重。指标分值

基准为 100分，最高分 150分，最低

分 50分。

第二，因地制宜地确定各部门

的具体指标。根据公司年度任务目

标，结合总部部门职责定位，按照 4

个维度指标加 1个加减分项指标（简

称“4+1”指标），确定部门具体指

标设定。每个部门的指标数量控制在

15-20 个。

第三，多维度地考核总部部门绩

效。在“4+1”指标体系中，4 个维

度全面衡量了总部部门的各项工作。

其中经济财务维度针对为实现公司股

东等利益相关方价值、确保公司可持

续发展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指标。

履职情况维度针对为确保部门有效履

行职责、积极响应上级组织对本部门

考核要求和努力完成年度任务目标的

指标。部门管理维度针对为保证部门

内部正常运行、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

管理效能而设定的指标。综合评价维

度针对为确保部门保持良好的工作表

现、工作纪律、团队协作、精神面貌

和集体荣誉感而设定的指标。另一方

面，加减分项更多考虑了部门的具体

情况，让整个考核体系的设置更具灵

活性和针对性，具体来说，加减分项

包括为激励部门勤勉尽责、创新进取

获得上级组织及外部嘉奖，杜绝安全

质量事故、违规违纪行为、不良影响

事件发生而设定的衡量指标。

2、明确总部绩效考核机构职责

公司层面设立了绩效考核与薪

酬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绩委会），

负责考核方案和考核结果的审议与调

整，并对各部门平衡计分卡中的量化

指标考核情况进行核定。绩委会下设

总部绩效考核工作组，具体负责对各

部门平衡计分卡中的量化指标进行审

核与打分。

3、采用平衡计分卡实施总部绩

效考核程序

首先，自主制定具体考核指标。

每年初各部门根据部门职责、年度任

务目标和“4+1”指标，编制初稿，

由分管领导审核后，经绩效考核工作

组核定，提交公司主要领导与部门面

对面沟通确定终稿，据此编制平衡计

分卡责任书，经公司决策机构审批

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部门负责人

签订。

当部门工作因故有较大变动或

调整时，该部门可提出申请调整当年

的平衡计分卡指标，经公司领导审核

后，报公司绩委会审批，该部门年度

考核将依据最新批准的平衡计分卡进

行。

第二，按部就班组织考核实施。

上级公司考评结果公布后，各部门依

据部门平衡计分卡进行定量部分自

评，并提交述职报告和定量自评支持

性材料，经分管领导审核、绩效考核

工作组核定、绩委会审定后，确定定

量部分得分。同时，绩委会组织召开

总部部门述职会，在听取部门述职的

基础上，对定性部分进行打分。以上

定量、定性得分相加便是各部门最终

考核得分。

最后，科学合理运用考核结果。

每次考评结束后，绩效考核工作组都

形成考评报告，经绩委会审定，提交

公司决策机构审批后，公布考评结果、

考评分析，推进查漏补缺、优劣比较、

管理提升。人力资源部门依据此结果

进行年度绩效兑现。

三、实施效果

采用平衡计分卡实施目标化、差

异化、实效化的总部绩效考核，契合

了海投公司实际和业务特点，既积极

响应上级公司管控要求，又将公司战

略、年度目标、员工成长具体分解到

岗到人，为培育总部核心能力和推动

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激励导向作用明显。以

2015 年的考核为例，本次考核涉及

14 个部门 4 个维度共近 300 个指标

的考核评价，涵盖了上级公司经营业

绩、管理评价考核的所有要素指标，

其中有 160 个指标为绩委会考核评

价，122个指标由公司领导考核评价，

14 个指标由公司领导和部门领导打

分评价；最终考核结果为8个部门得

分超过150分，4个部门得分为150分，

2个部门在 140-150 分区间；而同年

海投公司在上级公司综合考核中位列

控股类公司第 1名。

（二）总部核心功能有效发挥。

根据战略定位和上级管控要求，海投

公司总部承担“战略管控、投资决策、

资源配置、风险防范、绩效评价、价

值创造”6项功能。采用平衡计分卡

实施绩效考核三年来，总部权利和各

种管理边界关系进一步明晰，职能制

度化、工作标准化、业务流程化、管

理信息化的运行机制进一步顺畅，总

部目标化、精益化管理进一步见效，

公司营业收入、利润、资产总额、经

济增加值连续三年实现了两位数以上

增长，总部逐渐成为公司的价值创造

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风险控制中心。

（三）团队能力建设成效突出。

总部平衡计分卡、项目公司经营业绩、

员工绩效考核共同构成了海投公司全

覆盖多维度的三层全面绩效考核体

系，极有力地促进了总部能力建设，

总部人才结构不断优化，员工素质能

力持续提升。总部员工现平均年龄

为 35岁，其中博士占 4.6%，硕士占

52.1%，本科及以上人员占 97.5%，

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占 32.1%，中级以

上职称人员占 55%；公司全员劳动生

产率逐年大幅增长。一支具有专业化、

国际化、复合型的海外投资人才团队

正在逐步成长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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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
加强外宣工作   助力海外业务

党委工作部

电建海投公司是中国电建专业从

事海外投资的法人主体，在中国电建

调结构、促转型、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

国际业务优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

擎、载体和平台作用。公司现在老挝、

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尼、

刚果（金)等10多个国家拥有6个运

营项目、4个在建项目和10多个前期

项目，在建及运营电力项目总装机300

万千瓦。

近年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坚持国家站位，建机

制、搭平台、选载体，融通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电建文化，不断

增强国际舆论话语权，提高公司文化

软实力，为海外投资业务快速健康发

展创造良好舆论环境和有力支持。

一、创新外宣机制

       融通话语体系

一是完善外宣工作机制。公司成

立外宣工作领导机构，建立起覆盖各

级党组织、各部门、各子公司的三级

新闻宣传网络体系，特别建立外宣工

作“绿色通道”，涉及海外重大题材

的外宣工作，直接向分管领导和主要

领导汇报。利用公司协同、OA、移动

办公等一体化信息化平台，逐步健全

了公司总部、驻外机构宣传工作联系

网络。先后修订了《宣传工作管理规

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每年制订宣

传策划方案，做到年有总体计划、季

有新闻线索、月有具体安排，并针对

阶段性和重大活动进行专题宣传策划，

形成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落实的工

作机制。

二是搭建多种媒介平台。契合媒

体传播新变化，公司构建了“门户网站、

微信平台、内部刊物、协同系统、橱

窗、显示屏”等多样化的宣传渠道体

系。注重发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

网站等不同媒体的优势，利用文字、

图片、音频和视频多种载体，全方位

立体化展示公司业绩和文化。特别是

充分利用好网站、微信等新媒体阵地，

去年共采写微信故事12个，制作微信

小电影4期。

三是畅通外媒合作渠道。公司注

重加强与外部媒体的交流互动与合作。

柬埔寨甘再公司与《高棉日报》、《柬

华日报》等当地媒体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老挝南欧江流域公司与《万象时

报》、巴基斯坦卡西姆公司与《今日

巴基斯坦》等媒体也形成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通过外媒重点对投资项目意

义、履行社会责任、改善民生就业等

方面进行宣传，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理

解和支持。同时注重加强与央视、《人

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内媒体驻外机

构的交流和沟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2015年，央视 4次、《人民日报》2

次对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兴业进行了报

道。

2016 年 8 月 22 日，中国

电建集团（股份）2016 年新闻

宣传工作会召开，电建海投公司

获得多项表彰。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盛玉明作为 4 家现场交

流的单位代表之一，介绍了公司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经验。

二、创新外宣内容

       讲好中国故事

一是精准传播投资项目的重大意

义。公司投资项目大都分布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三个吻合”

的突出特征，即：项目实施与欠发达

国家绿色发展主流相吻合，与“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相吻合，与国家商业

模式创新的要求相吻合。公司聚焦海

外投资，体现“七个不一样”，即：

中国电建有着“不一样的视野、不一

样的理念、不一样的愿景、不一样的

目标、不一样的责任、不一样的能力”，

最后体现“不一样的中国电建”。比

如投资建设的甘再项目，被誉为柬埔

寨的“三峡工程”，通过《高棉日报》

等进行系列报道后，作为执政党的重

要业绩印到大选选票上，成为参加大

选、赢得民众口碑的重要筹码。

二是精准传播绿色发展的动人事

迹。公司项目在经过3-5年的建设期

后，还要经历25-40年的运营期，我

们把镜头聚焦项目公司如何践行“绿

色发展，科学开发”理念，撰写了《情

系南欧江的碧水蓝天》等一系列主题

报道，在国际上得到了良好反响。在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流传着一

个电建稻田的故事，项目公司把原本

用来修建营地的100亩稻田，为村民

保留下来，还专门修建了水泥灌溉沟，

确保稻田旱涝保收，老村长感动地把

这块稻田叫做“电建稻田”。公司把

这个故事通过微信电影等多种形式进

行推送，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三是精准传播中外友谊的感人

故事。公司各海外项目外籍员工占比

30%-70%左右，在运行机制、管理方式、

劳动用工、文化融合等方面，积极推

进本土化经营。多年来，柬埔寨甘再、

老挝南俄5等项目，坚持为当地政府、

军队、医院、学校、公益组织、老百

姓等捐赠物资、修缮房屋、架桥修路，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当地民众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公司注重讲好电建故

事，特别是外籍员工的故事；上马相

迪项目尼泊尔籍员工希苏巴，卡西姆

项目巴基斯坦籍员工杨帆等先后被授

予电建海投“每月之星”。我们把镜

头对准他们，及时捕捉了《艾里克的

中国梦》、《巴铁哥们的电建情缘》

等一系列外籍员工融入中国电建的故

事，促进中外文化融合、传播电建好

声音。

三、创新专题策划

       注重借机求显

一是做好重点项目专题策划。公

司围绕“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开发的

重点项目，利用中外国家领导见证签

约、重要领导使团高访、开工庆典、

投产发电等重大事件，提前进行专题

策划，提升外宣效果。老挝南欧江梯

级电站是中资公司首次在海外获得整

条河流流域开发权的项目，也是中国

电建全产业链一体化实施的首个投资

项目。公司针对该项目组织了“3+N”

专题宣传，即完成了一本画册《大美

南欧江》、一部纪录片《情满南欧江》、

一本《施工管理与技术专辑》、外加

N篇通讯报道。公司以首机发电为契机，

在庆典仪式上进行投放，同时组织新

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等媒体

记者前往现场采访。先后在主流媒体

刊发长篇通讯报道20余篇次；刊发各

类消息报道60余篇次，同时被国资委

官网、央视网、人民网等转载3万余次，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二是积极应对新闻舆情事件。公

司扎实做好外宣工作的新闻风险防范，

适时监测社会舆情，正确把握舆论导

向。去年9月份，柬埔寨受到台风“环

高”影响出现强降雨和洪涝情况，随

后在社交网络“脸书”（Facebook）

及部分当地媒体，出现了关于甘再水

电站造成台风和洪灾的负面报道。我

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连夜起草

《声明》，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让

社会公众了解电站正常运行情况；同

时通过柬埔寨东南亚电视台、巴戎电

视台、金边晚报等媒体及其微信平台，

进行了一系列客观、正面的报道，有

效澄清了事实。通过扎实主动的工作，

柬埔寨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

席发表电视讲话，肯定了甘再水电站

在防洪度汛中的积极作用，有效反击

了负面言论，化解了舆论危机。此次

应对舆情的成功做法，在中宣部、国

资委有关会议上进行了经验交流。

做好新闻宣传特别是外宣工作，

是企业“走出去”赋予我们的重大责

任和历史使命，这项工作意义深远、

空间广阔。我们将在集团（股份）公

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勇于开拓，深

入思考，不断总结，使中国的好声音

播扬五洲四海，让中国员工与海外民

众建立深厚友谊，使中国企业真正扎

根海外，促进中国标准、中国技术、

中国设备、中国文化“走出去”，为

中国电建建成世界一流企业作出新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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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组织庆祝建党 95 周年
暨公司成立四周年主题活动
——电建海投公司党委组织四项主题活动迎“七一” 

李胜会

6 月 22 日，公司党委在总部举

行了“庆祝建党 95周年、公司成立

四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题

活动”，主题活动内容主要包括组织

《公司成立四周年纪念文集》授书、

颁布《公司党群工作制度手册 2016

版》、重温入党誓词、讲专题党课等。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为全体

在京党员上专题党课，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杜春国主持活动。公司在

京领导、总部全体党员 80余人参加

活动。

这次主题活动是按照公司党委

“五个一”活动部署要求组织，旨在

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暨

公司成立四周年，进一步增强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励各基层党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光

荣传统，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增

强党性意识，回顾发展历程，凝聚智

慧力量，加快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专业化投资公司建设。

一是举行《公司成立四周年纪念

文集》授书仪式。公司领导向总部各

部门代表授予《公司成立四周年纪念

文集》；此次结集出版的纪念文集，

是公司文化建设的又一成果，共分为

发展篇、管理篇、文化篇三部分，收

录了公司在发展历程、企业管理、文

化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作品，以展示公

司辉煌的发展成就，总结先进的管理

经验，弘扬和谐的海投文化，汇言纳

智，增强信心，激发斗志，激励广大

员工在新的征程上再建新功。

二是颁布《公司党群工作制度手

册2016版》。根据公司党委部署和

“制度修订月”活动安排，党委工作

部经过认真组织，修改汇编完成了包

括 45项制度在内的《公司党群工作

制度手册 2016 版》，这是公司党委

第三次修改汇编党群制度，该手册是

公司各级党组织、工会组织开展工作

的制度依据和规范指引，是公司党委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国企党

建优势作用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公司

党建科学化水平和促进党组织监督保

障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组织全体在京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在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赵新华的领誓下，全体党员

举起右拳，面向党旗，郑重宣誓，“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重温入党誓词

使大家接受了一次锤炼党性的洗礼，

广大党员深深感受到党员的责任、使

命、荣耀，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时刻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

党员的先进性鞭策激励自己，坚定理

念信念，发扬优良传统，牢记职责使

命，立足本职岗位，奋发进取、争先

创优，以更加高昂的精神、更加优异

的业绩为公司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践

行对党的庄严承诺。

四是组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专题党课。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

玉明围绕庆祝建党 95周年、公司成

立四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

题，向与会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他在党课讲授中回顾了党的光荣

历程，解读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培养、选拔、

使用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针对党员

干部在工作中如何发挥好先锋模范作

用，提出了加强“勤、齐、书、化”

四种意识；对深化“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争做政治合格、素质过硬、作

风优良的党员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和

行动指南。同时他还回顾总结了公司

成立四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显著

业绩，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对公司下一步发展进行了展

望；号召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充满信

心、砥砺前行、齐心协力、拼搏进取，

为全面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和打造海

外投资升级版而努力奋斗。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

作了活动总结，他指出，这次主题活

动组织周密、内容丰富、意义深远；

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贯彻精神，要

全力以赴确保全面完成年度任务目

标，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迈上新台

阶。同时，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要紧密结合实际，围绕生产经营中

心，扎实推进“两学一做”。一是要

筑牢思想，从严从实“学”；要原原

本本领会精神，补好“钙”加足“油”，

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

学以致用，踏踏实实“做”；广大党

员要从自身做起，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三

是学做互进，知行合一；要做到坚持

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

程序不变通，使每项工作都能“信得

过”“过得硬”；以学习教育新成效

促进公司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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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增强卡西姆项目的凝聚力、

向心力和战斗力，更好地统筹协调项

目参建各方力量，顺利推进巴基斯坦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开发建设。

作为集团首个海外项目联合党

工委，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的成立，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统筹协调和纽带作

用，紧密联系项目各参建单位，有效

发挥 “四位一体” 作用和产业链一

体化集成优势；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在

境外大型项目建设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和监督保障作用；有利于统筹组织各

类主题实践活动，统筹对外联系和宣

传，树立中国电建品牌形象，传播中

国电建文化理念；有利于实践探索国

有企业海外党建工作开展和党组织作

用发挥的新途径、新思路、新举措。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

目是“一带一路”项目，“中巴经济

走廊”签署后首个“优先实施项目”，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实现融资关闭

的项目，电建集团全面推进全产业链

一体化战略的第二个落地项目，电

站工程建设于 2015 年 6月正式开始

桩基工程，工程建设期为 36个月，

2017年12月底前实现首台机组发电，

2018 年 6 月底两台机组进入商业运

行。总投资约 20.85 亿美元，采用 2

台 660兆瓦超临界机组，年均发电量

约 90亿度。

集团首个海外项目联合党工委
——中国电建集团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正式成立

苏增军  冯克锋

2016 年 4月 29 日，在中国电建

集团目前海外最大投资项目，卡西姆

港燃煤电站项目现场，电建集团旗下

各参建单位党政领导齐聚一堂，召开

中共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第一次

（扩大）会议，会议由卡西姆港燃煤

电站项目联合党工委书记、发电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蔡斌同志主持，

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委员参加，各

参建机构党支部委员列席。

会议首先宣读电建集团党委《关

于组建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联合党

工委的批复》及电建海投公司党委《关

于组建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联合党

工委的通知》，这标志着集团首个海

外项目联合党工委——中国电建集团

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正式成立。

蔡斌就做好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项目联合党工委提出五项工作任务。

他强调，各参建单位要充分利用联合

党工委平台，围绕工程建设进度、质

量、安全、投资、安保、人文关怀等

工作目标开展党建活动和劳动竞赛，

以党建促生产，确保党建工作落到实

处。随后，各参建单位党支部书记汇

报各党支部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与会

委员围绕联合党工委工作目标、工作

制度和议事规则、2016 年联合党工

委拟开展的重点工作进行深入讨论。

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设书记 1

名，副书记 2名，委员 6名。卡西姆

项目联合党工委，是电建海投公司党

委按照中国电建集团股份公司党委、

国资委党委、中央组织部的整体部署

和有关要求，协调卡西姆项目各参建

单位党委组织成立，目的在于加强和

改进海外项目党的建设，进一步将党

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发挥

坚持学用结合  突出价值创造

深化“两学一做”助推海外投资升级版建设
党委工作部

电建海投公司是中国电建专业

从事海外投资业务的法人主体和运作

平台，在集团调结构、促转型、产业

链价值链一体化、国际业务优先发展

中承载着重要的引擎、载体和平台

作用。公司党委现设有2个党工委、

12 个党支部，其中驻外机构党组织

9 个；建立了6个海外项目基层工会；

成立了7个党群专项工作领导机构；有

正式党员197名，常驻国外党员90名。

根据中央、国资委党委、电建集

团（股份）党委关于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安排部署，公司党委立足

海外投资业务实际和特点，坚持学用

结合，突出价值创造，把学习教育与

战略落地、提质增效、强化履约、素

质提升、文化融合等中心工作相结合，

实现同心同向，同频共振，以学习教

育的新成效推动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

一、完善工作机制，将组织强力

推动贯穿始终。

完善工作机制周密部署安排。公

司党委成立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协调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明确工作职

责、任务分工，形成了党委书记履行

主体责任亲自抓、具体责任部门牵头

抓、相关部门共同抓的工作运行机制。

细化落实电建股份党委《实施方案》，

结合公司实际层层制订具体推进计划

2016 年 9 月 22 日，电建集

团（股份）党委召开“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电建海投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参

会并代表公司党委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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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实现国内国外同步安排、同步推

进。建立学习教育联系点制度，结合

领导分工、项目分布、业务领域，每

名党委委员都明确了1到2个联系点，

着重做好定向指导。公司党委还将“两

学一做”作为党建工作责任制和基层

党支部书记述职的重要内容，作为评

先树优的主要依据，形成责任层层落

实、压力层层传导的工作机制。

“三坚持一落实”突出学习成效。

一是坚持领导带头，充分发挥领导干

部“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二

是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实施方案要求

引导党员干部认真查摆问题，重点解

决问题，切实抓出实效；三是坚持学

用结合，紧密结合党员日常教育途径、

教育方式，推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

在日常、严在经常；四是细化落实安

排，结合实际完善具体推进计划表，

区分层次、分类指导，把握好党员、

领导干部的重点要求，推动学习教育

不走过场、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二、创新形式载体，将突出学习

成效贯彻始终。

创新学习方式，“互联网 +”搭

建学习平台。公司利用“互联网 +”

搭建海外学习教育平台，结合集团党

建信息系统上线，完善党建过程管理

和标准化建设，认真抓好集中学习、

专题讨论、讲党课和主题活动。通过

公司网站、共产党员网、协同办公系

统、党建信息平台、海投微语公众号

等信息化手段，探索开放式、互动式

党员教育管理方法，满足党员多样化

学习需求。巴基斯坦卡西姆联合党工

委统筹协调集团 9家参建单位，通过

开展知识竞赛、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

提升党性修养和党员意识；柬埔寨甘

再党支部将学习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

相结合；老挝南欧江党支部主动接受

驻当地使领馆党委的指导，邀请使馆

工作人员来项目讲党课、开展形势任

务教育。

发挥典型引领，契合海外实际确

保实效。公司党委通过在线督导和现

场检查的方式，加强对海外党支部学

习教育的督促指导，确保组织到位、

措施到位、落实到位。各海外党组织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完成规定动作的

同时，积极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南欧

江党支部开展“为党旗增光辉，为企

业献良策”系列活动，通过头脑风暴、

合理化建议征集等形式，汇言纳智、

共谋发展；卡西姆联合党工委开展了

“戴党徽亮身份、做表率践承诺”活

动，集团参建单位 113名党员主动亮

身份、作表率，成立 24 支“党员先

锋队”，凝心聚力加快项目建设。公

司每月都评选 2名业绩突出的员工授

予“每月之星”，引领创先争优；中

央企业劳动模范何书海、央企楷模蔡

斌等一批优秀党员，常年奋战海外投

资业务一线，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

用。

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促改推动管

理提升。公司党委以学习教育为抓手，

对包括 47项党群制度在内的企业管

设顺利推进。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克

服了“4.25”大地震和“宪法事件”

引发印度封锁尼泊尔口岸造成的停工

影响，于 9月底实现首机发电。南欧

江二期项目主动与当地政府、使领馆

对接并取得积极支持，目前库区移民

工作、主营地建设等工程节点目标顺

利推进，以“学”的成效，促“做”

的实效。

与素质提升相结合。公司党委坚

持通过学习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

质，培育复合型人才。建立以内部培

训为基石，以领导力培训、职（执）

业资格培训、专项业务培训为支柱的

“一石三柱”培训体系，采取企校共

培、外派常驻、跟踪培养、导师带徒

等对员工进行全方位培养。完善激励

机制，打通晋升通道，采取平衡记分

卡、KPI 等进行考核，建立员工评价

激励机制，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际化

人才团队。

与文化融合相结合。公司党委围

绕“三型海投”建设，提炼出“海文

化”特色文化，结合 “五个一”系

列主题活动，开展企业文化宣贯 ,促

进文化融合和价值认同。坚持本土化

战略，在海外党员的学习教育中，开

展党情培养和当地风俗培训，积极推

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和适用性分析，

结合海外火电业务拓展、投资并购等

商业模式创新，及时查漏补缺，完善

制度建设，补齐管理短板。树立纪律

意识和规矩意识，加大对制度执行情

况的检查，强化过程监督，强化内部

管控，实现闭合管理。公司党委将每

年的 4月定为“制度修订月”，建立

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以学习教育推

进企业管理再上新水平。

三、抓好“五个结合”，将推动

改革发展贯穿始终。

与战略落地相结合。公司党委

将学习教育与公司“十三五”战略规

划编制相结合，及时调整中长期发展

定位、业务规划、国别市场和保障体

系建设；及时调整和优化组织结构，

新成立了投资并购部和新加坡控股公

司；召开战略务虚会、与电力施工企

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积极推动战略

优化和战略落地，努力实现以投资为

引领、总承包助力，强强联合、共同

协作的合作新模式，打造集团“走出

去”航母舰队。

与提质增效相结合。公司党委坚

持把“查问题、补短板、促管理”贯

穿学习教育始终，把提质增效的任务

目标纳入平衡计分卡和 KPI等考核指

标，修订制度，优化流程，补齐短板，

提升管理。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坚

持样板引路、强化监督、一次成优的

管理思路，大力推进施工管理标准化

建设，成立 QC小组 35个。老挝水泥

公司内部挖潜向管理要效益，在市场

发生变化销售额同比下降 20%的情况

下，利润同比增长 11.13%，实现了

逆势增长。

与强化履约相结合。公司党委强

化合规意识，强化风险管控，倡导走

动式管理、精益化管理，确保项目建

进本土化经营和跨文化融合。各项目

公司党员带头参加所在国公益活动，

为当地百姓等捐赠物资、修缮房屋、

架桥修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党委通过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切实增强了党员领导

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党性观念；进一步

规范了海外基层党建工作；在推动海

外投资项目建设中，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党员领导的带头示范作用、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并取得较好成效；

但因项目实际、国别特点和党员分布

等情况，海外党组织学习教育仍需进

一步持续加强。

我们将在电建集团（股份）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把学习教育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务求实效，扎实推动，以学习教育新

成效助力打造海外投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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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NEWS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实现本年度上网电量突破 2 亿度

截至 2016 年 8 月 28 日，老挝南俄 5 水电站已

经连续累计安全无事故运行 1365 天，总累计上网

电量 16.5 亿度，本年度上网电量突破 2 亿度，实

现了连续安全稳定运行零事故的目标。

2016 年 7 月 27 日，“2016 老

挝商业奖”（LAO BUSINESS AWARDS 

2016）颁奖典礼大会在万象东昌酒

店隆重举行。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

司出席会议并被授予“优秀中小企

业发展奖”和“特别贡献奖”两项

大奖！成为同时获得两个奖项的仅

有 2 家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

家中资控股获奖企业。

本次获奖是老挝政府对中国电

建投资并运行的老挝水泥工业有限

公司的高度认可。奖项将有助于提

升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的行业地

位和影响力，并增强“狮牌水泥”

的品牌效应，为今后的销售起到良

好宣传效果。

水泥公司喜获老挝政府大奖

李子未  刘建山

李媚  赵志宏

“海投活力，青春风采”
英语配音大赛圆满举行

9月 14日，公司团委举办的英语配音大赛现场比赛正

式打响。电建集团（股份）公司团委书记傅勇，海投公司副

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李铮，电建集团（股份）公司团委副书记

刘新建等领导出席活动。比赛中，选手们充分展示了流利的

英语口语，并结合配音的角色展示出恰当的情绪和口音转换，

为观众带来了一组精彩的视听大片。 邱清

上马相迪 132 千伏输电线路全线贯通

2016年 8月 27日，尼泊尔上马相迪132千伏

输电线路导线、地线、光缆全部贯通，为电站首

台机组投产发电争取了时间。

132千伏输电线路工程于2015年 4月开工，

2016年 4月 9日首批角钢塔材料经一年时间的运

输周折后抵达现场，4月 13日塔基混凝土施工全

线完工，6月24日组塔施工完成，6月进入导线、

地线、光缆牵引施工，8月 27日导线、地线、光

缆铺设全线完工，历时16个月。  刘永强

资讯 NEWS

中刚水电公司获得刚果（金）
布桑加水电站项目发电特许经营权

2016年 8月 23日，刚果（金）能源水利部与中刚布桑加水

电股份有限公司在金沙萨签署《卢阿拉巴省卢阿拉巴河布桑加

水电站项目发电特许权合同》，能源水利部部长Jeannot Matadi 

Nenga Gamanda和中刚水电公司总经理何应强代表双方签字。该

合同的签署，标志着布桑加水电站项目进入建设实施新阶段，是

华刚一揽子项目合作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韩忠艺  张新丽

印尼明古鲁项目 EPC 工程合同正式签约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运维合同正式签署

9 月 30 日，印尼明古鲁（2×100 兆瓦）项目 EPC

工程合同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该项目的成功开发，符

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集团“向产业链上游领域

拓展，深度开发印尼市场”的战略规划高度契合，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9 月 30 日，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运维合同签

署仪式在海投公司总部举行。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

明出席签约仪式并作重要讲话。会议由海投公司总经理

杜春国主持，海投公司副总经理张奋来、钟海祥，甘肃

能源公司相关领导参加仪式。 蔡秋野  戴吉仙牛宽     周愫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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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评价了电站项目取得的重大成就

和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一带一

路”战略将为尼泊尔经济发展提供很

大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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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项目为以后外资进入

树立了榜样，尼泊尔政府将不断优化

投资环境，简化有关手续，加强中尼

双方的友好合作，促进能源项目落地，

推动尼泊尔经济发展。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政务参赞

程霁表示，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上马

相迪Ａ水电站，将源源不断地向尼泊

尔电网输送电力，给尼泊尔人民带去

光明和温暖。这充分展示了项目承建

方中国电建的实力，表明中国企业有

能力、有决心、有信心为尼泊尔人民

提供更好的服务。上马相迪Ａ水电站

也将成为中尼强化能源电力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的例证和典范。

上马相迪Ａ水电站坐落于尼泊

尔西部马相迪河上，距离尼泊尔首都

加德满都约 180公里，是一座径流式

水电站。该水电站是中资企业在尼

泊尔投资的第一个电站项目，由中电

建集团投资开发，总投资额约 1.659

亿美元，特许经营期 35年（含建设

期），期满后将转交当地政府。该项

目电站投产发电后每年将为尼泊尔提

供约 3.17 亿度的合同电量。上马相

迪Ａ水电站占尼泊尔总装机容量的

5.72％，将极大程度缓解尼泊尔电力

紧张现状。

《人民日报》：
中资企业建设的尼泊尔首个电站项目发电

朱剑红

2016 年 9月 26 日，中国电力建

设集团投资建设的尼泊尔上马相迪Ａ

水电站举行发电仪式。尼泊尔能源部

部长嘉纳丹 •沙玛和中国驻尼泊尔大

使馆政务参赞程霁共同展开电站落成

牌，这标志着中资企业投资建设的尼

泊尔首个电站项目，顺利完成了首台

机组发电目标。

尼泊尔能源部部长嘉纳丹•沙玛

《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报道截图

《环球时报》：
中国电建借力良好政策环境
大力开发尼泊尔水电潜能

G T :  W h a t  i s  t h e  s t a t u s  o f 

PowerChina's current investment 

in Nepal?

Sheng: PowerChina has carried out 

11 projects in Nepal since entering 

the market in 1989, and most of 

them are hydro-electric stations. 

The $165.9 million Marsyandi-A 

hydro-electric station with installed 

capacity of 50 megawatts (MW), 

which started generating electricity 

on September 27, 2016, is the first 

hydropower project invested in by a 

Chinese company in Nepal.

Another hydroelectric project, 

the 65-MW Kaligandaki Upper 

hydroelectric station, has passed 

the local authoritie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is under 

negotiation over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s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he total investment for the project 

is about $234 million. 

We will keep exploring the market 

and follow up with several other 

hydroelectric projects. 

GT: Why did PowerChina decide 

to invest in Nepal? 

Sheng:  Nepal  is  a landlocked 

m o u n t a i n o u s  c o u n t r y  w i t h 

abundant hydropower resources, 

yet the country has long had power 

shortages. The lack of electricity 

hampered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Nepal is estimated to 

have the potential of hydropower 

generating capacity of  a total 

of 42,000 MW, but it only has 

installed capacity of 824 MW and 

has a power deficit of up to 800 MW 

in total.

Editor's Note:

Aft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meeting with Nepal Prime Minister Pushpa Kamal Dahal during the 8th BRICS Summit in Goa, 
India starting on Saturday, Sheng Yuming (Sheng), chairman of State-owned PowerChina Resources, spoke to Global Times 
reporter Li Xuanmin (GT) in Beijing on Sunday. They discuss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company's 
investment in Nepal and the nation's overall business environment.

《环球时报》2016 年 10 月 17 日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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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e 

think that Nepal's hydroelectric 

sector has full potential to grow, 

and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behind PowerChina's investment in 

Nepal.

Besides, Nepal's abundant and 

inexpens i ve  l abor  f o r ce ,  the 

popularity of English among its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s 

favorable  po l ic ies  for  pr ivate 

investment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also drew our investment. 

GT: What are the benefits those 

investments brought to China 

and Nepal?

Sheng: The hydroelectric stations 

a m e l i o r a t e  N e p a l ' s  c h r o n i c 

energy deficiency and optimize 

its power structure. For example, 

the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the 

Marsyandi-A hydroelectric station, 

which wi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for nominal 

price after the 35 years of licensed 

operation ends, represents 5.72 

percent of  the country 's total 

supply. 

The hydroelectric projects also help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turn its 

resource advantages into economic 

engines. In the long run, it not 

only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pal's tertiary industry such as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but also 

provides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locals. 

PowerChina's investment in Nepal 

comes amid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 exports of 

Chinese technology, equipment and 

labor to foreign markets. It also 

fits the government's agenda to 

tighte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initiative. 

G T :  H o w ' s  t h e  b u s i n e s s 

environment in Nepal? Any 

challenges during the investment 

process?

Sheng: Nepal remains quite stable 

and safe despite its political power 

struggle. It also has a relatively 

sound legal system and a promising 

market. 

H o w e v e r ,  t h e r e  a r e  c e r t a i n 

chal lenges .  For  example ,  the 

massive earthquake that took place 

on April 25, 2015 seriously delayed 

the Marsyandi-A hydroelectric 

p r o j e c t ,  n o t  t o  m e n t i o n  t h e 

subsequent Indian blockade of key 

border trade points with Nepal, 

which led to a shortage of essential 

goods and energies.

Also, the nation's impoverished 

basic infrastructure, especially 

the  under -deve loped  e lec t r i c 

transmission lines, as well as the 

frequent changes in government 

leadership and local authorities' low 

efficiency have also posed difficulties 

to the project's construction.

G T :  W h a t  i s  t h e  N e p a l e s 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Do you expect more 

favorable policies in the future?

Sheng:  Overa l l ,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supports privat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relevant guidelines and 

laws to offer favorable treatment to 

investors. 

Econom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are also getting stronger 

under the B&R initiative. China 

and Nepal have signed agreements 

on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W h e n  N e p a l ' s  f o r m e r  p r i m e 

minister Khadga Prasad Sharma 

Oli visited China in March,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10 agreements and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and this will further drive Chinese 

investment in Nepal. 

However, some of the policies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were announced 

a long time ago and have had 

limited effect. So we hope that 

those rules can be amended to 

address the demand in different 

periods. Besides, we expect that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will keep 

supporting Chinese investors, offer 

more tax incentives, and simplify 

the procedures for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electrical equipment.

Port Qasim Power Plant set to employ 100 more talented engineers

AUGUST 6, 2016 BY MIAN ABRAR

W i t h  t h e  p r o j e c t s  l a u n c h e d 

under the game-changing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developing at a faster pac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educated 

and unskilled youth of Pakistan 

are being created even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s.

The good news is th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is all set 

to shortlist around 100 talented 

Pakistani engineers who would be 

sent to China for their training and 

skills development.

He Shiyou,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the Port Qasim Electric 

Power Company, told Pakistan 

Today that interviews of Pakistani 

graduates were held between July 

29 and 30 in Karachi where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young 

engineers turned up for recruitment.

" A n  u n p r e c e d e n t e d  1 6 , 0 0 0 

engineers applied for the jobs at the 

Port Qasim Project. After screening 

of these candidates, around 260 

young and dynamic engineers were 

invited to th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Of them, around 100 

would be selected after tests and 

巴基斯坦主流媒体《今日巴基斯坦》报道截图

《今日巴基斯坦》：
卡西姆电站为青年带来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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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he added.

Out of the 16,000 applicants, 

60 per cent youth applied from 

Sindh, while 12 per cent came from 

Punjab, eight per cent from Khyber 

Pakhtunkhwa and six per cent vied 

for the jobs from Balochistan.

"Another 14 per cent were from 

other  areas ,  inc lud ing  Gi lg i t 

Baltistan, 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 (FATA) and Azad 

Kashmir," Shiyou said.

According to He Shiyou, around 

2,000 Pakistanis  are  a l ready 

working on the project and as work 

on the project would gather pace, 

hundreds more would join the 

existing workforc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We are also considering a second 

recruitment of 300 technicians and 

trainees. The project will continue 

to rope in more local talents, who 

will be trained, to gradually realise 

the maximum operation locally," he 

said.

He Shiyou said that the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started its massive 

construction in May 2015, aiming 

to achieve the generation of its 

first unit by the end of 2017. He 

said that construction process was 

going on at an extraordinarily fast 

pace and the company was trying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ahead of its 

schedule.

"The steel structure of the main 

power house, boiler and chimney 

has  reached the  top  and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M) 

preparation works have started. 

In order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O&M works, the project 

sponsor PowerChina starts its 

Strategic Reserve Talents Schedule, 

planning to recruit 100 excellent 

Pakistani graduates in the first 

stage," the official said.

Asked about the young engineers, 

Shiyou said that over 16,000 

resumes were received.

"After preliminary selection and 

subject tests, 259 candidates were 

invited for interview in Marriott 

Hotel, Karachi. About 100 graduates 

will be finally employed and sent to 

China for a five-month professional 

t ra in ing ,  inc lud ing  prac t i ca l 

sessions in the 2×660MW Chongxin 

Power Project which is invested and 

being operated by PowerChina," he 

said.

Afterwards, these recruit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key technical 

works of the commissioning and 

O&M works of the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he added.

Shiyou said the project had directly 

created over 3,000 job opportunities 

f o r  Pak i s t an i  eng inee r s  and 

labourer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hase and will annually create 

around 500 t ra in ing  and job 

opportunities for Pakistanis during 

its operation period.

Port Qasim is a 2x660MW coal-

fired power project and is located 

in the Port Qasim Industrial Park, 

37 kilometres southeast of Karachi. 

It consists of two units with total 

gross capacity of 1320 MW (with 

integrated self-use Jetty) and an 

average annual energy output of 

around 9000GWh, designed to 

support four million families' power 

consumption for a year. Fuelled by 

imported coal, the project adopts 

the world's leading supercritical 

thermal technology.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operations 

include seawater desalination and 

flue gas desulfurisation satisfy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f the 

World Bank.

The  genera ted  power  w i l l  be 

evacuated through a  180km-

long 500KV AC transmission line 

connecting the project with the 

national grid.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is 36 months.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the project 

is approximately $2.085 billion. 

The ratio of equity is approximately 

25 per cent, while the rest will be 

arranged by the sponsors through 

debt financing from the Import-

Expor t  Bank (EXIM Bank)  o f 

China," said He Shiyou.

"Th i s  a r r angemen t  does  no t 

incr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Rather this 

burden will have to be borne by the 

companies involved," he concluded.

《加德满都邮报》：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投产发电
- AASH GURUNG, LAMJUNG

Sep 27, 2016 - Twenty-five megawatt 

of electricity has been added to 

the national grid from the Upper 

Marshyangdi A Hydropower Project 

from Monday, which could bring 

some respite to power-starved 

country suffering from 48 hours of 

weekly outage.

Energy Minister Janardan Sharma 

a n n o u n c e d  t h e  c o m m e r c i a l 

operat ion o f  the  pro ject  a t  a 

special programme organised in 

Kathmandu on Monday whi le 

lawmaker Bhisma Nath Adhikari 

inaugurated the project pressing the 

switch at the plant site in Bhulbule, 

Lamgunj.

T h e  5 0 M W  p r o j e c t  h a s  t w o 

turbines-each generating 25MW 

of electricity. The Nepal Electricity 

Authority (NEA) is yet to construct 

the transmission line to evacuate 

the total electricity generated from 

the project.

Electricity generated from the 

second unit will be added to the 

national grid after three months,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which once 

in full operation will generate 317 

million units of electricity annually.

"Due to some technical reasons, we 

could not add the total production 

to the national grid," said Yan 

Hung Wale, executiv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project, at Monday's 

i n a u g u r a t i o n  p r o g r a m m e  i n 

Lamgunj.

A joint-venture of China's Sino 

Hydro and Sagarmatha Power 

Company, the run-of-the-river 

pro jec t  was  s tar ted  in  2012. 

SinoHydro has 90 percent stake in 

the project while Sagarmatha Power 

Company holds the rest of the 

shares. It is the first hydropower 

project built wi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project 

officials, the total cost of the project 

stands at Rs16 bill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was largely affected by last year's 

earthquakes and border blockade. 

尼泊尔主流媒体《加德满都邮报》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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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汉朝使者张骞带领驼队，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从皮山

西南行，越悬渡，即现在的巴基斯坦达丽尔，至波斯湾开创了举世闻名的

丝绸之路，成为名垂青史的文明使者。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追寻着历

史足迹，中国电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

这里，全产业链一体化投资建设大型

燃煤电站——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为

世界展现了一个新时代光明使者的形

象。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走出

去”战略不可缺少中国电建。在卡西

姆电站项目，中国电建以投资方电建

海投公司为先导，集成勘察设计，施

工建设，运营维护等集团优势，促成

该项目高速度推进。

在这里，一面鲜艳的党旗在高高

飘扬。为发挥党组织在境外大型项目

建设中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中国电建成立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

委，创新工作机制，丰富活动载体，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以

党建促生产，以党建保安全，有效发

挥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四位一

体”作用和产业链一体化集成优势，

凝聚队伍，整合资源，传播文化，艰

苦创业，谱写了一篇恢宏的篇章。

“我们是电建一家人”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濒临阿拉伯

海岸，是中国政府和巴方政府共同组

织规划，由中国电建和卡塔尔王室共

同投资开发，按市场机制实施的混合

所有制能源开发项目。也是“中巴经

打造“中巴经济走廊”的坚强堡垒
——中国电建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创新机制推动工作纪实

李胜会    耿兴强    康从钦

济走廊”的首批落地项目和首个电力

能源类合作项目，是中国电建集团最

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它承载着国家层

面的战略定位，担负着中巴两国战略

合作的重托，政治、经济、社会意义

都十分重大。

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自成立

以来，服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

大局，紧密结合项目实际，落实上级

党组织的工作部署，围绕卡西姆项目

工程建设为中心，以解决工程建设中

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开展党建

工作的着力点、出发点。 

“王总，我们现场柴油发电机坏

了，晚上加班吊装钢煤斗需要增加照

明，借你们的发电机用一下。”水电

十三局的周总正在电话中向兄弟单位

求助。半小时后，发电机迅速布置到

位，施工现场照明灯亮了起来，吊装

作业顺利如期进行。

像这样施工机械、工器具在各参

建单位之间相互调配、资源整合利用

情况在卡西姆港项目几乎每天都会发

生。“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

往一处使”，是集团各参建单位共同

的心声，大家都朝着机组早日发电这

一目标不懈努力，共同奋斗，在卡西

姆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程建设各项任

务能够顺利进行，其中卡西姆项目联

合党工委的统筹协调作用不可忽视。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在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工程建设的大是

大非面前，集团各参建单位顾大局、

识大体，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坚决

服从上级党组织和联合党工委部署要

求，从不计较个体利益得失，始终把

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6 月 15 日，为保证 1 号机组汽

轮机运转层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顺利进

行，经联合党工委协调，山东电建三

公司和水电十三局暂停其部分混凝土

浇筑施工任务，分别调用两台混凝土

泵车为水电七局使用，保证了 1号机

组汽轮机运转层连续 22个小时的混

凝土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这一重大里

程碑节点比计划提前 15天完成，为

全面完成年度工程目标任务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是电建

集团在火电工程建设项目中由过去的

单独投资、设计、监理、施工“单兵

种”作战，到如今的“集团军”编队

出海，实施“集团军”战略的一次探

索和尝试。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委的

成立，有力地发挥了统筹协调和纽带

作用，紧密联系集团系统参建单位，

有效发挥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四

位一体”作用和产业链一体化集成优

势；有利发挥了党组织在境外大型项

目建设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监督保障

作用；有利于统筹组织各类主题实践

活动，统筹对外联系和宣传，树立中

国电建品牌形象，传播中国电建文化

理念。

联合党工委自成立以来，已召开

专题会议 10余次，集中讨论解决卡

西姆港燃煤电站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集团各参建单位在商

务合同、技术协议的纽带作用和约束

下，集思广益，统一部署，整合优势

资源，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充分发挥

“电建一家人”的团队合作精神，圆

满完成了各项任务目标，为机组按期

发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共产党员跟我上”

“关键时刻冲在前，危难之际顶

得住”。在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

站项目，有这样一群吃苦在前、拼搏

奉献、不惧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是

中国电建海外工程攻坚克难的中流砥

柱，他们是“中巴经济走廊”战略实

施的探路先锋，他们在默默无闻的平

凡工作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80 后的党员陈照是卡西姆港发

电公司商务合同部专责工程师，从老

挝南欧江到巴基斯坦卡西姆，从水电

到火电，研究生毕业后他一直待在海

外工地，不知不觉中度过了近 5个年

头。他对待任何一项工作都认认真真、

兢兢业业，由于经常和巴基斯坦政府

部门打交道，而商务合同又不能有丝

毫马虎，为了在谈判前做好充足的准

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经常加班到

很晚，有时甚至到凌晨。正是凭借这

种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他在与巴方

多次的商务谈判中做到有理有据、有

礼有节，让一向挑剔的巴基斯坦政府

官员竖起大拇指，点头称赞。

陈照的爱人也在卡西姆项目，上

个月两人为结婚纪念日精心策划了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计划不如变化，

由于工作需要，他俩的休假日期一拖

再拖，美好的旅行愿望也随之泡汤

了。但是陈照和爱人毫无怨言，他说

与自己的那点个人愿望相比，现在最

大的愿望就是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早日

发电，解决巴基斯坦缺电之急，自己

也算为巴基斯坦人民做出一份贡献。

今年 45岁的冯克锋也算水电行

业的一位老党员了，担任发电公司安

全总监一年多时间以来，原本乌黑的

头发变得花白，加之卡西姆地区常年

高温，他索性留起了光头。来过卡西

姆港燃煤电站项目的同事大多了解，

项目驻地的信德省卡拉奇市政治环境

比生态环境更让人难以接受，这里是

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最为猖獗的地区之

一。作为项目公司的安全总监，传统

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压力让冯总

显得更加苍老。为了掌握现场第一手

信息，冯总时刻保持高强度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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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奋战在第一线，从去年 5月进驻

现场已经连续工作了 14个月。我们

私下曾问过冯总，为什么不放松休息

一下，他不假思索地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我不想在现场最需要我的

时候，第一时间看不到我的身影。”

像这样默默奋战在一线工作岗

位上的优秀共产党员数不胜数，卡西

姆项目联合党工委为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积

极开展了“戴党徽亮身份、做表率践

承诺”等主题实践活动，并相继成立

了 24支党员突击队，让党员主动亮

出身份，接受群众监督。党员突击队

的示范作用在 1号和 2号主厂房汽轮

机基础施工中表现尤其突出，两支党

员突击队明争暗比、你追我赶，谁也

不甘示弱，分别提前 13天和 15天完

成预定工期目标，为下一阶段设备安

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

一座堡垒”，在卡西姆项目联合党工

委的统筹协调带领下，集团参建单位

的六个基层党支部像六个坚不可摧的

堡垒牢牢矗立在卡西姆的土地上，党

员突击队的战斗引领作用，像一面面

旗帜在卡西姆的上空迎风飘扬！

“中国电建，光明的使者 !”

六月的卡西姆，室外是 40多度

的高温，骄阳似火，酷热难耐。

可对卡西姆发电公司的巴基斯

坦籍员工比拉来说，这是他度过的

最舒适的一个夏天。为了尊重巴籍

员工的不同生活习惯，卡西姆发电

公司在营地内单独为他们安排了宿

舍，并且配备了空调、电视机、洗衣

机、电冰箱和热水器等生活家电用

品，让他们有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

环境。比拉在这里工作，由衷的感

到自豪，每次见到我们都伸出大拇指

说 :“PowerChina,No.1!”

不仅是在发电公司，在整个卡西

姆港电站项目，党工委始终本着以人

为本的原则，加强人文关怀和文化融

合，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在穆斯林斋月期间，通过调整作息时

间，增设祈祷休息室，缩短巴籍员工

工作时长并安排其轮流休假。

除此之外，联合党工委还多次

慰问电站军警安保人员，为巴方员工

发放高温补贴和斋月额外津贴，充分

体现中国电建对它们的关心。在斋月

期间巴籍员工未完的工作，全部由中

方员工代替完成，无形中增加了中方

员工的工作量，“巴铁兄弟”对中方

员工提供的无私帮助表示感谢，通过

扎实开展有效的人文关怀，卡西姆项

目联合党工委真正做到了“暖人心、

聚众力”。

在注重人本关怀的同时，党工委

同样注重施工现场环境和生态保护。

在施工现场，柴油发电机等燃油机械

下面都放有集油托盘，防止油污泄露

污染环境，施工垃圾按规定集中堆放，

除锈喷砂车间有防尘保护设施，像这

种环保防范措施在卡西姆施工现场随

处可见，在快速推进工程建设同时保

护生态环境，是中国电建对巴基斯坦

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也印

证了海投公司“绿色发展、科学开发”

注重生态保护的管理理念。

在水电七局汽轮机基础浇筑施

工现场，问及巴籍员工阿扎尔 .穆罕

默德对中国电建的印象，他激动地说，

“在我干过的十多个工程中，没有一

个工程能与卡西姆港电站相比，等到

电站发电的那一刻，我会为中国电建

祈祷，因为你们是光明的使者！”

当前，随着国家“走出去”不断

升级，“中巴经济走廊”战略深入实

施，海外投资业务发展迎来了重要机

遇期，中国海外投资业务进入新时代，

深化和加强国有企业海外党建工作成

为重要课题。我们相信，卡西姆项目

联合党工委将坚持“国家站位”，积

极整合资源，凝聚力量，传播文化，

为推进工程项目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持

和政治保证，点亮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这颗“中巴经济走廊”的璀璨明珠。

设计、中国施工、中国装备“走出去”

的价值典范，更以其成功实践诠释着

中国电建以投资驱动转型升级的示范

效应。

“中国速度”缔造的履约传奇

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高山

国家，一个充满了宗教色彩的神秘国

度，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

为重要，却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水电资源丰富，主要依靠水力发电的

尼泊尔全国装机容量只有 80多万千

奔流的时间长河里，四年白驹过隙。在美丽的尼泊尔上马相迪河畔，

历时四年傲然屹立的水电明珠，熠熠生辉，照耀着一衣带水友好邻邦的可

期未来。

2016 年 9月 26 日，在中国电建

迎来成立五周年的日子，由中国电建

以“一体化”模式投资建设的尼泊尔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

电。从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世

界版图上又多了一处闪亮的坐标。

作为中资企业在尼泊尔投资的

首座电站，上马相迪 A水电站不仅树

立起以资本投资带动中国标准、中国

马相迪河畔传颂的中国故事
——中国电建投资建设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纪实

宋旸    耿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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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企业，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管

理和建设优势。

回望征程，每一个工程节点的

实现都在书写着历史：2013年 1月 8

日，上马相迪 A水电站主体工程正式

开工；2013年 12月 16日，大坝成功

截流；2014 年 5 月，进场交通桥通

车；2015 年 3 月 9 日，引水隧洞全

线贯通；2016年4月23日，厂房一号

机转子吊装就位；2016年 7月 30日，

大坝下闸蓄水；2016 年 8 月，送出

线路送电成功……即使大地震和海关

关闭造成工期延误近 10个月，上马

相迪项目两台机组仍然在不到 4年时

间内先后投产发电，在尼泊尔水电建

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上马相迪项目为以后的外资进

入尼泊尔树立了标杆！”尼泊尔能源

部部长沙玛在投产仪式上说：“中国

‘一带一路’政策对尼泊尔的发展有

很大帮助，尼泊尔将提供更多的机会，

希望中国电建在尼泊尔参与更多的能

源投资与建设。”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商务参赞

程霁称赞：“上马相迪项目仿佛一把

量尺，标注了中尼能源合作的新高

度。” 

产业链一体化打响的“中国品牌”

上马相迪项目现场则上演着另

一番精彩，来自中国电建的骨干企业

组成的“一体化”专业团队，正为了

建设精品工程、打响中国电建品牌的

共同理想而奋力打拼。

在电建海投的引领下，设计单位

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监理单

位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

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水电

十一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

瓦，严重的电力短缺使加德满都被划

分为 7个区域每天轮流停电。

多年来，印度公司和个人承担

开发的尼泊尔水电项目累计达 1000

万千瓦，但交付日期一拖再拖。就在

距离上马相迪项目下游 20公里处，

一座规模相当，由德国企业开发建设

的中马相迪水电站耗费了近 9年时间

才发电。

实际上，拥有懂水熟电、擅规划

设计、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等比

较优势的中国电建，其所属企业在尼

泊尔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已有 20余年

的历史，已完工的巴格曼迪灌溉项目、

伊拉姆水电站、莫迪水电站、唐神公

路项目、加德满都路灯项目等工程都

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着活力。

为解决电力缺口问题，近年来，

尼泊尔加大了水电开发力度，这与实

施海外优先发展战略，以投资为先导

带动全产业链“走出去”的中国电建，

找到了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契合点。

历史交汇的那一刻，成就了上马相迪

A水电站这个当时尼泊尔最大的外资

能源项目，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在尼泊

尔投资的首个电站项目。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坐落于尼泊

尔西部的马相迪河，距离加德满都约

180 公里，是一座径流式水电站，电

站总装机容量 2×2.5 万千瓦，约占

尼泊尔总装机容量的 5.72%，投产后

每年将提供约 3.17 亿千瓦时的合同

电量。中国电建采用 BOOT 模式投资

开发，总投资额约 1.66 亿美元，包

括建设期在内的特许期共 35年。

作为中国电建转型升级以及实

施海外优先发展战略的先锋力量，中

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电建海投”）承担起该项目

开发的重任。同时，该项目从设计、

施工到监理、运营等均为中国电建的

局有限公司（简称：“水电六局”）

集而成团，踏上了尼泊尔的征程。

“产业链一体化模式，契合建筑

行业发展大趋势，延伸了电建集团水

电建设核心主业的产业链。这种模式

是一种创新，在建设期，设计、监

理、施工、制造各方以业主为龙头，

发挥各自优势，快速反应，高效整合

资源，实现交易成本降低和减少各方

及整条产业链内耗的目的。同时，各

方通过最大可能地优化设计和施工方

案，从而提高建设效率，缩短建设周

期，科学合理优化投资，实现提前发

电目标，使各参建单位的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经过一系列重点工程的检

验与实践，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

明深有感触。

水电十一局负责项目永久营地

工程、水电站土建、金属结构及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在日常的施工管理工

作中，坚持“质量为先，创建信誉”

的理念，该公司从设计、人员、材

料、机械、地形、地质、水文、气象、

施工工艺、操作方法、技术措施、管

理制度等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着手，

把质量管理活动贯穿到生产的各个环

节，努力实现质量策划、质量控制和

质量改进。 

距离上马相迪项目投产发电的

目标越来越近，但尼泊尔国家电力公

司承担的送出工程迟迟不启动。为了

机组早日并网发电，项目公司决定建

设一条应急输电线路。水电六局最终

中标了这条长 20公里、共 54基铁塔

的 132千伏线路。自然灾害、口岸关

闭、物资短缺以及线路后期施工中征

地协调、停电协调、原有线路改迁、

线下廊道树木砍伐等多重困难，都没

有挡住水电六局向着目标冲刺的脚

步，历时 16个月完成了施工任务，

创造了尼泊尔输电线路的优异工期，

不少在尼泊尔承建工程的中国企业闻

讯后纷纷赶来取经。

大地震中挺立的坚毅精神

天有不测风云，而只有敢于直面

挑战者，才能最终赢得喝彩。

尼泊尔当地时间 2015 年 4月 25

日上午 11点 56分，大地深处传来一

阵巨响，上马相迪项目营地内房屋、

桌椅、吊灯、车辆都随着大地剧烈晃

动……尼泊尔发生 8.1级大地震，震

中是距离上马相迪项目仅 34公里的

博克拉。

震后第三天，项目公司联合工程

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组成检查组，

对整个施工区域的所有作业面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加密监测和评估。经过一

天的认真排查，最终得出大坝厂房、

引水隧洞、闸坝等建筑物在强震中无

一受损、质量完好的结论。

然而，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到来。

为确保安全度汛和发电目标，在余震

时有发生的情况下，上马相迪项目着

手复工的准备工作，“尽快恢复生产”

是所有参建人员的共同心声，然而，

事与愿违。中国与尼泊尔的聂拉木、

樟木等口岸及道路受地震影响损毁严

重，被迫关闭，尼泊尔部分主要交通

要道破坏严重，大部分供应商停止经

营，现场钢筋告急、水泥告急、施工

配件告急、火工材料告急…… 

震前，上马相迪项目引水隧洞开

始全断面衬砌施工，大坝三个弧形闸

门挂装完成，其中两个闸门具备启闭

条件，水电站厂房即将进入机电安装，

大批设备已经运输至拉萨，准备通过

樟木口岸运至工程现场。而大地震导

致当地劳务因救灾流失，从中国陆路

进口的货物因口岸关闭而停滞，重新

复关遥遥无期。

机电设备安装在即，项目公司

决定放弃陆运改海运转口印度进口至

尼泊尔。一批批机电设备陆续启程，

通过陆路从拉萨运送到上海港，又经

过 20多天的海上运输，到达印度加

尔各答港口。

恰在此时，2015 年 9 月下旬，

印度以安全为由关闭了与尼泊尔的边

境口岸，中断物资供应，尼泊尔全国

面临燃油等物资短缺。上马相迪项目

永久机电设备再一次滞留，无法离开

印度加尔各达港口和印度尼泊尔边境

的比尔甘吉口岸，与此同时，口岸封

闭导致项目现场燃油等重要施工材料

和生活物资供应紧张，施工机械无法

正常运转，项目建设进度严重受阻。

生产生活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严

峻，在尼泊尔的一些中国企业、外国

公司纷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在如此

严峻的情况下，项目公司坚守现场、

积极应对，在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前提下，坚持组织参建各方积极有效

开展应对工作，想方设法获得生产和

生活物资——蔬菜等食物断供，就到

附近村民家购买，没有油炒菜做饭，

就用柴火生火，努力搜集柴油优先保

障施工机械工作，确保主体工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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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期，都因阻工而耽搁。项目公司

先后 6次召集附近的村民，了解他们

的诉求，并召开项目推介会，宣传该

项目对于推动尼泊尔经济发展的重要

作用。

在项目公司的支持下，一个由

50余人组成的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

委员会成员都是由村民推荐的当地有

影响、有威望的人。委员会的职责

包括协调理顺社会关系、出面解决罢

工阻工、协助项目征地、帮助项目公

司细化分解社会责任工程。协调委员

会成立之后，作用立竿见影，阻工事

件越来越少，村民们对于工程建设也

由最初的反对变为理解和支持。中国

驻尼泊尔大使馆也称赞上马相迪项目

是大使馆唯一没有收到负面信息的项

目。

在“风险可控，依法纳税”的原

则下，项目公司合理利用中尼税收协

定和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了主要业务

免税和税收优惠——机电设备采购税

收总税负仅 1.5%，同时争取到中国

进出口银行贷款利息免税，仅此一项

就节约了大量资金。

这里，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山

凿壁，但在不同领域的开拓与突破同

样创造着价值与影响，弥足珍贵。

互利共赢之中的责任担当

“建一座工程，树一座丰碑，交

一方朋友，传一世友谊。”这是中国

电建开展国际业务的初衷，更是一份

部位的施工。与此同时，项目公司通

过各种渠道协调被困在口岸的机电设

备，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上马

相迪项目工程进度断断续续、艰难推

进，成功实现了当年厂区坝区的度汛

目标。直到 2016 年 2 月，印度恢复

开放尼泊尔口岸，剩余的机电设备才

全部运抵项目现场。

“有一种精神叫永不放弃。在艰

难困苦中团结拼搏、寻找希望、战胜

困难是每一个电建人所具有的特质，

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支撑着我们走到了

最后。”电建海投上马相迪项目公司

副总经理张发斌说。

上马相迪闪耀的智慧之光

一项工程，凝聚了多少的付出与

辛劳？又蕴含着怎样的意义？上马相

迪项目，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

工程建设的价值与美妙。

首次以投资者的身份来到尼泊

尔，难免“水土不服”——在项目审

批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当地政府

也没有明晰的办事指南。如果某个环

节缺少某份支撑文件，整个流程都要

重来。作为一个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

国家，有的施工材料还需要进口国政

府的审批许可。此外，尼泊尔政府部

门的办事效率也着实令人头痛。“按

照常规，一项手续可能几年都走不完，

还有可能被束之高阁而最终丢失，

只有安排专人跟踪，遇到问题随时解

决。”项目公司与尼方打交道的员工

深有感触，“申请爆破许可和森林土

地许可时，我们每天去蹲点，功夫不

负有心人，这两项文件最终只用了半

年时间就批下来了。”正是凭借这样

的耐心，上马相迪项目各类批准均实

现高效审批。

社会关系的处理是尼泊尔工程

项目开发和建设面对的共同难题，该

项目自 2013 年 1 月开工，就频繁遇

到阻工事件，枯水期 3个多月的施工

沉甸甸的责任。

在通往上马相迪项目现场的路

上，一条近 400米长的交通隧洞不仅

方便了施工车辆、附近村民的出行，

还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前来参观的尼泊

尔人，成为当地一处名副其实的“旅

游景点”。原来，这条为便于施工、

解决出行难题的交通隧洞，无意中创

造了一项“尼泊尔之最”，成为尼泊

尔国内的第一条交通隧洞。

“从工程启动到现在，项目部为

我们建设了学校、医院，对我们当地

的基础设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以前

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现在床位富足

了，去医院看病也方便了。项目部还

帮助我们修路，现在出行方便了很

多。”村民 Bishnu 说。

秉持“绿色发展、科学开发、以

人为本”的理念，中国电建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关注民生、造福当地百姓。

自工程开工以来，项目公司共实施社

会责任 100多项，涉及项目主要有技

能培训、医院、学校、生活引水、道

路、桥梁等，多次为当地社团、党派、

学校等组织了捐款活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土

化”战略也是中国电建积极带动本地

就业，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平时，在上马相迪项目各个岗位

工作的尼泊尔员工有 260人左右，施

工高峰期时能达到 1300 人，不仅为

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也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技

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项目公司人员本

土化率达到 70%。

苏思密达是项目公司综合部的

文书，一个能干的尼泊尔美女，她

说：“自从来到电站工作，我的收

入增加了，穿着漂亮的电站工装，

人也变的白净了，现在找男朋友的

标准也提高了。”她不好意思的告诉

记者，“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中国员工

做男朋友就好了。”

行政事务部的公共关系专员卡

纳是当地的尼泊尔人，毕业于印度班

加罗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他协助中

方人员开展外联、社会责任履行、环

境事务处理等工作，凭借丰富的工作

经验和认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优秀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被项目公司评

为“海投之星”。

“中国电建海投公司在尼泊尔的

水电投资建设项目中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及学习的典范，我们号召其它电站

项目向上马相迪学习、向中国电建学

习。”2016 年 8 月 27 日，尼泊尔国

会议员嘉明德拉为项目公司颁发社会

责任项目完工与感谢证书时由衷地

说。

当发电仪式上，寓意着祈福的

传统帕纳斯灯点燃的那一刻，源源

不断的绿色电能被输送到千家万户，

而电建人在异国他乡凭借非凡的勇

气与过人的智慧演绎的中国故事，

也将随着日夜流淌的马相迪河水传

播与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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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电建海投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持

续提升管理水平的缩影。今年年初，

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在工作会议上提

出，公司现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创新驱

动，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

投资升级版。这标志着电建海投将创

新促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顺势而为

精益管理持续助推发展大业

2012 年 7 月，电建海投公司肩

负着深化、优化电建集团国际业务的

使命应运而生。在电建集团的国际业

务优先发展战略中，电建海投将承担

集团的海外投资业务和全产业链升级

看“创新驱动”如何成就“海外投资升级版”
——电建海投公司成立四周年持续推动管理创新谋发展 

邱清

“谢谢各位企业家代表上台领

奖，让我们对荣获第二十二届国家级

优秀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企业和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雷动的掌声响彻了

4月17日全国管理创新大会的现场。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此次电建集团唯一获奖的单位，代表

整个集团接受了这份管理创新领域最

高等级的荣誉。

在此前不久，2015 年度全国电

力行业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评审揭

晓，电建集团共11项成果获评，其中，

电建海投的成果斩获一等奖。这已经

是电建海投第二次获此荣誉。

成立不到四年时间，电建海投已

将多个管理创新奖项收入囊中。这些，

引领重任。

使命面前，电建海投从成立初期

便为自己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一手抓

项目、一手抓管理。项目是公司业务

的主线，管理则是实现业务发展的基

石。

同样是 2012 年，国资委在中央

企业范围内开展了为期 2年的管理提

升活动，以全面提高中央企业的管理

水平，夯实发展基础，落实“十二五”

时期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规划。

内有自身初创期的迫切需求，

外有轰轰烈烈管理提升活动的指导布

局，电建海投顺势而为，狠抓落实管

理工作。

公司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系统

地搭建管理基础，完善组织结构，构

建管控体系，并响应管理提升活动的

号召，结合自身实际找准管理短板和

瓶颈问题，重点突破逐一解决。

经过两年的管理提升活动，电建

海投成功搭建了扎实的管理基础，《公

司管理手册》的出台，集中体现了公

司管理工作的制度化、流程化、标准

化的建设成果。同时，电建海投的管

理工作不忘创新探索，在融资管理和

项目 CDM注册等工作中凸显成效。更

重要的是，通过管理提升活动，公司

实现了效益的显著提升，资产营收等

重要指标大幅度增长，达成了管理工

作对业务核心提供支持的既定目标。

得益于成立初期打下的扎实基

础，电建海投从 2014 年起不断挖掘

管理工作中的创新点，精心培育管理

创新成果，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用

创新的思路将管理工作提升到新的层

面。

2014 年，公司的《海外投资业

务融资管理创新》课题荣获全国电力

行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该成

果经过后续的进一步完善和提炼，代

表电力行业参与全国管理创新优秀成

果的角逐，获评 2015 年度国家级企

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同

时，公司的另一成果《投资产业链一

体化在海外水电开发中的应用》，在

2015 年再次获得全国电力行业企业

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殊荣。

精耕细作

管理创新成果全面开花

创新是一种理念，体现在公司发

展的每一个环节中。电建海投正是秉

承着这样的认知，在全公司范围内推

进管理创新工作，以点带面，循序渐

进，将重点领域成果深挖和各个环节

全面推进相结合，使得管理创新工作

成效显著。

融资能力是电建海投自成立初

期便确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如今的

海外能源投资业务，越发重视对投资

者融资能力的衡量。借助融资开展海

外能源投资业务，继而推动整个集团

的海外工程承包业务，这是电建海投

的重要担当，自然也是公司管理创新

工作的重点。

在成立初期，电建海投面临着资

金短缺、海外电力投资行业融资困难

等难题。在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中，

电建海投跳出了传统的解决模式，并

没有走直接向集团公司寻求资金支持

的老路，而是结合自身情况和外部形

势，创造性的借助集团的信誉优势和

综合支持，搭建海外融资平台开展融

资业务。

经过持续努力，公司成功设立了

香港平台，并以此为依托在香港成功

发行 15亿人民币点心债和 5亿美元

永续债，开创了中资企业海外融资的

新渠道，大幅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面对海外能源投资业务中的诸

多融资风险，电建海投公司积极对接

相关金融机构，灵活地借助金融工具

规避融资风险，保障公司的财务和业

务安全。

在电建海投成立的四年时间里，

融资体系建设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如今已成为公司的显著优势之一，为

公司的海外投资业务开辟了全面的融

资渠道，提供了持续的资金保障。

更重要的是，电建海投的融资体

系管理创新成果对当下中资企业开展

全球化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很好

的借鉴作用，其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

以及为企业带来的显著经济、社会效

益是企业管理创新优秀成果的典范，

在参与电力行业和全国企业的管理创

新优秀成果角逐过程中，受到业界和

学界的一致认可。

电建海投的另一个管理创新代

表成果是海外投资产业链一体化模

式，这一成果集中体现在老挝南欧江

流域梯级水电站开发项目中。这是中

资公司第一次在海外获得整条河流流

域开发权的项目，也是电建海投在海

外推进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实施的第

一个投资项目。

面对传统水电站开发模式中各

方各自为政的弊端，以及海外电力投

资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电建海投

创造性地提出投资产业链一体化模

式，其内涵是“投资、设计、施工、

运营四位一体”的整合，旨在打通从

投资、融资、建设管理到资产运营整

条产业链，实现对项目全生命周期、

全产业链的掌控。

在这个模式中，电建海投作为项

目的业主公司和总负责单位，重点发

挥投资主体在项目融资、资本运作、

建设运营方面的专业优势，引领电建

集团的电力建设业务向产业链的高附

加值环节转移，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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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端专业化承包商转变。

不仅如此，该模式还成功带动

集团内多家兄弟单位共同参与建设，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

议下编队出海，协同出海，借助集团

的顶层调节和成员企业之间畅达的沟

通，解决了传统开发模式下难以根除

的诸多问题。

南欧江项目借助产业链一体化管

理创新模式，开发过程可控，方案优

化，经营绩效全面提升。2016年 5月

2日，项目一期（二、五、六级水电站）

9台机组全部投入运行，取得了重要

里程碑成果。就在几天前的4月28日，

二期工程（一、三、四、七级水电站）

顺利开工，产业链一体化模式将继续

发挥功效。管理创新理念推动着南欧

江项目产业链一体化模式顺利实施，

开花结果。该项目已经成为海投公司

和电建集团的明星项目。

电建海投的管理创新工作凭借

着融资体系建设和投资产业链一体化

模式两个显著成果，成功打造了公司

锐意创新的美誉。

但管理创新远不局限于这两个

成果。在电建海投的全盘工作里、各

个流程环节中，公司都高度重视以创

新促发展，从市场开发到项目推进，

从人才培养到文化建设再到群团工

作，创新的火花全面绽放。

创新驱动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

资升级版

对电建海投来说，创新不仅是过

往的成绩，更是下一步腾飞的助力。

这是电建海投四年来的积累，也是当

下企业发展的大势。

2015 年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为首的

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阶段全国

企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代表着当今世

界和公司业务推进的发展潮流。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创新驱

动，企业的具体路径便是提质增效。

“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是国资

委对 2016 年中央企业下达的头号任

务。对于如何做好提质增效，国资委

做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了做好增量、

盘活存量、管理提升三方面的具体抓

手。这正与电建海投 2016 年度管理

创新工作的重点不谋而合。提质增效

要靠创新引领，创新的目的在于提质

增效。做好管理创新工作，是实现提

质增效的重要途径。

从五大发展理念到提质增效，这

些规划和部署，再一次肯定了电建海

投成立四年来一直遵循的创新促发展

的正确性。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为了全面完成 2016 年各项经营目标

任务，电建海投在年初工作会议中提

出将以战略引领、管理创新、提质增

效、风险管控四个方面为主抓手，为

“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

经过四年的积淀，电建海投已经

明确了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那就是

向管理要效益。从公司年初的工作会

议到近期的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电建

海投对 2016 年的营业收入、利润总

额等主要经济指标都提出了明确的目

标值，要实现这些目标，追求企业效

益，精益发展、科学管理、创新驱动

是必然之举。

为了将创新驱动进一步细化落

实，电建海投还提出了持续创新和系

统创新两个具体路径。以融资体系建

设和投资产业链一体化模式为代表的

管理创新成果，还需要继续完善、深

化、推广，将有效的作为和巨大的价

值深挖扩大。与此同时，创新作为一

种先进的工作思路和理念，需要在公

司的全盘业务中继续推进，力争实现

生产经营、财务管理、文化融合、团

队建设、风险管控、运营监测、安全

生产、内外协同等各环节全面开花。

电建海投成立四年来，创新一

直并将继续作为公司发展大业的领头

舰，为电建海投的成长扬帆指路，创

新更是公司业绩的强劲东风，为电建

海投的壮大聚力助推。

我们始终相信，当创新成为一种

习惯，当精益管理成为一种本能，海

外投资业务的腾飞便是水到渠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升级版便是

势之必然。

倾心打造海外投资升级版
——记中国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

耿兴强

在尼泊尔洁白晶莹的雪山脚下、

在老挝占芭花绚烂开放的南欧江畔、

在柬埔寨风景秀丽的卜哥山峰、在巴

基斯坦咸湿海风吹拂的阿拉伯海岸，

上马相迪水电站、南欧江全流域梯级

电站、甘再水电站、卡西姆港燃煤电

站……电建海投公司投资开发的电力

能源项目，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

嵌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上。

四年前，中国电建海投公司宣告

成立，作为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盛玉明，

这位具有 30年党龄的老党员，凭借

近 30年国际业务的丰富经验，闯市

场、强管理、订制度、抓班子、带队伍，

倾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

升级版。公司成立以来，主要经济指

标连续 3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在

集团调结构、促转型、产业链价值链

一体化、国际业务优先发展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引擎、载体和平台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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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的践行者：

勇闯市场引领企业“走出去”

有一种责任叫做使命，那是用智

慧和谋略担负起发展重任；有一种情

怀叫担当，那是在艰难险阻面前表现

出的无畏和果敢。

要带领一个企业走向成功，领

导人必须具备这样两种品质。2012

年，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与国际承包业

务分离，成为独立运作的法人主体和

运作平台。成立伊始，盛玉明贯彻落

实集团公司的部署要求，明确公司定

位，经过深入思考和系统总结，准确

分析面临的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和投资

环境，制订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2015-2025）》，确立了打造中国

企业海外电力投资标杆、全球境外电

力能源投资领先企业的目标，为海投

业务发展确立了清晰的目标导向。

多年积累的海外工作经验，为

盛玉明谋篇布局海外业务提供了经验

支持。自1986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

他先后在巴基斯坦、孟加拉、新加坡、

阿曼等 10余个国家负责 20余项国际

工程，从事海外工作 27年，凭着丰

富的经验，他果断从深耕细作，加强

主动市场营销入手，深入研究“一带

一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

济走廊、非洲互联互通、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等带来的机遇，围绕重

点国别和核心业务，加大对优质项目

的跟踪和推进力度。

经过深入思考，盛玉明同志提出

了“水火并进”的市场开发思路，积

极拓展海外市场。他带领营销团队紧

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优选适宜

项目，大力拓展水电、火电市场；在

深耕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传统市

场的基础上，开辟了巴基斯坦、印尼、

坦桑尼亚、蒙古、缅甸等新兴市场，

完成了海外投资业务布局。

目前，公司在老挝、巴基斯坦、

印尼、尼泊尔、柬埔寨、蒙古等 10

个国家设有 29个各层级公司，共有

6个投产项目、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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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项目履约有序

受控，运营项目效益稳步增长。2015

年，公司位居集团子企业综合实力评

价第 14位，比上一年度上升 31位。

公司荣获“中国走进东盟十大成功企

业”、首届“中国电建十大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盛玉明本人也被授予“全

国优秀施工企业家”“国际工程杰出

项目经理”等荣誉。

管理创新的推动者：

专业管控激发公司发展活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生动力。

如何通过管理创新，做大做强投资业

务，让投资业务“走出去、走进去，

扎下根”，是盛玉明苦苦思索的重要

课题。

“从完善公司愿景规划，明晰发

展战略导向入手，着力加强目标化、

精益化和标准化管理，推进风险体系

建设，增强能力，激发活力，努力构

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

司。”在准确把握海投实际的基础上，

经过多次调研和思考，盛玉明很快确

定了推动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与这个指导思想相配套的，是一

系列夯实内部管理，加强风险管控，

以及全面绩效考核的保障措施。在盛

玉明的主导下，公司立足于消除能力

短板，培育核心能力，经过精心梳理，

重点加强了分子公司管控、市场开发、

运营管理、绩效考核等 16方面的保

障体系建设，为公司管理创新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他提出强化公司项目管控，在建

项目严格控制关键节点，把精益化、

标准化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不断完

善运营管理体系，初步构建运营维护

中高端人才队伍，加强永久设备管理。

加强公司及子公司两级总部建设，明

晰责权利和管理边界，提升总部价值创

造；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

优化项目融资信用结构。完善资金预

算体系。扎实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强

化总部对项目的服务、指导和监督，

确保经营安全、形象安全、队伍安全。

管理创新的成效很快显现。老挝

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项目，是中资公

司第一次在海外获得整条河流流域开

发权的项目，盛玉明提出了“四位一

体”的项目运作模式，即以投资方为

主导，协同发展投资开发、海外融资、

建设管理、运营管理四大业务板块高

效运作，带动集团内部设计、施工、

制造、监理等业务的海外拓展和整体

升级发展。2016 年 5月 12 日，该项

目一期水电站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成

为中老电力能源合作的典范，集团全

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现。

他认为，海投公司是管理型投资

公司，一定要用专业的队伍做专业的

事情。管理就是聚合能力和放大能力，

这一理念不断融合进海投公司整个管

理流程中去。

理论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和升华，

又对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盛玉

明多次深入项目一线调研，帮助项目

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经验上

升为理论，撰写的《海外投资企业在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思考》等多篇专

业理论文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海投

“三型海投”、风险管控等内容的多

项管理创新成果荣获各类国家级奖

项。

作为党委书记，盛玉明积极实践

探索海外党建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

提出了“三三五”的工作定位，即“三

结合、三促进、五确保”：一是紧密

结合生产经营中心，促进投资控制目标

实现；二是紧密结合人才队伍培育，

促进能力素质提升；三是紧密结合公

司文化建设，促进和谐发展；确保“保

证方向、融入中心、管好党员、建好

文化、和谐发展”五个作用的发挥。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之魂，企业

家不仅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倡导者和培

育者，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执行者和

推动者，其作用无可替代。在他的主

持下，公司积极培育具有海投特色的

“海文化”。电建海投以全球视野、

科学思维、包容心态，构建与发展战

略相融合的特色品牌企业文化，提出

了通过培育“海文化”，建设打造三

型海投，即“效益型海投”“品质型

海投”“活力型海投”，从而加快建

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

步伐。

“欲行千里者，不中道而辍足”。

刚毅的面孔、睿智的谈吐、敏捷的

思维、坚定的信念，让记者深深感

受到盛玉明既具有“乱云飞度仍从

容”的战略定力，又有“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执着韧性，以及对海外投

资事业发自肺腑的倾心热爱。记者相

信，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电建海外投

资业务在海外投资新时代的大潮中，

一定会扬帆起航，乘风破浪，谱写新

的发展华章。

属地经营的引领者：

文化兴企推动公司扎根海外

在盛玉明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一

张照片。照片上，老挝分管工业能源

的国家副总理宋沙瓦 •凌沙瓦与盛玉

明双手紧握，两目相对，脸上露出开

心的笑容。

这张照片拍摄于 2015 年 11 月

29 日，电建海投投资开发的老挝南

欧江流域梯级电站项目二级电站首机

发电仪式上。赶到庆典现场的宋沙瓦

副总理，见到盛玉明时，紧紧握住他

的手，动情地说：“感谢中国电建，

你们用一座精品工程，树立了中老能

源合作的典范，希望我们进一步加强

合作！”

老挝政府对中国电建投资项目

的肯定和认可，体现了盛玉明坚持把

“他乡”当做“故乡”，推行“跨文化”

融合，做实人文关怀，努力扎根海外

的战略导向，也体现了中国电建海投

推行“本土化战略”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海外投资兴业，盛玉明提出了

“绿色发展，科学开发”的理念，坚

持本土化战略，注重生态环保，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关注民生，为所在国

架桥修路，热心公益。柬埔寨甘再水

电站、南俄 5水电站等项目，先后为

当地新建、改扩建公路总计上千公里，

修建大桥几十余座，为库区移民修建

了高标准的移民村及配套设施，改善

了当地人的生活，拉动了当地就业，

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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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姆电站的恋歌

每天清晨，徐静都在这首她最

喜欢的《我的梦》闹铃声中醒来，开

始她在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的一天。

与其他同事不同，陪伴徐静的

还有他的老公陈照。他们在大学里相

识，经历了异地之恋，最后一起入职

中国电建海投公司，在海外电站的建

设中结下了爱情的果实。

从相识相知，到相随相守，从

花样年华的莘莘学子到成熟稳重的

职场达人，从风景宜人的老挝南欧江

畔到广袤无垠的巴基斯坦阿拉伯海

滩，虽没有海枯石烂的山盟海誓，也

没有花前月下的耳鬓厮磨，但九年爱

情风雨路，他们默默相依相伴，始终

甜蜜如初恋。

 

相识：象牙塔里的美好回忆

陈照永远记得那个夏天，一个

闷热的夏日午后，他独自一人在南师

大的图书馆自习，不经意间，他瞥见

在靠窗的位子上坐着一个文静秀气

的女生，她若有所思静静看书的样子

深深地吸引了他。

“我想去和她搭讪，可又没有勇

气，一下午也无法安心看书，只是惴

惴不安地左顾右盼”,陈照后来说。

万事开头难，为了创造机会，

在那以后的一个多月里，陈照几乎每

天都在同一时间去“邂逅”这位默默

看书的女生。在经历了内心的多次挣

扎之后，陈照终于找到了与这位女生

交谈的借口，也知道了这位小师妹的

名字叫徐静。

随着慢慢的接触交流，陈照发

现徐静不仅性格开朗随和，对人热情

大方，而且非常注重细节，替他人着

想。每次进出图书馆自习室，徐静总

是轻手轻脚，以免影响他人自习。

见微知著，正是这些细节彰显

更加坚定了陈照最初心中的认定。从

此陈照更是全心陪伴徐静自习，照顾

这个小师妹。

而陈照谦虚低调、朴实无华的

性格以及对徐静无微不至的关心也

深深打动了徐静，从那一刻起，一颗

爱情的种子开始在内心深处慢慢发

芽，但谁都没有说破。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转眼之

间已到毕业之际，由于陈照要去宜昌

读研，分别在所难免，离别的日子越

来越近，陈照实在难舍这份真情，在

离校之际，陈照终于向徐静吐露了深

藏在内心的爱慕之情，并送给了徐静

一个定情之物——牛津英汉大辞典。

“从开始恋爱，陈照唯一送给我

的礼物就是他用过的这本英汉牛津

大辞典。”徐静说。

朴实无华的爱情就在他们俩的

心中扎根发芽。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两人

分隔异地，每天的电话和节假日期间

一张张车票串起了他们的思念。距离

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让他们更加珍

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加坚定了

早日相聚的那份期望。

相知：永远做你坚实的肩膀

2012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陈照应聘来到电建海投老挝南欧江

耿兴强    康从钦

“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

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

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

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

梦。”

流域发电公司，就职于商务合同部，

负责免税材料设备申报和三个梯级

电站的工程结算工作。

由于初入职场，缺乏实战经验，

陈照在工作中有些捉襟见肘，特别是

在向老挝政府部门提交电站工程建

设免税材料设备申请时，往往需要多

次重复提交审核，加之政府部门审核

速度慢，可能在国内一两天就能完成

的工作，他们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

间，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照没有休息

日，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 11 点甚至

更晚。

在工作不太顺利的同时，家里

也突发状况，那段时间恰逢连云港十

年一遇的大雨，陈照在农村的家被淹

了个底朝天，父母只好寄宿在亲戚家

里，但由于身处国外，奈何鞭长莫及，

陈照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丝毫

没有办法。

此时的徐静仍在国内求学，一

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人相隔千

里之遥，每天徐静只能在电话里安慰

陈照，给他打气鼓劲，正是在爱情信

念的坚持和支撑下，陈照度过了人生

最困难的阶段。

风雨过后方能见彩虹，在历经

了种种磨难考验之后，通过陈照不轻

言放弃的执着精神，工作也渐渐理

顺，做起来得心应手，生活又走上了

正轨。

2013 年，带着对爱人的思念和

牵挂，带着对电建事业的期待和向

往，毕业后的徐静义无反顾地加入到

电建海投老挝南欧江流域发电公司，

从此开启了一段漂泊海外的电建爱

情。

2014年5月20日，在这一个“我

爱你”的喜庆日子里，在经历了 5

年的爱情长跑之后，在家人和同事

的祝福声中，陈照和徐静迈入了婚

姻的殿堂。

考虑到他们两个一直在项目公

司，春节没有回家，公司领导特批了

一个月的假期，可是小两口还没有来

及开始甜蜜的蜜月之行，陈照就由于

工作原因需要提前结束休假，于是他

们就放弃了这最美好的蜜月之行，结

伴重返项目公司，又开始了紧张忙碌

的工作。

相守：在电建海投编织梦想

2015 年 6月 10 日，在海投公司

的召唤下，他们又一起从老挝南欧江

来到了巴基斯坦卡西姆港，成为了卡

西姆港燃煤电站的第一批员工，继续

编织着他们的“电建梦”。

作为“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

地项目、中国电建最大的海外投资项

目、首个混合所有制经济投资项目，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承载着电建希望，

编织着中国梦想，该项目被巴基斯坦

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称为巴基斯坦的

“一号工程”。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建设 2

台 660 兆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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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当地和世行环境保护标准。工

程建设期为 36 个月，首台机组计划

于 2017 年年底投产发电，2018 年两

台机组商业运行后，年上网发电量约

90 亿度，将为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和

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电力支持。

从熟悉的水电站到陌生的火电

站，陈照和徐静在卡西姆港项目又开

始了新的学习和探索。

在卡西姆港项目，陈照依然就

职于商务合同部，可与四年前的初生

牛犊不同，在这里，陈照已经成长为

商务合同部的中流砥柱。不熟悉火电

站流程，从零开始学习；不了解火电

站专业词语，从头开始掌握；人手不够，

那就加班加点，工作中的困难已不能

成为干不好工作的借口，作为商务合

同部专业工程师，陈照勇敢的接过重

担，他既要与总承包商进行繁琐的商

务结算，又要与巴基斯坦政府对接，

推动土地注册等重要问题进展。陈照

在工作中仔细认真、脚踏实地、充满

干劲，良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业绩受

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虽然与陈照同在卡西姆项目，

但徐静白天上班时间几乎没有时间

与陈照说上几句话。徐静在综合管理

部负责发电公司文件收发管理工作，

每天几十份的文件需要不同领导审

阅、办理，同时还需要扫描、归档

和发放，这已经让她忙得焦头烂额，

但她还兼任财务部的出纳，同时负责

部分行政接待任务。面对如此繁忙的

工作，徐静没有丝毫的怨言，她把所

有的文件都归整得井然有序，把财务

出纳账本记录得清清楚楚，凡是经她

手的工作都有条有理，被领导称赞为

“多面手”。在海投公司的年终绩效

考核中，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也

许是对她工作最好的认可。

在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恶劣的自

然和生态环境下，虽远离城市的灯火

辉煌，重复着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但陈照和徐静却保持良好的乐观心

态，他们说很珍惜现在两个人都全身

心去工作的时光，只要家庭和睦，父

母身体健康，年轻的时候吃点苦受点

累算不了什么。

当问及最大的愿望时，徐静思

索了一下说：“希望卡西姆港电站早

日建成发电，回家生个小孩，满足父

母含饴弄孙的期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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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铁哥们”的电建情缘

挺拔修长的身材透着朝气，英

气逼人的脸庞棱角分明，炯炯有神的

眼神藏在深陷的眼窝里，浓密的络腮

胡须展示出男人的魅力，一头微曲的

长头栊到脑后，扎成一个帅气的小辫

子。这就是电建海投公司 2016 年 3

月份“每月之星”——卡西姆发电公

司巴籍员工杨帆。

从向往中国，到走进中国，再

到回到巴基斯坦加入中国电建工作，

杨帆用他的勤奋、善良、刻苦、敬业，

演绎了一段“巴铁哥们”与中国电建

的情缘，也成为在卡西姆发电公司众

口传诵的“中巴”友谊故事。

万里寻梦：难舍的中国情结

 

法扎勒 • 拉希姆是杨帆的巴基

斯坦名字，他出生在巴基斯坦北部的

吉尔吉特，在喜玛拉雅美丽的雪山脚

下，这儿终日蓝天如洗，白云朵朵，

山上绿树蓊郁，风光秀美，是著名的

旅游圣地。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古丝

绸之路从这儿穿过。

因为中巴两国良好的外贸关系，

这里20%的人都会说点汉语，也对中

国近年来的发展有着深入的了解。在

家乡人的影响下，万里之外的中国，

成为杨帆心中最深切的向往。在伊堡

上学期间，他开始自学英语，并凭着

浓厚的兴趣不断练习，水平突飞猛进。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杨帆与中国

结缘。2012 年，中国的孔子学院在

伊斯兰堡举办“汉语桥”大赛，杨帆

报名参加了比赛。比赛中，杨帆沉着

冷静发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第二

名。更让他高兴的是，同时获得了去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免费学习一年汉

语的机会！

于是，杨帆从伊斯兰堡乘坐大

巴出发，一路东行，到达嗒县，喀什，

然后换乘火车，经乌鲁木齐、北京、

直到上海。一路上，杨帆结识了许

多的中国朋友，他们一起开心聊天，

快乐地度过旅途，中国人的真诚、友

好和热情，一下让杨帆爱上了中国，

同时自己的口语也提高了一大截！

杨帆是个细心的人。他选择了

提前一周到学校报到，热情好动的他

很快与学院的管理员们成了朋友。当

一周后其他留学生赶来报到的时候，

杨帆帮着办理报到手续，领取生活用

品，俨然成了一位老学长。

完成学校的课程之余，杨帆喜

欢参加各类的沙龙、聚会，有时候

也去酒吧泡一泡。他不是为了消遣，

而是为了去找更多的中国朋友聊天，

锻炼自己的口语。即便有时候大家用

方言交流，他听起来十分困难，但他

耿兴强

“We are brother! （ 我 们

是哥们）”这是杨帆常挂在嘴上

的一句话。别看这是个正宗的中

国名字，可其实他是个如假包换

的巴基斯坦人。

仍然坚持着每一次都听完。在不懈的

坚持和努力下，他成为班上汉语最为

优秀的学生。

2013 年，一年的免费留学期转

眼结束。杨帆带着恋恋的不舍，以及

众多中国朋友的友情，回到了伊斯兰

堡。进入中国公司工作，成为他新的

目标和期望。

结缘电建：良好的职业通道

到一家喜欢并适合自己的中国公

司工作，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在伊斯兰堡，杨帆先后为多家

中国代表团和交流团担任翻译。他考

虑周到，思维缜密，服务热情，赢得

了大家的交口称赞。但这些毕竟都是

临时性的工作，杨帆的目标，还是进

入一家大的中国公司从事行政管理

工作。

2015 年 9 月，杨帆正准备回吉

尔吉特看望父母。这时有一家中国公

司在伊斯兰堡停留两个月左右，经一

位中国朋友介绍，杨帆承担了他们的

全部对外联络工作。两个月很快结束

了。这家中国公司的经理对杨帆十分

满意，他把杨帆推荐给了中国电建海

投卡西姆发电公司。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是“中巴经

济走廊”的首批落地项目和首个电力

能源类合作项目，是中国电建和卡塔

尔王室共同投资开发的混合所有制

能源开发项目，也是中国电建最大的

海外投资项目。该电站将大大缓解巴

基斯坦电力短缺的局面，并对调整电

力及能源结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

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杨帆了解到了该电站的重要意

义，立即毫不犹豫地来到发电公司。

从此，他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电建员

工，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行政管

理人员。

入职不久，杨帆就接到了一项

颇具挑战的任务。2015 年 12 月，项

目公司的临时营地顺利竣工，内部装

修和办公家俱的安排布置任务摆到

了杨帆的面前。他负责组织办公电

器、家俱的安装工作，每天都有三四

卡车的家俱家电运到营地。杨帆跑前

跑后，每天几乎都要接听四五十个电

话。他把三四十名巴籍安装人员组织

得井井有条，高效率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杨帆还

主动向项目公司的巴籍员工教授汉

语，充当义务的“汉语老师”。每天

晚饭后，他都要悉心教授他们常用的

汉语短句，巴籍员工和中国员工在路

上相遇，几乎都会使用汉语打招呼。

经过他的努力，司机和帮厨们基本都

具备了简单沟通的能力，工作上更加

方便了。

凭借着自已的努力和付出，项

目公司先后三次给予他加薪，并成为

为数不多的荣获电建海投“每月之

星”荣誉的外籍员工之一。

展望未来：美好的中巴情缘

“在中国电建，最可贵的是平

等、融洽，互相尊重的氛围”。杨帆

告诉记者。他说：“在巴基斯坦，人

们的工作和地位是要分等级的。但是

在中国电建，从领导，到基层的操作

人员，都会互相尊重，一律平等。”

杨帆看到项目公司总经理蔡斌，

每天都自己拿着饭盒在食堂与职工

一起就餐，业余时间与职工一起打乒

乓球。他从中不仅受到感动，更受到

启发。杨帆负责管理 20 多个巴籍员

工，包括司机，帮厨，清洁人员等，

他学会了尊重他们，经常与他们一起

就餐，在一起聊天，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得到的回报就是赢得了巴籍员工

更强的执行力。在巴籍员工从来不加

班的大环境下，下班时间遇到需要接

机、送站等任务，杨帆都能轻松地安

排下去，圆满地完成任务。

杨帆与中国同事们相处得非常

融洽。大家都喜欢这个活泼幽默的巴

基斯坦小伙。杨帆经常“推销”他家

乡的优美风光，邀请大家去他的家乡

旅游。有时候，他也会让人从家乡捎

来杏干、车厘子、蜂蜜等土特产，与

大家一起分享。

杨帆的家是个大家庭，他共有 7

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三个弟弟。提到

现在的收入，杨帆十分自豪，他说在

中国电建工作，薪水让他的家乡人都

非常羡慕。最小的弟弟还在读大学，

学费全部由自己负担。同时挣的钱也

寄给父母，让父母在家里购置了更多

的土地，种植果园，成为当地富有的

家庭。

他说，能有现在的一切，都与

中国有关。今年 33 岁的杨帆，也已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的梦想是希

望迎娶一位中国姑娘。在上海学习

时，曾经有一位中国女朋友，但由于

很多原因，这段爱情没有延续，变成

了美好的回忆。他毫不气馁，经常满

怀信心地祈祷说：“我一定会遇到一

位属于我的中国姑娘。”

在中国电建的生活十分开心，

而且每天工作到晚上 8-9点。杨帆常

常忘记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等他们

责备起来，杨帆便像小孩子一样说：

“我在这里太幸福了，这是我的新

家！”杨帆还计划等弟弟大学毕业

后，再到中国去留学学习汉语，学习

厨师技术，然后回巴基斯坦到中国电

建旗下的项目公司工作。

到那时，“中巴友谊”的故事

将会再添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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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江，我的青春必将“高八度” 

四个月前，我和几个同样通过

复试的小伙伴一起，以这样一种信念

坚定、意气风发的状态，和老挝南欧

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签订了三方协

议，并开始为迎接自己人生的第一份

工作做准备。

大学刚毕业就走出国门去工作，

对我来说是件不小的新鲜事，对未来

即将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同时也有些许恐惧和担忧。不论是老

挝这样的一个国度，还是南欧江流域

公司，我对它们都是陌生的。为此，

入职报到前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

在中国电建海投公司的网站和微信

平台上浏览所有关于南欧江的讯息，

在网上了解关于老挝的各种资讯，然

后循着上面的图文想象这里的样子，

并憧憬着以后的生活。毕竟，我们就

像准备离巢的小鸟，早晚都要飞出去

接受各种考验。

初来乍到，充满新奇和忐忑。

刚抵达老挝时，我们被琅勃拉

邦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深深吸引，

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来参加工作的，难

以从度假的错觉里抽离出来，迫不及

待地想把整个琅勃拉邦的风情牢牢

地拽进我们的身体里，急着去与事先

了解的一一验证。浪漫的法国街，灯

火阑珊的湄公河畔夜市，还有独具老

挝特色的嘟嘟车。琅勃拉邦有它曾经

作为一国之都的腔调和韵味，有佛教

圣地的与世无争，无时无刻不在吸引

着我去探索这座有着三百余年澜沧

文明的古老城邦。

按捺不住内心的新奇，我急切

地打听自己的具体工作，听说安排到

梯级调度中心，心里暗想与专业还算

对口。梯调中心设在南欧江二级电

站。电站就位于琅勃拉邦省境内，宛

如美丽的世外桃源依偎在蜿蜒崎岖

的 13 号公路旁，这条路一直延伸到

南欧江腹地蕴藏着丰富水能资源的

雨林深处。想象着在沿途的梯田、村

落、虫鸣、树荫，所有一切都像是在

荡涤我浮躁的内心，让我平静也让我

深深地喜欢上那里，我是亲近大自然

的人，所以不觉得别人说的苦是苦。

对于我而言，生活处处是冒险，经历

不一样的人生才是甜。

建立印象，渐入状态。

报到第一天，项目公司准备了

丰盛的晚餐为我们接风洗尘，领导和

同事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有说

有笑，气氛好不和乐。公司副总经理

涂总还关切地询问我们合不合口味，

让我们几个刚刚离开家的年轻人感

到宾至如归，这里不仅是一个有爱的

团队，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紧接着，公司对我们新员工安

排了入职教育、企业文化宣传、安全

教育等等一系列完善的培训和座谈，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流域公司“高

效、务实、合作、诚信”的管理经营

理念和“专一懂二熟三”的人才培

养机制，以及期待已久的“师带徒”

协议。“师带徒”协议是公司针对我

龚婷

“不是打心眼里认同的事情

是不能去做的，但认定的事情就

不会轻易改变。”

们每个新员工的个人特点以及在大

学期间所学专业的不同，量身定做的

一套个人职业发展培养方案。公司给

我们指定了指导老师和专业老师，一

个负责引导我们思想道德及职业发

展的大方向，一个负责手把手传授我

们专业知识和技能。个性化的培养方

案，不仅体现了公司对我们每一个新

进员工的重视和关怀，同时也让我们

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在公司的年中会议上，我作为新

员工代表与公司签订了“师带徒”协议。

在与我的指导老师握手的那一刻，我

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公司的一

员，完成了从一名学生到公司职员的

角色转变。我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强烈

的使命感，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脚踏

实地，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为南欧

江流域公司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

要做好一份工作，具备扎实的

专业知识技能，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并

融入公司团队等等，都是最基本的要

求。我的专业导师是公司梯调中心主

任张冀。张主任是一个工作经验丰富

且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无论在工作还

是生活上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引

导。

新入职员工里，我是唯一一个

到电站上工作的女生。刚到二级电

站，张主任担心我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气候和工作条件，并没有让我立刻投

入工作，而是让我先熟悉周围环境，

多和营地里的前辈们交流，解决生活

上的一切问题，然后才开始浏览各类

办公文件，了解梯级调度的日常工作

等等。张主任给我制定了一份培训计

划书，里面清晰地罗列了在“师带徒”

协议期内他将要传授给我的知识，以

及我在梯调工作上应该掌握的技能，

这份及时的计划书给初来乍到不知

所措的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等我慢慢地进入角色了，张主

任开始教我做各种各样的水调运行

报表，还让办公室里其他和我年龄

相仿的师姐们帮助我。张主任见多识

广，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梯调及其他

方面的知识技能。他告诉我，我们梯

调中心承担着整合分析各电站信息、

下达调度指令以及对外联系老挝电

网国调中心（NCC）的工作，责任重

大。他严格要求我们在做各类报表时

做到不错报、不迟报、不缺报、不漏

报和随测算、随校核、随发送、随整理、

随分析，以保证报讯的质量和实效。

私下里小伙伴常常调侃我是张主

任的小粉丝，而我也深深地为自己初

入职场遇到一位好领导而倍感幸福。

刚进流域公司的时候就见识了

不少身怀绝技的师兄师姐，来到二级

电站才发现这里更是卧虎藏龙。

南欧二是一个年轻的集体，从

领导到普通员工几乎都是三十岁左

右的年轻人，很多领导和员工都是年

纪轻轻就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

专业领域独当一面。比如而立之年就

能领导一方水电站运营发展的二级

站站长李效光，工作上雷厉风行，高

标准严要求，私下里却是一个很有亲

和力的大哥哥，常常和我们这一批新

员工相约打羽毛球乒乓球，球技精湛

的他常常把我们“教育”得很惨，而

我们也总是输得心服口服。还有梯调

办公室的红人莽哥，年初被评为“海

投之星”，他来二级电站快九个月了，

作为梯调中心和 NCC 之间的沟通桥

梁，化学专业出身的他能够讲一口流

利的老挝语和英语，对梯级调度的业

务也非常熟练。我常和莽哥开玩笑，

他是能者多劳。“专一懂二熟三”，

在莽哥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能够和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工

作和生活是我莫大的荣幸，而我也氤

氲在这种积极向上氛围中更增强了

学习和工作的动力。记得招聘面试的

时候宋总曾经说过，我们公司就需要

乐观、充满正能量的员工。如今我来

到这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宋

总说的话。有了大方向上积极进取、

开拓创新的有力领导，周围又都是年

轻活力、充满干劲的同事，还愁一个

人的工作干不好？还愁一个公司的

发展前景不会越来越光明吗？

稳步成长，奏响青春强音。

转眼一个月过去，随着对梯调业

务越来越熟悉，和同事们越来越打成

一片，我不再有初来乍到时的迷茫和

不安。在公司领导和同事的悉心关怀

和指导下，我慢慢地找到了今后该努

力的方向。认真学好英语和老挝语，

更加熟悉域情，能够独立地完成各类

报表，准确传达梯调中心的讯息，结

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快掌握水文预

报、水力计算、水库和电力调度等专

业技能。尽管知道这一切对于我来说

任重而道远，但是现在的我有了足够

的信心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挑战。

记得离家之前，已经退休多年

的爷爷曾用他毕生的工作经验赠我

十二字箴言：“忠诚、敬业、积极、

责任、效率、感恩”。我会牢牢记住

爷爷的话，忠诚爱国、敬业奉献，建

立“公司荣我荣，公司衰我衰”的主

人翁意识，不断增强责任感。努力学

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完善自我，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我的职业道路。

年轻就要不念过往、不惧将来。

我愿把风华正茂的青春挥洒在美丽

的南欧江畔，舞动的青春之花就像老

挝国花——占芭花那样绚丽。我坚信，

南欧江能让我无畏的青春唱响，且必

将“高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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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的最后半年

（一）

青山如黛，碧水缠绕，山谷的

远处还有皑皑雪山，映着金色的阳

光，像极了大师笔下的水墨画。

这里是尼泊尔，拥有极美的

自然风光，号称徒步者的天堂。从

2012 年 10 月到现在，柴刚已经在这

美丽的风景里生活了两年半。他的工

作是修水电站。作为中方业主公司的

外派人员，他在这座中国电建投资并

承建的水电站项目负责环评和后勤

工作。

2015 年 4月 25 日。对工地上的

同事们来说，又是一个紧张的工作

日。按照计划，还有不到半年时间，

电站就要投产发电了。住在营地内的

设计、监理、项目公司等各方都在紧

锣密鼓的为 9月 30 日的发电节点做

准备。柴刚一直盘算着，等亲眼见证

了电站发电，就可以心满意足的调回

北京工作。是啊，能够完整的经历电

站的建设期，柴刚觉得自己三年的异

邦奋战十分有意义。

忙活了一上午，手里的文件处

理得差不多了。抬头一看时间，11

点 55 分。柴刚准备收个尾去食堂吃

午饭。

正专心将文件归类，柴刚突然

感觉到巨大的晃动，桌上的文件迅速

散乱移位，脚下也一个不受控制的趔

趄。柴刚赶紧扶着桌子站住，定了定

神，就听到了屋外安保的哨声响起。

“地震了！”

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柴刚一个

激灵，迅速向屋外的空地撤离。办公

室在二楼。柴刚冲到走廊时看到旁边

办公室的同事们也都跑出来了，大家

邱清

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

在建设过程中遭遇了尼泊尔 8.1

级大地震。本文以电建海投员工

在此次地震中的亲身经历为原

型，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了他们的

故事。

顺着楼梯迅速来到了空旷地带。虽然

站定，柴刚还是明显感觉到脚下大地

的巨大力量，翻江倒海般的想要向外

释放，坚硬的水泥地挡也挡不住。

没有闲暇去细细分辨这个力量，

柴刚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身边的同

事们身上。他和大家一起清点着人

数，生怕还有同事没有撤离。

1,2,3,4,5,6……

营地上的 50 多名中尼员工都

在！

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这时才

发现脚下的大地已经安静了。柴刚抬

头看了看熟悉的山，坡面已经不再是

一片绿色，仿佛是被硬生生的拉开了

一道道伤口，露出了褐色的山石。而

近处的营地房屋，从外部看不到明显

的损坏，安静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一样。

现场领导镇定地组织着大家。

在确认了人员安全之后，紧接着的工

作就是给国内的家人同事报平安，排

查现场的安全隐患，同时尽快收集受

损情况。接到各自的任务，大家立马

行动起来。身旁的同事也不断互相提

醒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柴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负

责恢复营地的电力、网络通讯、车辆、

安保、生活物资及防震棚的采购供

应。很快，电通了，网通了，柴刚和

同事们第一时间向国内报了平安。

“所有人员安好。”

（二）

消息发到国内公司总部。总部

同事会在第一时间将平安的消息转

告常驻同事们的家人以及公司领导。

柴刚赶紧把现场的尼泊尔同事

也招呼过来，让他们用办公室的电话

跟家里联系。平日里一同做事，早就

没了国别之分。

“家里没事！”

“房子没了，但是人都跑出来

了。”

尼泊尔同事们一个接一个松了

口气。柴刚的心情也渐渐缓了下来。

柴刚突然看到角落里有一个身

影，手里正握着电话，定定的站着，

原来是尼泊尔司机那玛。那玛是个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黝黑的皮肤，结

实的身板，开车技术十分娴熟，载着

项目所需的物资在尼泊尔的山路中

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负责后勤工作

的柴刚不少跟那玛打交道。柴刚特别

喜欢那玛的勤奋与淳朴。

柴刚赶紧走过去问道：“怎么

样？”

那玛放下电话，抬起头看着柴

刚，低声的说，“我哥说，家里房子

倒了，妈妈还没跑出来，我……”

柴刚心里一紧，定了定神对那

玛说：“别慌，你赶紧回家看看。我

去跟领导请示一下，你开咱们的车回

去吧。”

正在屋外安排工作的陈志文是

项目经理，虽然名义上是领导，但是

经常跟大家打成一片。听到柴刚汇报

的情况，陈志文立即表示让那玛马上

开车回家。那玛此时的眼里噙着泪

水，又是焦急，又是担忧，又是感激。

送走了那玛，应急工作还在继

续进行着。

有同事传来消息，地震情况已

经确认，8.1 级，尼泊尔当地时间 11

点 56分，震中离营地仅 34千米。

下午 4 点，那玛打来电话，妈

妈救出来了！柴刚心里终于长舒一

口气，踏实了。

（三）

随后，营地上的工作重点是应

对余震和次生灾害等后续危险。柴刚

已经和同事们搭好了帐篷，并安置大

家入住。柴刚还给每位同事都发了一

个口哨，万一在余震中遇到危险便可

以及时求救。

震后的大地是不安稳的，如同

一头即将从沉睡中醒来的巨兽，当你

以为它在安睡，它却时不时用余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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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你它的巨大威力。柴刚排好了值班

表，每天晚上都有两名同事夜班值

守，一有危险便拉响警报，组织撤离。

柴刚把手头的后勤物资好好清

点了一遍，欣喜地发现目前的储备至

少能够提供 10 天的食物和饮水。同

事们也传来消息，虽然营地周边的交

通有损，但疏通工作在 10 天内能够

完成，到时候新的物资进来，大伙的

基本生活有保障。

项目上的青年突击队主动请缨

勘察受损情况。他们在余震中一一走

访，确认了项目现场无设备财产损失

事件、无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

生，电站首部大坝、引水系统、厂房、

输电线路及营地等各主要建筑物未

发现危情。

工程建筑物安全！

（四）

柴刚和同事们一方面因为建筑

的完好而开心和自豪，另一方面又

因为尼泊尔当地同事家里受灾受损

的噩耗而担忧。像那玛家一样房屋倒

塌、家人受伤的情况不断统计出来。

柴刚还记得以前去当地同事家

里做客，他们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简陋

的平房，泥巴糊的墙在大地震中几乎

无一例外坍塌。当地同事的生活本

就贫困，在项目上务工的当地员工，

能够获得相对丰厚的回报已属不易，

如今家里受灾，不仅收入断了，还面

临着一大笔灾后重建的开销。

想到这些，柴刚觉得很揪心，

终于在一天日例会结束时拉住陈志

文轻声说道，“文哥，我想给尼泊尔

的同事们捐点钱”。

陈志文微微一笑，“你和大家

都想到一块了，最近有不少同事跟我

提这件事。我准备组织大家进行一次

集体捐款，并且从项目经费里专门拨

出一份用作赈灾”。

“太好了！这事交给我去筹办

吧。”柴刚兴奋地说道。

第二天的捐款活动，所有的中方

同事悉数到场，最后共募得 608000

卢比（约 38000 人民币）。当那玛和

其他尼泊尔同事接到捐款时，感激，

感激，还是感激。那玛张开结实的臂

膀紧紧地拥抱了他的中国同事们。

“谢谢我的中国朋友！”

（五）

转眼间，地震已经过去了半个

月。5 月 10 日的日例会上，柴刚和

同事们每人领到一本《地震自救手

册》。陈志文介绍说：“这本手册里

面除了基础的地震应急和自救知识，

还有我们项目营地的疏散通道，物资

使用等情况，针对性很强。感谢这几

天加班加点编写的同事们。下面，我

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完了之后，我们

还要进行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5 月 12 日，七年前汶川大地震

的同一天。当地时间 12:50，尼泊尔

的大地再次震动，7.5 级的余震摇碎

了山石，震醒了午休中的柴刚。而这

一次，再也没有之前的慌乱。柴刚已

经听到了帐篷外的哨声和值班同事

的呼喊，他随着大家一起迅速撤离。

就跟两天前的演练一样，有条不紊，

处乱不惊。

（六）

由于地震造成的劳务流失及施

工材料供应的临时中断，项目现场多

个施工点被迫停工或半停工，原定的

发电计划推迟。

11 月，柴刚常驻期满。他收拾

好行李，即将离开工作了三年的营

地。与项目上的同事们一一告别，柴

刚觉得，经过了大地震的生死考验，

大家都变成了共患难的兄弟姐妹，感

情更甚从前。

坐上车，开车送他的是那玛。

那玛专程申请了今天的出车计划，他

想亲自送送柴刚。柴刚一边看着窗外

呼啸而过的美景，一边回忆着在尼泊

尔的最后半年。

原本以为这半年的主题词是准

备已久的发电冲刺。然而生活的剧本

从来都是充满变数，一场地震改变了

所有剧情。

柴刚觉得，自己的生活也仿佛

经历了一场地震，对生死的态度，对

从事的工作，一切认知和态度，都在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三年，是人生

中短短的一截，但对柴刚来说却是青

春里面最宝贵的时长。三年的青春热

血和伙伴们一起洒在异国他乡，换来

了知心交心的朋友，柴刚觉得既幸

福，又不舍。

此时，开车的那玛也满是惆怅。

他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柴刚，

你还会再回来吗？你……会的，是

吗？”

柴刚从思绪里抽离出来，认真

想了想说：“嗯，会的。等明年发电了，

我一定回来看看咱们的电站，看看大

家！”

那玛终于抑制不住兴奋，憨厚

地笑道，“那太好了，咱们说好了。

到时候，我再开车来接你，一起回营

地。”

“一言为定！”柴刚的笑脸里满

是憧憬。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引水隧洞混凝土初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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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海投公司“每月之星”中国电建海投公司“每月之星”

“每月之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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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表现突出的青年员工。

我们表扬的是 35岁以下的青年员工，他们占

海投公司总人数的 58.75%；

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和海外两个战场，它们是

公司业务腾飞的双翼；

我们鼓励的是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个闪光点，

是汇聚成公司辉煌业绩的燎原之火。

2014 年 1月，第一期“每月之星”诞生。在

2016 年五四之际，我们对过去一年获奖者的风采

进行了集中展示。他们涵盖了公司的业务全线，

他们代表了奋斗在各个岗位上的青年能手、新鲜

血液以及外籍员工，他们在广大青年员工中营造

了良好的氛围，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每月之星”已经成为公司的明星活动之一。

大家习惯称这些上榜的青年为“海投之星”，或

者简称“海星”。

海投青年们，今天，你“海星”了吗？

你们的努力，如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如点点

星光照亮银河。你们投放的青春，盛开在电建海

投日益壮大的业务版图上，创造着美好的未来。

谢谢你们的付出，海投因你而增色。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们是海投的未来之星。

感谢青春，感谢海投，感谢有你。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

“每月之星”个人风采展

熊    兰    财务模板达人

自主设计 excel 内部交易损益抵消模板，
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

顾    岩    岗位能手女标兵

卡西姆团队核心力量之一，雷厉风行的青
年岗位能手典范。

肖    欣    卡西姆商务新星

常驻巴基斯坦前线，推动项目重要文件谈
判。

岳飞飞    项目好文秘

从南欧江到卡西姆，做好项目文秘工作，
提供一流后勤保障。

李鹏飞    工会主力干将

“唱响主旋律，共圆海投梦”，倾力筹备
三周年主题活动。

刘永强    抗震救灾青年突击者

尼泊尔地震中抗震救灾一线“最可爱的人”，
恢复生产震后暖人心。

陈    萍    薪资保险小专家

完成公司首例工伤保险申领。员工的薪资
保险我来管，你放心。

朱    昕    南欧江业务巾帼

顾全大局，敢于担当，南欧江一期商务工作、
二期协议谈判两不误。

中国电建海投公司“每月之星”中国电建海投公司“每月之星”

陈    琛    印尼投标主攻手

在印尼前线奋战投标工作，成功拿下
公司首个公开竞标项目。 

刘新峰    上马相迪前线主力

取得尼泊尔外资项目首例因货币贬值
而实现卢比投资额增加的批准。

赵    月    卡西姆项目小能手

积极配合外部机构，助推卡西姆项目
融资和保险工作。

郭    舒    一线新闻舆情官

沉着应对突发事件，成功化解甘再项
目舆情危机。

陈    洁    前线项目的法务保障

多个项目的前期审核谈判工作，我来
提供法务专业协助。

张    莽    南欧江调度弄潮儿

专注南欧江调度工作，让南欧江的一
滴滴水点亮老挝的一盏盏灯。

卫    哲    海投法务俏佳人

对内协助商务谈判，对外协调各大律
所，为公司项目做好法律支持。

孙文琦    拓荒印尼新市场

投身印尼代表处建设，驻扎前线开发
新市场。

邱    清    管理创新宣传员

总结提炼管理创新成果，助力公司荣
获国家级荣誉。

朱    宝    内控风险专家

做好内控，降低风险，海外投资业务
有保障。

李    恒    报表达人 

优质高效完成报表编制，助力公司获
评电建“财务报告编制先进单位”。

徐    静    卡西姆得力女将

身赴巴基斯坦前线，做好营地综合管
理和后勤保障。

张一凡     新闻大管家

完成公司微信公众平台“海投微语”
改版上线，欢迎关注。

吴天昊    印尼前线多面手

在明古鲁发电公司成立初期，身兼法
务、行政、财务数职。

王烁       岗位管理能手

完成领导班子考核，员工绩效考核，
交好 2015 答卷。

杨    帆    优秀的外籍员工

精通汉语的巴基斯坦员工，管好卡西
姆项目的多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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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标杆单位

中国电建“先进党委”

中国电建“先进工会”

中国电建“贯彻落实反腐倡廉建设责任制先进单位”

中国电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成果一等奖” 

中国电建“标兵记者站”

公司获得荣誉：

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荣获老挝政府颁发的“优秀中小企业发展奖”和“特别贡献奖”

甘再项目荣获“电力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AAAA 级认证

甘再公司荣获“中国电建发电企业运营指标优秀管理单位”

项目获得荣誉：

2016 年荣誉

背包客

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        盛玉明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   蔡  斌

个人获得荣誉：

《以战略落地为目的的国有企业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体系》荣获“2016 年全国国企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以“三型海投”为目标的海外特色品牌企业文化》荣获“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建设》荣获“第二十二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情满南欧江》荣获“中国电力新闻奖”纪录片类唯一的一等奖，同时荣获“全国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一等奖”

《电建海投》荣获“2016 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行业报刊金页奖”

《以“三型海投”为目标的海外特色品牌企业文化》荣获“国有企业创新文化论文优秀奖”



镜像镜像 青春 MIRROR IMAGEYOUTH80 81M

内刊 2016.10 第 2 期 

筑梦上马相迪专题摄影作品I M A G E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

《春归》 下闸蓄水后的闸坝

PHOTOGRAPHY

美丽的上马相迪

美丽的上马相迪营地，驻外员工的海外家园

《春耕》

《七月，雨季，梯田》

健康充实的业余生活

《节日里的尼泊尔女孩》

摄影：刘永强  李胜会  刘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