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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欣欣以向荣，路漫漫其修远！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即将迎来建党95周年和公司成立4周年之际，公司内部刊物《电建海投》

正式创刊了！

2012年 7月 1日，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电建海投公司）成立。在国家“走出去”

战略引领下，电建海投公司扬帆启航、砥砺奋进。作为中国电建专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的法人主体，

电建海投公司外拓市场、内强管理、应势而变、顺势勇为，已成为中国电建调结构、促转型、产业链

价值链一体化、国际业务优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运作平台。

在中国电建国际化征程中，海投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集成并充分发挥全产链一

体化优势，整合优势资源集群式“编队出海”，带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文化走出

去，勇敢地追逐强企梦。电建海投公司的发展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兴业的真实缩影，也是中国电建向

国际一流企业集团迈进的具体写照，电建海投公司在向“走出去、站得稳、能发展”目标前进的道路

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

“海纳百川，投创未来”既是电建海投公司高度认同的企业精神和理念，也是电建海投公司发

展壮大的路径选择和依托。文化是一种传播行为，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都需要传播，并依赖传播来建

立、推广和发展。《电建海投》正是诠释和传播企业文化的良好平台和媒介 , 她将在公司改革发展的

历程中，讲好海投故事，树立海投形象，展示海投风采，凝心聚力，汇智纳言，成为公司一张光彩夺

目的亮丽名片。

展望未来，海外投资市场前景广阔，海外投资事业大有作为。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升级版支持下，

在 POWERCHINA 品牌引领下，电建海投公司将着力推进海外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致力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海外投资升级版，齐心协力共圆海投梦，践行“电建梦”“中国梦”。《电建海投》

将牢记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围绕中心，面向未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创新，

扮演好企业文化融合与传播的角色，努力推出叫得响、过得硬、接地气的“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

的精品力作，把《电建海投》打造成塑造优秀企业文化、助力公司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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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思考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视察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中组部、国资委调研组到公司开展党建工作专题调研

陈永录出席公司干部大会

公司 2015 年度十大新闻

公司 2015 年成功实现“三签约两投产一开工”

晏志勇参加公司“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公司召开 2016 年工作会议暨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创新驱动  提质增效  加快发展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海外投资升级版

公司荣膺“中国走进东盟十大成功企业”

公司荣获“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

公司工会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融入生产经营  突出价值创造

盛玉明会见印尼明古鲁项目股东 INTA 公司总裁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火电投资项目融资关闭

盛玉明当选中国建协企业文化分会副会长

甘再水电站连续安全运行 1500 天

南俄 5 水电站提前完成年度发电任务

公司微信公众平台全新改版上线

公司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上马相迪青年突击队荣获集团“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矿产投资项目

——华刚矿业世界级特大铜钴矿正式投产

公司签署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购电协议》

公司与缅甸合作伙伴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2 号锅炉钢架顺利吊装

坦桑尼亚玛斯吉瑞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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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0 News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in 2015

Sheng Yuming met with President of INTA, a shareholder of Indonesian Bengkulu Project

Nam Ngum 5 Hydropower Station fulfilled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target ahead of schedule

The Company conducted the Warning Education of Anti-Corruption

The Company was named one of the “Top 10 Successful Chinese Enterprises Entering ASEAN”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target of  “Signing Contracts for Three Projects, 
Putting Two Projects into Operation and Comme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Project” in 2015

Sheng Yuming was elected Vice Chairman of Corporate Cultural Branch of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 Company launched the brand-new update of its WeChat public platform

Upper Marsyangdi Youth Shock Brigade was named the Group’s “Demonstration Post of Youth Safety Production”

The Company was named a “Outstanding Chinese Entity on Corporate Cultural Construction”

Yan Zhiyong attended the Company’s “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 Themed Democratic Life Meeting

Kamchay Hydropower Station recorded continuous safe operation for 1500 Days

The Company’s Trade Union won the honorary title “National Model Home of Workers”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Nawaz Sharif inspected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The Company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ts Burmese Partner

The Company convened 2016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First Workers’ Congress

Financial Closing of the first large-scale thermal power investment project for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New thoughts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overseas investment enterprisesThe Survey Team jointly established by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visited the Company for Party Construction Themed Survey

The steel structure of #2 boiler for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was successfully hoisted and installed

The Company signed the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on Indonesian Bengkulu Coal-
Fired Power Project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pgraded version of overseas invest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inno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Chen Yonglu attended the Company’s Cadres Appointment Conference
Du Chunguo took the office of Director, General Manager and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the Company

Integrate into production  and highlight value cre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and advance the enterprise’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New models of overseas financing

—— US Dollar Denominated Senior Perpetual Bonds

China’s largest mining investment project in Africa

—— SICOMINES’ world-class extra large copper-cobalt mine was put into operation

Tanzania Masigira Electric Power Co., Ltd. was granted Temporary Power Generation 

License an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杜春国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获得临时发电证书及合作开发备忘录

充分发挥党建工作优势推进企业科学发展

——美元高级永续债券

海外资金筹集的新模式

一线FRON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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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海投“东南亚步伐”: 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

《人民日报》：走出去，更要走得好

《今日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首个重大项目落地

摄影作品

一个水电人的担当与奉献

卡西姆电站的“洋厨子”

老挝深山里的“中国年”

来之不易的年夜饭

阿拉伯海岸的幸福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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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老挝水泥公司向中老农冰村小学捐助物资

南欧江流域公司向移民新村捐助医用物品

南俄 5 公司组织“衣暖人心、旧衣捐赠”活动

华刚矿业在刚果（金）开展捐赠助学和义诊服务

甘再项目公司全力打造绿色生态电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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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eastern Asian Pace” of PowerChina Resources Ltd.: Walk Steadily, Do Well and Go Far

Star of the Month, Sound of the Youth

Lao Cement Co., Ltd. donated daily supplies to China-Laos Nongbing Village Primary School

Nam Ngum 5 Company organized donation event for social care

Kamchay Project Company spared no effort in building green and ecological power station area

“Relocation Officer” in Nam Ou River Project

Photographs

“Chinese New Year” in remote mountains of Laos

“Foreign Chefs” in Port Qaism Power Project

People’s Daily: Go Global and Do Well

Nam Ou River Basin Company donated medical supplies to Relocatees’ Villages

SICOMINES Conducted the donation for education and volunteer medical consultation service in Congo D.R.

Allegue: Happy Life in PowerChina

A trip to the reservoir area of Nam Ou River Cascade Power Station in Laos

Hard-earned New Year’s Eve dinner

Happy & warm New Year in the Arabian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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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 pacemaker for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  A glance at the Company’s investment in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

Build solid “firewalls” in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 evolution from industrial chain to value chain

—— An on-the-spot report on the Company’s whole-industrial-chain development of Nam Ou River Cascade Power Project in Laos

The aspiration and dedication of a person in hydropower industry

——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Cai Bin, an awarded Nominee for China’s Model in Power Industry

——公司投资建设卡西姆电站纪实

——公司全产业链开发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项目纪实

——记中国电力楷模提名奖获得者蔡斌

PAKISTAN TODAY/BUSINESS /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CPEC’S FIRST PROJECT WITNESSES EMPHATIC PROGRESS ON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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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海投公司
2015 年度十大新闻

中巴两国元首共同见证巴基斯坦卡
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成功签约。

公司正式中标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

刚果（金）铜钴矿项目
一期工程正式投产。

公司党委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活动，党的建设得到持续加强。

公司与国新国际签署
优先股认购协议。

中老两国元首共同见证老挝南欧江
流域梯级水电站项目（二期）成功
签约。

老挝南欧江流域一期项目实现
“一年三投”发电目标。

公司在集团子企业综合实力评价中
位居第 14 位，比上年提升 31 位。

公司成功举办庆祝建党 94 周年暨
公司成立三周年——“唱响主旋律、
共圆海投梦”主题活动。

全国总工会授予公司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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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成功实现“三签约
两投产一开工”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

额、资产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3.91%、

30.51%、28.46%，在公布的集团子企

业综合实力评价中公司位居 14位，

比上年提升31位，全面完成了集团（股

份）公司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改革

发展和生产经营取得了新突破、新亮

点、新进展和新局面，公司发展基础

和比较优势得到持续巩固和增强。

去年以来，电建海投公司紧跟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集团（股份）

公司高端营销策略，坚持市场导向，

创新营销理念和商业模式，产业结构

和市场布局不断优化。公司强力推进

三个重大项目投资开发权年内落地生

效，市场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4月

18日，列入“中巴经济走廊”优先项

目的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在两

国领导人见证下签订实施协议和购电

协议，投资保险、项目融资、政府担

保等工作相继完成，并实现了年内开

工建设，项目开创了国际合作混合所

2015 年，电建海投公司紧紧围绕全年计划目标和保增长任务，主动

适应新常态，坚持市场和效益导向，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外拓

市场、内强管理、严控风险、提质增效，顺利实现了“三签约两投产一开工”

目标，即：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一期项目实现了“一年三投”发电目标，

刚果（金）铜钴矿项目提前建成投产，创造了非洲矿山建设的“中国速度”；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老挝南欧江二期项目和印尼明古鲁项目顺利签约，

其中卡西姆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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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建工程转向主体安装，承担燃煤

采购供应的新加坡公司也正式注册成

立。公司参股投资的华刚矿业采选冶

一期工程于年内提前投产，累计采出

铜矿 411 万吨、钴矿 40万吨。尼泊

尔上马相迪水电站在遭受“4.25”地震、

“9.16”印度口岸制裁和罢工等不利

条件影响下，参建各方克服困难、积

极应对，项目取得了较好进展。

公司市场化意识不断增强，履约

管理体系运作有序有效。在集团相关

部门指导下，组织完成卡西姆卸煤码

头、南欧江二期主体工程等项目招标、

评标和定标工作，程序规范、客观公

正，为投资项目市场化和内部契约化

管理打实基础。现场履约以合同管理

为抓手，强化模式管控和进度、质量、

安全、投资等关键要素管理，优化配

置，过程监督，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和

精益化水平持续提升。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党委

“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京

召开，电建集团暨股份公司董事长

晏志勇出席并作重要讲话。电建股

份公司总经理助理、企业领导人员

管理部主任李燕明和公司领导班子

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主持。

晏志勇对海投公司专题民主生

活会组织及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

会议准备认真、充分，班子成员结

合实际对照检查，积极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起到了“红红脸、出出汗”

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对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推进海外投资

业务发展提出了要求。

晏志勇强调，一是严格要求，

切实加强学习和党性修养；要充分认

识“三严三实”是中央对党员干部提

出的要求，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自我提升的需要；要认真学习党

的十八大精神及历次全会精神，加强

学习、提升修养，使“三严三实”成

为海投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自觉

遵循，并内化成海投公司企业文化的

组成部分。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提升班子成员能力；随着结构调整、

业务发展，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也提

出了新的要求，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思

考，加强对标，持续提升领导能力。

有制经济的范例。8月 31 日，老挝

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二期项目（含

一、三、四、七级水电站）在两国领

导人见证下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和购电

协议，保证了南欧江流域七级电站的

完整性开发。11月 25日，印尼明古

鲁燃煤电站 BOOT项目在中标后正式

签订购电协议，标志着公司在充分市

场化国际投资竞争中斩获先机，成功

挺进印尼新市场。

在传统业务市场，公司持续发力，

市场得到巩固增强。老挝芭莱水电站

项目获得可研报告中期批复证书，柬

埔寨茶润水电站项目取得项目MOU延

期批复，尼泊尔上达吉水电站项目启

动了设计招标，坦桑尼亚玛斯吉瑞水

电站项目完成了股权调整，启动了征

地和尽调工作，蒙古布罗巨特煤电一

体化项目启动了矿权评估，目前正在

进行PPA的谈判准备。

在开拓主要市场，巩固传统市

场的基础上，公司积极跟进和孵化培

育投资并购、新能源投资等业务领域，

积累了前期实战经验。市场定位和

营销策略越来越清晰合理。坚持“水

火”并进、主动营销，深耕细作东南

亚传统市场，大胆培育非洲和中东市

场，积极尝试欧美等高端市场，优质

资源项目信息储量充足，市场细化程

度高，专业选择和区域布局越来越清

晰合理。

公司不断加强履约管理，投资

在建的项目进展顺利。现场管理扎实

有效，形象目标预期完成。老挝南欧

江一期项目二、五、六级三个电站均

在年内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目标，

“一年三投”为老挝建国40周年献礼，

也奠定了公司在老挝的市场地位和发

展基础。卡西姆燃煤电站前期商务攻

关和现场施工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

彰。

2015 年 12 月 24 日，中国进出

口银行向卡西姆项目提供首笔放款，

项目融资关闭的同时现场建设重心已

晏志勇参加公司“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耿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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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科学务实，谋划好公司战略和

“十三五”规划；要研判国内外形势

变化，按照集团战略导向，进一步明

确海投公司的发展定位，深思熟虑进

行路径选择。四是要敢于担当、真抓

实干，创业发展；“为官需有为，为

官需担当”，要正视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实际问题，必须要有担当的精神才

能主动作为；要动态研判风险，推动

企业健康发展。五是改革创新，着力

解决制约发展的问题；世界经济发展

带来深刻变革，未来企业发展要创新

理念、系统思考，要结合所在国的情

况总体考虑，拓宽市场、创新发展。

六是遵纪守法，做合格的党员领导干

部；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认真

学习新准则、新条例，心存敬畏、手

握戒尺，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用好权、履好责。

盛玉明代表海投公司领导班子

表态，将认真贯彻晏志勇董事长提

出的明确要求，在巩固群众路线教

育成果、抓好“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的基础上，着力抓好民主生活会

整改落实工作，以“严实”新成效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快推

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

司建设。一是坚持“四结合、四落

实”，深化学习教育，促进能力提升。

二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作

风建设，强化宗旨意识。三是重视

并抓好人才开发工作，加强班子建

设，优化人才支撑。四是多举措拓

市场拿项目，坚持战略引领，加强

市场运营。五是实施目标化、精益

化、标准化管理，突出价值创造，

提升管理水平。六是总结提炼并固

化好经验、好做法，巩固教育成果，

构建长效机制。

为组织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海投公司党委紧扣“三严三实”

主题，精心准备，周密安排，着重

抓好五个关键环节：一是深化学习

研讨成果；采取集中学和自学相结

合，认真学习中央精神、规定书目

内容等，对参加专题党课、专题学

习研讨情况进行回顾梳理。二是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采取发放征求意

见表、召开座谈会、设立意见箱等

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共征集到

七个方面 17 条建议。三是深入开展

谈心谈话；坚持“三必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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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开展了 40 余人次的谈心交流，统

一思想、达成共识。四是认真撰写

对照检查材料；公司领导班子及成

员认真查找修身做人、用权律已、

干事创业等方面的不严不实问题，

深入剖析，结合实际撰写对照检查

材料。五是细化措施着力推进整改

落实；针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和查

找到的问题，细化措施，明确责任，

提出今后努力方向和 6 个方面的具

体举措，积极推进整改落实，构建

长效机制，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持续提升领导力促进公司海外投资

业务持续健康发展迈上新台阶。

2016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工作会议暨一届四次职工代

表大会。公司领导、高管、副三总师、

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各项目公司总

经理、安全总监及专兼职纪检监察

员、职工代表共计203人参加会议。

本次大会设北京主会场和昆明公司、

香港公司及老挝万象大厦 3 个视频

分会场。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和

电建集团（股份）公司 2016 年工作

会议精神，总结公司 2015 年各项工

作，分析面临的形势，研究 2016 年

改革发展思路，部署生产经营各项

工作。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

公司召开 2016 年
工作会议暨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作了题为《创新驱动 提质增效 加

快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海外投

资升级版》的工作报告。报告全面

总结了 2015 年公司改革发展和生产

经营取得的显著成效。报告指出：

2015 年，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全年计

划目标和保增长任务，主动适应新

常态，坚持市场和效益导向，加快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外拓市

场、内强管理、严控风险、提质增效，

全面完成了集团（股份）公司下达

的各项指标任务，改革发展和生产

经营取得了新突破、新亮点、新进

展和新局面，公司发展基础和比较

优势得到持续巩固和增强。

报告指出和深刻分析了公司当

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机遇，提

出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把创

新作为改革发展的最大驱动力，把

协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把绿色作为产业调整转型的布局方

向，把开放作为拓展发展空间的重

要方式，把共享作为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的责任使命，审时度势，创新

驱动，提质增效，加快发展，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升级

版，以综合实力提升来应对市场变

化，在新形势中捕捉和把握新的发

展机遇。

报告明确了公司 2016 年总体工

作思路，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企业负责人

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电建集团（股

份）公司 2016 年工作会议部署，主

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李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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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题为《围绕中心 服务发展 服务

职工凝心聚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和

谐发展》的讲话。讲话中全面总结

了公司工会 2015 年的主要工作，提

出了 2016 年公司工会工作的指导思

想，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

一是坚持思想引领，始终保持正确

政治方向；二是坚持民主管理，进

一步推进职代会建设；三是坚持改

革创新，抓好海外项目工会工作；

四是坚持需求导向，做实做细员工

人文关怀；五是坚持围绕中心，推

进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六是坚持

激发活力，组织好“月月有主题”

活动；七是坚持学习提升，充分发

挥工会组织积极作用。

会上，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盛玉明与各单位负责人分别签订了

2016 年度党建工作责任书、反腐倡

廉建设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书和

经营责任书。表彰了公司 2015 年度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以及“四好”

领导班子、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

党员。对公司领导班子、领导班子

成员以及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进行

了民主评议。  高超

态，以目标导向和价值思维统领工

作大局，坚持战略引领、管理创新、

提质增效、风险管控主抓手，着力

加强市场开发、建设运营、企业内

控和党建工作，改进作风，扎实工

作，全面提升基础管理能力、创新

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全面完

成 2016 年各项经营目标任务，着力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升

级版，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

步。报告安排部署了公司 2016 年各

项主要工作：一是调整市场策略，

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开发质效；二

是规范履约管理，优化管控模式，

确保经营目标；三是规范运营销售，

提升管理质效，落实投资收益；四

是强化内控管理，夯实发展基础，

规范企业经营；五是推进人才强企，

完善工作机制，优化人才结构；六

是持续加强党的建设，营造企业和

谐发展新局面。

盛玉明强调，2016 年公司要着

力做好五项工作。一是要确保实现

“一投产二开工三签约”年度目标，

即实现尼泊尔上马相迪 A 水电站项

目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目标；实现老

挝南欧江二期和印尼明古鲁项目开

工建设目标；实现坦桑尼亚玛斯吉

瑞项目、印尼拉苏洛项目和蒙古布

罗巨特项目签订 PPA 目标。二是要

讲政治、守规矩。严格遵守公司规

章制度和内控程序，尤其是各项目

公司负责人要强化自我约束，模范

执行。三是要转变思想，培养和强

化业主观念、意识，适应业主角色，

做好业主。要坚持“四位一体”的

海外项目管控模式，牢牢把握“质

量、安全、进度和成本”这一底线。

四是要进一步强化公司总部对海外

项目的“服务、指导和监管”职能。

五是注意品牌建设，规范着装，树

海投形象，展海投风采，打造一流

国际化海外投资管理团队。

公司工会主席赵新华在会上作

 盛玉明   2016 年 2 月 28 日

一、2015 年公司改革发展和生产

经营工作回顾

2015 年，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全

年计划目标和保增长任务，主动适

应新常态，坚持市场和效益导向，

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外

拓市场、内强管理、严控风险、提

质增效，全面完成集团（股份）公

司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改革发展

和生产经营取得了新突破、新亮点、

新进展和新局面，公司发展基础和

比较优势得到持续巩固和增强。

（一）经营目标全面完成，质

量效益实现新增长

一是经营质量和效益水平持续

增强。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14.1% 和

31.5%，是 2015 年考核目标值的

101.3% 和 101.9%；完成经济增加

值（EVA）是 2015 年考核目标值的

111.9%。企业资产规模持续增长，

截至 2014 年四季度末，公司资产总

额同期相比增长 28.3%；资产负债率

62.9%，同比上升 1.27 个百分点。

二是实现企业分红，落实股东投资

收益。2015 年公司形成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和实现利润分配同比

分别增长 3.7% 和 13.3%。三是发展

基础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巩固增强。

公司在公布的集团子企业综合实力

创新驱动    提质增效    加快发展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海外投资升级版
——在公司 2016 年工作会议暨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评价中公司位居 14 位，比上年提升

31 位，在集团电力及投资板块各单

位经营业绩和管理评价考核中继续

保持领先优势。

（二）经营布局不断优化，市

场开发取得新突破

2015年，公司紧跟“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和集团（股份）公司高端

营销策略，坚持市场导向，创新营

销理念和商业模式，产业结构和市

场布局不断优化。一是强力推进三

个重大项目投资开发权年内落地生

效，市场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巴

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在两国领

导见证下签订实施协议和购电协议，

投资保险、项目融资、政府担保等

工作相继完成，并实现了年内开工

建设，项目开创了国际合作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范例。老挝南欧江流域

梯级水电站二期项目（含一、三、四、

七级水电站）在两国领导见证下签

订特许经营协议和购电协议，保证

了南欧江流域七级电站的完整性开

发。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 BOOT 项目

在中标后正式签订购电协议，标志

着公司在充分市场化国际投资竞争

中斩获先机，成功挺进印尼新市场。

二是传统业务市场持续巩固增强。

老挝芭莱水电站项目获得可研报告

中期批复证书，柬埔寨茶润水电站

项目取得项目 MOU 延期批复，尼泊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中央企业负责人

会议和电建集团（股份）公

司 2016 年工作会议精神，

总结 2015 年各项工作，分

析面临的形势，研究 2016

年改革发展思路，部署生产

经营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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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上达吉水电站项目启动了设计招

标，坦桑尼亚玛斯吉瑞水电站项目

完成了股权调整，启动了征地和尽

调工作，蒙古布罗巨特煤电一体化

项目启动了矿权评估，目前正在进

行 PPA 的谈判准备。三是积极跟进

和孵化培育投资并购、新能源投资

等业务领域，积累了前期实战经验。

四是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越来越清

晰合理。坚持“水火”并进、主动

营销，优质资源项目信息储量充足，

市场细化程度高，专业选择和区域

布局越来越清晰合理。

（三）履约管理持续规范，投

资在建取得新进展

一是现场管理扎实有效，形象

目标预期完成。老挝南欧江一期项

目二、五、六级三个电站均在年内

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目标，“一

年三投”为老挝建国 40 周年献礼，

也奠定了公司在老挝的市场地位和

发展基础。卡西姆燃煤电站前期商

务攻关和现场施工建设齐头并进、

相得益彰。2015 年 12 月 24 日，中

国进出口银行向卡西姆项目提供首

笔放款，项目融资关闭的同时现场

建设重心已由土建工程转向主体安

装，承担燃煤采购供应的新加坡公

司也正式注册成立。公司参股投资

的华刚矿业采选冶一期工程于年内

提前投产，累计采出铜矿411万吨、

钴矿 40 万吨。二是市场化意识不断

增强，履约管理体系运作有序有效。

现场履约以合同管理为抓手，强化

模式管控和进度、质量、安全、投

资等关键要素管理，优化配置，过

程监督，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和精益

化水平持续提升。

（四）狠抓运营力促销售，投

资收益助推新业绩

一是运营收益持续增长。二是

项目运营管理体系逐步健全，制度

化、流程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狠抓运行计划管理和设备检

修维护管理，甘再水电站完成 5 台

机组大修 , 经受住了台风“环高”

带来的最强洪峰考验；南俄 5 电站

安全发电 1000 天并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南俄 5 的“机组尾水冷却器技

术改造”和甘再的“海外电力企业

标准化创建”分别获得第五届全国

电力行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一、二

等奖；水泥厂完成水泥磨更换，通

过招标方式采购燃煤和包装袋，大

幅压缩生产成本；钾盐项目适时进

行升级改造，并推动竣工验收和股

权转让。公司总部和项目公司运营

销售两级管控体系运作有效。

（五）狠抓内控扎实基础，管

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一是坚持战略引领，治理结构

和管控体系运作高效。公司锤炼提

出“打造 4 大海外平台、布局全球

8+10+12 国别市场、建设 4+1+1 核心

竞争力、实现 1221 发展目标”的中

长期战略规划，结合“一带一路”

及国企深化改革要求，调整编制了

《2015-2018年滚动规划》、《“十三五”

和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 年，公

司完成名称变更，企业品牌影响力

不断提升。新设印尼代表处、新加

坡公司、柬埔寨资产管理公司，已

在 10 个国家设有 24 个各层级子企

业。

二是财务资金管理能力持续增

强，融资工作亮点多、成效著。积

极介入总部内控管理全过程和项目

管理全周期管理，推进全面预算管

理，境外项目执行概算管理和税收

筹划工作得到上级对口管理部门肯

定。基础管理扎实有效，财务编报

管理规范，公司荣获集团“2014 年

度财务报告编报工作先进单位”。

三是风险管控体系不断完善，

法律支持作用明显。法律审核已经

覆盖公司重要决策、改革改制和生

产经营各个领域，专业支撑和价值

服务进一步显现。有效组织和参与

项目投资评审、普法宣传、股权合

作和协议谈判，标准化合同文本制

订，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梳理，全

面风险与内控体系颁布运行等工作

扎实推进。

四是质量安全管理受控，科技

创新驱动作用增强。进一步完善安

全生产“党政同责”和“四个责任

体系”，加强应急和非传统安全管

理，开展滚动式安全质量检查考核，

狠抓过程管控与整改落实。完成三

标体系内审及监督审核工作，制定

完成 2015-2020 年科技发展规划，

形成了两级科技创新管理组织体系，

初步建成技术专家库，加快科研合

作和成果转化，年内建立了火电（煤

电）项目技术标准，收集国内外技

术标准 1398 项。《投资产业链一体

化在海外水电开发中的应用》获得

“2015 年全国电力行业企业管理创

新成果”一等奖。

五是机电物资保障体系健全，

出口贸易价值贡献突出。扎实推进

集中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完成

41 批次项目应急备件采购，重点保

证南欧江电站设备物资供应，确保

“一年三投”节点目标实现。对各

项目 85 台套特种设备进行了现场

安全检测，确保海外特种设备安全

运行。

六是内部监督机制有效发挥，

审计和效能监察工作逐步健全完

善。开展了老挝水泥内控审计、

南俄 5 竣工决算审计、国资委对集

团（股份）公司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和国资委境外资产审计等工作，审

计过程监督与风险预警作用不断提

升。主动延伸监督触角，围绕重大

项目和经营管理薄弱环节开展效能

监察和专项治理。2015 年，公司被

评为集团（股份）公司“2014 年贯

彻落实反腐倡廉建设责任制先进单

位”。

七是总部建设、信息化建设和

平台建设取得新业绩。重点加强总

部履职待遇、固定资产和档案管理

工作，其中档案管理获得国资委档

案技能大赛优秀组织奖，公车管理

在协同办公中的应用等管理成果在

集团办公厅对标业务中交流了经验。

公司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

快，办公管理标准化、流程化、表

单化规范固化，信息化示范试点建

设稳步推进，进出口贸易、投资管

理系统完成了上线试运行，信息化

对规范生产经营和提升总部管控的

作用愈发明显。

（六）加快推进人才强企，队

伍建设增添新活力

一是围绕“三级四类”人才队

伍建设工作主线，加大对核心人才

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干部队伍的知

识、年龄及专业结构不断优化，活

力不断增强。二是人力资源管理、

三项制度改革和绩效考核工作全面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重点完成选优

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工资总额预算

执行管理、招聘培训、职称评定和

员工落户等工作，为企业人才战略

实施打实基础，保证了公司和员工

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七）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构

建企业发展新优势

公司党委坚持融入中心、服务

大局，通过“七加强、七促进”，

认真做好党建各项工作，充分发挥

政治核心作用和党群工作优势，推

进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是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成立了卡西姆党支部，对老挝区域、

甘再、总部机关党组织进行了调整，

印发《公司党群制度手册2015版》，

公司党委现下设 1个党工委、8个直

属党支部，实现了总部与项目党组

织体系的全覆盖；积极开展服务型、

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南欧江党支部

紧抓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卡西姆党

支部一成立就细化安排党建工作。

二是认真抓好学习宣传教育。

采取中心组、支部会、视频讲座、

专题研讨、专项教育等方式，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廉洁从业专项教育，深入

研讨、广征意见，整改落实、立规

执纪，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取得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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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各级党组织还结合实际广泛

开展了多项主题实践活动。

三是不断强化反腐倡廉建设。

深入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精神，细化制订惩防体系新五年规

划、“两个责任”落实清单和任务

分解表，以党建、党风廉政两个责

任制为抓手，健全制度，分解任

务，责任到人，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开展多场次项目骨干管理

人员廉洁从业教育，着力抓好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监督检查，

构建长效机制。

四是积极推进依法治企工作。

制订推进依法治企、建设阳光海投

实施意见和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做

到有制度、有计划、有检查、见成效，

切实抓好具体工作的落实；按照上

级组织管控要求和公司业务发展实

际，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进一步加

强了决策、制度、监督、考核和责

任追究体系建设。

五是海投文化深入员工心田。

公司通过战略引领、顶层设计、细

化措施等，加强网站、刊物、微信

等载体建设，发布新版企业文化手

册、宣传画册；南欧江“3+N”专项

宣传有声有色，公司网站发稿827篇，

向电建股份网站报纸等媒介发稿 425

篇，树形象、展风采、创品牌；具

有海投特色的“海文化”“暖文化”“新

文化”日益深入员工心田。

六是切实做好职工群众工作。

公司工会围绕服务大局、服务职工，

健全基层组织，创新方式方法，认

真实施人文关怀、慰问帮扶、劳动

竞赛等工作，组织了“共圆海投梦”、

“2015年海投健康行”、每月之星、

庆祝公司成立三周年等系列活动，

贴近员工、内容丰富、深受欢迎。

公司团委结合业务和团员青年特色，

开展了“青春名片”、公益助学、

团青接待日等活动，取得积极成效。

2015 年，公司荣获“中国企业

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中国走进东盟十大成功

企业”“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优

秀成果一等奖”“全国电力行业企

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全国电

力建设领域优秀通讯站”等荣誉。

有 8 名个人分获“全国优秀施工企

业家”、“中国电力楷模”提名奖、

“中国CFO年度人物”“最美电建人”

等荣誉。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

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市

场策略和投资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

和优化，投资开发的市场洞察力和

敏锐性不够，多数依靠传统路径思

维，缺乏市场应变和创新意识。二

是项目履约管理的意识和能力需要

进一步提升。三是公司的两级决策

体系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和优化。

四是人才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

素质和能力建设需要强力提升。五

是发展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不强。

二、公司面临的形势和 2016 年发

展思路

电建集团（股份）公司 2016 年

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国

内外形势，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开

展国际经营的战略机遇期”和“国

内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矛盾突

出，建筑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的

研判，得出了“经济发展深度调整

产生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总

体结论，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好、

好中求优总基调，“以变应变、创

新发展”，加快发展步伐，实现战

略目标。

对于电建海投公司而言，同样

是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

方面，“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为行业发展开拓了新领域、搭建了

新平台、注入了新活力，集团国际

化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这都将为公

司扩大国际市场、开展投融资与国

际并购业务提供广阔空间，加之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为获取

能源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供了有

利时机。公司在集团国际业务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中的引领和带动优

势将产生平台放大效应，有利于公

司实现资本积累，巩固未来发展基

础。另一方面，集团海外事业部、

国际公司、海外区域总部的业务定

位、资源整合计划和管控模式势必

对公司原有的管控体系和运行机制

带来新的挑战，加之同行企业、集

团其它子企业国际业务调整和传统

承包模式转变的推进，势必在一定

时期和范围内与公司形成“同台竞

技”，加剧同质化竞争。另外，公

司的发展规模、投资结构、产品服务、

商业模式，以及资源整合、资产运营、

风险管控、国际并购的能力与公司

愿景规划和市场要求还存在一定的

差距。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砥砺奋进、

加快发展，实现 2015-2017 三年滚

动规划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一年。

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

对此，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把创新作为改革发展的最大驱动

力，把协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路径，把绿色作为产业调整转型的

布局方向，把开放作为拓展发展空

间的重要方式，把共享作为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的责任使命，审时度势，

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加快发展，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资升

级版，以综合实力提升来应对市场

变化，在新形势中捕捉和把握新的

发展机遇。

2016 年工作思路：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

企业负责人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电

建集团（股份）公司 2016 年工作会

议部署，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

济发展新常态，以目标导向和价值

思维统领工作大局，坚持战略引领、

管理创新、提质增效、风险管控主

抓手，着力加强市场开发、建设运营、

企业内控和党建工作，改进作风，

扎实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管理能力、

创新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全

面完成 2016 年各项经营目标任务，

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投

资升级版，为“十三五”开好局、

起好步。

三、2016 年重点工作安排

2016 年，要着力抓紧抓好以下

几项重点工作：

（一）调整市场策略，优化投

资结构，提升开发质效

一是要研究并适时调整完善市

场开发策略。在国别市场选择上，

聚焦“8+10+12”三类国别市场，重

点跟进“一带一路”、中孟印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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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选择上，

要聚焦能源项目，坚持“水火”并进，

重点开拓大型水电、火电以及上下

游配套业务。二是要突破并购业务，

优化投资结构。要大胆尝试和开展

海外并购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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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切实提升开发

工作的质效。要进一步完善投资项

目储备、优选、评审和决策机制，

从源头上夯实投资质量。调整优化

市场营销组织体系，提高对目标市

场的覆盖广度、营销深度和工作力

度。四是要加强内外合作，增强开

发合力。要切实加强工程局、设计院、

咨询等单位的横向交流和战略合作，

加强与潜力市场国家驻华使馆的联

系交流，获得市场机遇。

（二）规范履约管理，优化管

控模式，确保经营目标

一是要全面落实责任体系，确

保建设目标实现。要将集团对海投、

海投对项目的考核指标体系、责任

体系、奖惩体系分解移植到项目和

项目班子中去，形成“两部、两场”

齐抓共管，动态管理、优化配置、

节点控制、目标考核的管理体系。

二是要加强履约管理，增强经营质

效。要以体系建立、过程监督、验

收检查、落实整改等有效措施保证

质量管理受控，以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推进安全管理目标实现。要按

照集团要求，全面引入 QHSE 标准化

管理体系，提升整体履约水平，保

证履约过程、产品和服务都要体现

公司良好的品质、形象和文化。要

重点加强薄弱环节的管理提升和能

力再造。三是要加强资源整合，优

化管控模式。要进一步权衡项目授

权管理和直接管理的利弊，对“轻

车熟路”的水电业务要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提升管控能力，拓宽利润

空间；对专业复杂、集成性强的火电

业务要发挥统筹协调、资源整合优

势，强化履约责任，防范系统风险，

与 EPC 总承包商、监理等参建单位

打造利益共同体。要加强源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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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设计优化的激励机制，突出设

计和施工组织优化在成本管理和效

益提升中的先导作用。要监督落实

监理工作“四控制三管理一协调”，

切实发挥“屏障”作用，为业主提

供增值服务。

（三）规范运营销售，提升管

理质效，落实投资收益

一是要建立健全运营管理体系。

要“走出去、请进来”开展业务对

标，提升能力再造。要以甘再和南

俄 5 电站标准化试点运营为主线，

梳理完善水电站运营的制度体系、

管理流程和工作机制，分解目标任

务，落实管理责任，在南欧江一期

和上马相迪项目上要推广应用。要

加紧研究火电项目运营管理的顶层

设计和实施计划，提前介入卡西姆

火电的运营方案策划和具体工作

对接。要研究投资并购项目的接

手运营工作思路。二是要提升运

营管理的质量和效率。要加强计

划管理，认真制定年度生产计划、

检修计划、销售计划和资金计划，

总部要提升计划管理的审核把关

能力。要结合标准化、三标体系

和公司管理制度做好动态监督，

着力加强重大设备的工况评估和

维护检修；着力加强市场和客户

管理，畅通销售渠道，提升市场

占有率，加快应收回款，确保收

益实现；着力加强运行队伍管理，

清晰委托权限，落实义务责任，健

全考核体系，提高效益产出。三是

要推行运营管理本土化。项目公司

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引进中国留

学生归国就业、聘用政府和社会咨

询等方式推行管理本土化，要找准

融入点和发力点，提高当地资源利

用率，实现运营管理降本增效。

（四）强化内控管理，夯实发

展基础，规范企业经营

一是要加强战略引领。要按要

求做好集团“十三五”规划的承接

和落实，结合三年滚动规划和各子

战略，编制公司“十三五”规划。

要统筹目标分解、量化评估、可行

性分析和全局性协调工作，按照年

度计划建立战略具体落实的倒逼机

制，引领工作全局。

二是要加强资金、资产和资本

管理。要进一步做精做细做实财务

核算、资金管理、成本控制、税收

筹划、专业评审、信息披露等基础

性工作，着力提升财务分析预测能

力，为决策提供价值服务。要指导

总部和子企业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强化刚性预算管控，重点关注和动

态管理影响公司经营业绩考核、管

理评价考核和综合实力评价排名的

三类财务指标。要进一步加强与金

融保险、产业基金等机构合作，合

规开展多元化融资和产品理财，尝

试股权融资和投资项目再融资，重

点推进并购项目的融资安排。

三是要强化风险管理，推进依

法治企。要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健全风险评估机制，专项风险评估

和法律审核要覆盖公司“三重一大”

决策事项、重大改革、投资评审、

合同谈判、投资并购、资产处置等

各个环节，强化管控意识，严防颠

覆性风险发生。要落实法制工作五

年规划相关要求，开展法制宣传，

提高法律意识，积极应对并妥善处

理钾盐公司、莫桑比克水泥厂相关

法律案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和对

外形象。

四是要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和科

技创新工作。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深化“打非治违”、地质

灾害防治、施工营地管理、下闸蓄

水工作面交接等事故易发多发专项

整治活动，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管

理工作。要强化参建各方质量责任

体系建设，完成“三标一体”管理

体系认证的转版、换证审核，推进

钾盐项目竣工决算。要重点推进公

司专家库建设，充分挖掘和整合社

会资源提供价值服务，尝试与咨询、

评审、质检等专业机构开展试点合

作，公司层面要出台管理办法，理

顺工作机制和管理流程以保证专家

库的日常工作，为公司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

五是要强化设备物资和出口贸

易管理。要加强集中采购和招标管

理，重点关注南欧江二期电站机组

设备招标采购、卡西姆火电设备物

资物流保障和上马相迪项目通关运

输工作。要加强运营项目备品备件

采购管理和现场设备物资管理，确

保运营生产安全、连续、长期、稳定。

要加强出口贸易管理。

六是要强化内部监督，着重抓

好审计和效能监察工作。要综合运

用监察、巡视、审计等监督方式和

路径，围绕关键和薄弱环节开展监

督检查，查找管理漏洞。年内将安

排钾盐竣工决算审计、南欧江二期

过程跟踪审计、水泥厂原总经理离

任审计、卡西姆年度财务收支审计、

公司总部进出口业务专项审计和部

分项目的效能监察工作。

七是要进一步强化总部建设、

信息化建设和平台建设。要完善公

司董事会、党政联席会、党委会的

议事决策机制，将公司的治理结构、

管控体系、企业文化延伸移植到子

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要着力打造

以战略规划、市场引领、配置资源、

风险管控、评价绩效、服务保障为

主要职能的总部管理体系，强化总

部各职能部门对项目公司的“服务、

指导、监管”职能。着重提升信息

化应用管理水平，强化稳定运行与

网络安全，突出信息化为企业经营

管理发挥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年内

重点完成 8 家子企业公文系统推广

和投资管理系统、电力生产管理系

统的建设推广工作。

（五）推进人才强企，完善工

作机制，优化人才结构

一是要推进人才强企，坚持人

才工作优先发展。不断强化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意识，把人才工作

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来谋划和推

进，确保“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

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入优先保

证、人才政策优先创新、人才队伍

优先培育”。二是要完善人才工作

管理机制。要按照集团要求深化公

司三项制度改革，统筹协调劳资关

系、工效关系，健全覆盖人才选拔、

使用、培养、评价、流动、教育、

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制度体系

和管理流程。要健全动态绩效考评

机制，把握关键指标，突出考核重

点，及时反馈评议，确保激励机制

的正向引导作用。三是要优化人才

结构，提高队伍素质。要通过指导

规划、加大引进、专业培训、重点

培养等方式，调整人才结构，优化

层级布局，提升整体质量，扭转三

类人才分布欠科学、底子薄、经验

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弱势。要

将外部引进和本土培育有机结合，

不断抢占人才发展制高点，构建人

才竞争的持久优势。要重点加强

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规范干部选

拔任用流程，建立干部交流和退

出机制，着力打造政治素质过硬、

年龄专业结构优化，具备较强科

学研判能力、驾驭国际市场能力、

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和总揽全局能

力的领导干部队伍。

（六）持续加强党的建设，营

造企业和谐发展新局面

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认真贯

彻集团党委部署，适应新常态、认

清新形势、把握新要求，坚持融入

中心、服务大局，创造价值、推动

发展，充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政治保证。

一是加强思想学习教育。认真

落实公司领导干部学习培训制度及

计划，加强政治理论、经济形势、

专业知识、领导能力提升等方面的

学习，尤其要加强党章、新条例、

新准则的学习，统一干部职工思想，

推进公司战略落地。二是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加强总部机关党组织

建设，建立健全项目党组织；按

照“六有”目标要求，完善工作

体系和载体建设，积极推进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

年内实践推进卡西姆联合党工委

设立和功能作用发挥。三是加强

“两个责任”落实。抓好惩防体系

新五年规划和党建、反腐倡廉两个

责任制的具体落实；认真落实党建

工作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加强第

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落实；

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加大执纪

监督检查，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贯彻落实，构建长效机制。四是加

强企业文化建设。落实公司企业文

化建设规划，扎实推进跨文化融合

与建设；围绕公司成立四周年，组

织举办一次专题党课、举办一次摄

影比赛、举办一次礼仪培训、举办

一系列文体活动、编辑一本周年文

辑等“五个一”活动，充分利用网

站、微信、刊物等媒介，树品牌、

亮形象、展风采。五是加强群团各

项工作。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

积极支持工会、共青团组织独立开

展工作；结合公司实际和海外项目

特点，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发展，

认真组织开展好人文关怀、慰问帮

扶、技术创新、劳动竞赛、团青活

动等，团结动员干部职工立足本职

岗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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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28日，巴基斯坦国

家总理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视

察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巴主要

政府部门官员、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

马亚欧、副总领事慕永鹏、经商参赞

王志华、中国电建旗下各参建单位现

场负责人陪同视察。

公司总经理助理、巴基斯坦卡

西姆港发电公司总经理蔡斌代表中国

电建集团首先对谢里夫总理一直以来

对卡西姆电站项目的关注并亲临现场

视察指导表示感谢，其次向谢里夫总

理一行汇报了项目在投融资、商务、

工程进度、安保等方面主要进展和项

目目前需要巴政府协调解决的主要问

题。谢里夫总理一行听取现场工作汇

报后，详细询问了项目建设中的具体

情况，对中国电建在开工半年所取得

的工程进展表示高度赞誉和充分肯

定，感谢中国电建全体员工付出的辛

勤努力，并期待项目按期投产，为巴

基斯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重要

的电力能源保障。

孙卫东大使表示，中国驻巴大使

馆、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会高度关注卡

西姆电站项目并一如既往地对工程建

设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希望中国电

建在投融资、建设管理等方面充分展

现世界一流水平和能力，努力将卡西

姆电站项目打造成中巴经济走廊的标

杆工程和示范工程，为中巴传统友谊

树立新丰碑。

卡西姆项目位于巴基斯坦卡拉

奇市卡西姆港工业园区，装机容量为

2×660兆瓦，工程建设期为36个月，

计划2017年 12月底前实现首台机组

发电，2018年 6月实现投产发电。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视察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武夏宁

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赵新华，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

铮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职工代表、

青年业务骨干等参加了调研座谈及

访谈。

调研组一行首先听取了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关于公司党

建工作情况的综合汇报；盛玉明围

绕三个方面作了专题汇报：一是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战略引领，努力

打造电建集团坚实的海外投资业务

平台；二是融入生产经营，发挥党

建优势，在企业发展发展中创造价

中组部、国资委调研组
到公司开展党建工作专题调研

2016 年 2 月 23 日，由国务院

国资委党建局副局长姚焕带队，中

组部组织二局副巡视员谢玉峰、中

组部组织二局三处副处长孙建立、

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主任科员

徐瑞林、中组部党建所政党室副主

任科员冯舟、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

副主任科员李勰组成的调研组一行

6人到公司开展党建工作专题调研。

电建股份党委工作部主任王开成、

副主任梁伟等陪同。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曹跃生，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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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三是新形势下做好海外党建工

作的一些思考、问题和建议。

围绕国企党建工作调研提纲，

与会人员结合公司党建工作实践以

及海外党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作法及

体会，充分交流、积极发言，谈认识、

讲体会、举事例、说问题、提建议，

会议气氛热烈而富有成效。

姚焕、谢玉峰等调研组领导在听

取汇报及大家交流发言后，对公司党

建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海外党建工作中

一些经验作法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

姚焕指出，电建海投公司党建

工作与业务发展紧密融合，突出价

值创造理念，融入生产经营，服务

企业发展，充分发挥了党建工作优

势，各项工作落实成效明显、特色

鲜明，比如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一是围绕人、关心人、培养人，打

造有活力、有激情、有创造的专业

化团队，推进了企业发展；二是通

过学习型组织建设，把党建工作落

在实处，大力推动青年人才的培养、

使用，实现价值创造。同时，他还

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做好文化融

合；作为跨国性公司，针对不同的

国别、不同的员工、不同的文化等，

推进文化融合，增强企业凝聚力和

竞争力；二是优化资源配置；要在

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集成各方优

势，创新管理模式，推进市场化人

才管理机制，加快发展；三是加强

风险管控；要做好对标学习，吸收

成功经验，严格防控风险。

盛玉明表示，这次党建工作专

题调研既是对公司党建工作的一次

全面检阅，也是一次深层次的研究、

指导，公司党委将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专题调研提

出的有关要求，坚持以国家“走出

去”战略升级版、“一带一路”战

略为引领，围绕公司战略规划目标，

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局，突出价

值创造、推动发展，通过抓党建、

带队伍、育文化、促生产，为海外

投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

思想、组织和人才保证，团结带领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努力构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

中组部、国资委组织这次调研，

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和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

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总结近

年来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做法经验，

深入研究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根本性

问题，深入分析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弱化淡化虚化的深层次原因，紧紧

围绕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

摇、不削弱，坚持国有企业组织领

导核心和政治核心地位不动摇、不

削弱，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

工作的对策措施。

2016 年 3 月 29 日上午，公司

在总部 1115 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

股份公司宣布公司新任董事、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杜春国同志的任职

决定。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陈永录出席会议，股份公司

总经理助理、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

主任李燕明主持会议并宣布任职决

定。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在京部门

副总经理 / 副主任（级）及以上领

导干部共 36 人参加了会议。

陈永录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对海投公司成立近四年来改革发

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杜

春国同志的政治素养、学习能力、

综合素质、履职能力和工作业绩给

予高度评价；对海投公司领导班子

建设提出了殷切希望。

陈永录指出，海投公司成立

近四年来，公司各项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和显著成绩，在集团调结构、

促转型、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国

际业务优先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

的引擎、载体和平台作用。一是公

司制订了清晰的战略规划和路径措

施；为公司长远发展描绘了蓝图、

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目标、具

体路径和实施举措；2016 年又进一

步提出打造海外投资升级版的战略

部署。二是公司改革发展与管理绩

效持续显著提升；主要经济指标连

续 3 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连续

3 年超额完成生产经营任务目标。

三是海外区域布局和在建运营项目

进展顺利；坚持“水火并进”，大

力发展电力能源投资，成立至今实

现了“五投产四开工三签约”目标。

四是海外投资专业化管理体系高效

运行；形成了职能制度化、业务流

程化、工作标准化、管理信息化、

创新价值化的“五化”管理体系。

五是党建、反腐倡廉和人才培育成

效突出；精心培育具有海投特色的

企业文化，积极打造满足战略发展

需要的海外投资专业化团队，海投

公司干事创业的氛围浓厚，团结协

作、开拓创新的文化环境已经形成。

陈永录强调，近四年来，以

盛玉明同志为首的海投公司领导班

子，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定战略、

建体系、拓市场、强管理，积极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

司，企业生产经营、区域布局、市

场拓展、人才团队和党的建设等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去

年公司总经理离职的情况下，盛玉

明同志勇挑重担，勤勉兢业，和班

子成员一道带领海投团队推动企业

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对于海投公司领导班子，陈永

录提出几点希望：一是要认真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加强自身建

设，坚持民主集中制；三是抓紧制

定“十三五”规划，全力做好开局

之年的各项工作。

盛玉明代表公司党委和公司，

就股份公司对公司长期以来的重

视、关爱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公

司党委和公司坚决拥护股份公司的

决定，并热烈欢迎杜春国同志加入

海投公司。杜春国做了任职发言，

并表态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做到恪尽

职守、珍惜缘分、正派做人、精诚

合作、遵纪守法。

 王烁祎 李胜会

陈永录出席公司干部大会
杜春国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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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签署
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购电协议》

2015 年 11 月 25 日，在公司董

事长盛玉明的见证下，公司副总经理

兼印尼明古鲁发电公司董事长曹跃生

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签署

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购电协议》。

公司总经理助理徐庆元，投资三部相

关人员参加了会见及签约仪式。至此，

项目正式进入为期一年的融资、施工

准备期。

自 2014 年初起，在公司领导的

关心指导和法律、财务相关部门的鼎

力支持下，公司有关部门根据 IPP招

标人的要求，根据项目开发推进的需

要、积极稳妥地完成了项目资格预

审、尽职调查、投标文件编制、合作

备忘录签署、PPA 风险评估、内部评

审、技术以及商务条件澄清、投资结

构设计及税务筹划、土地租赁意向谈

判、项目公司股东协议签署并完成了

公司注册、融资保险设计、EPC招标 陈琛       

资格预审、风险研究等工作；在《购

电协议》方面，按照公司指示分别成

立了技术、商务、法律谈判小组深入

研究了 PPA模板，提出偏差意见。项

目宣布中标后，项目工作团队克服困

难积极响应国家电力公司的要求，组

织公司各专业人员及国内外专家，从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5 日，在印尼与

国家电力公司密集展开谈判。

谈判期间，项目工作团队与印尼

国家电力公司就《购电协议》中的支

付条件、延付利息率、试运行测试、

超发奖励、紧急发电、项目征收、不

可抗力、合同延期、调节仲裁等事宜

进行了多轮夜以继日的谈判。在关键

问题上，项目团队慎重权衡、据理力

争，力求最大限度控制风险，保证投

资收益。最终在公司领导的悉心指导

下，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印方就协议文

本达成一致。

明古鲁项目《购电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公司在印尼充分市场化竞争条

件下获得的第一个火电投资项目驶入

实质性融资、建设阶段的“快车道”，

对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意义重

大，标杆效应明显，对集团扩大印尼

及周边东南亚市场的影响较为深远。

看着世界地图做企业，沿着“一

带一路”走出去，是未来电建海投发

展的新常态。当前，公司项目团队将

秉承集团“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

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的要求，

继续与印方精诚协作，精心组织、强

化管理、控制风险，努力把明古鲁项

目做成海外电力能源项目中的精品工

程和样板工程。

此次《购电协议》的签署，美国

CNN 媒体、当地华文报纸及各大新闻

媒体都予以报道。

协商和部署。

缅甸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

巨大，自 2011 年民选政府执政后，

缅甸政府大力推进政治转型、经济改

革和对外开放，投资环境向好。在中

缅两国政府继续倡导电力合作的背景

下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指引下，海投公

司勇抓机遇，通过启动中型电站的开

发，继续开拓缅甸水电市场。

拉姆朗与拉姆辛水电项目位

于缅甸掸邦，项目装机分别约为 21

万千瓦和 3万千瓦。

公司与缅甸合作伙伴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6 年 3 月 8 日，公司董事长

盛玉明在缅甸首都仰光会见了缅甸

Supreme 公司总裁亨利先生，并代表

公司与Supreme公司签署了Nam Lang

（拉姆朗）与 Nam Hsim（拉姆辛）

水电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公司副总

经理张雅兴及相关人员参与会见。

会上，盛玉明对电建海投的海

外投资业务开展情况，尤其是目前在

建和已投产的项目进行了简要介绍；

双方就 Nam Lang（拉姆朗）与 Nam 

Hsim（拉姆辛）项目的背景情况进行

了交流，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进行了  罗明清  任彦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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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当地时间2016 年 2月

6日 11点，电建集团控股投资的巴基

斯坦卡西姆港1320MW电站工程 2#锅

炉钢架吊装“第一钩”正式开始。这

是 2015 年 11 月 29 日 1 号锅炉钢架

开始吊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标志着

2号锅炉的安装即将进入一个崭新阶

段。

在 2 号锅炉钢架吊装前，按照

卡西姆发电公司部署和要求，总承包

商山东电建三公司提前策划，精心组

织，做好吊装前的安全、技术交底，

吊装过程严格按照锅炉钢架吊装方案

执行，同时充分做好应急措施，确保

施工人员及设备的安全。监理单位上

海电力监理咨询公司对整个吊装过程

全程监督，确保安全防护设施监管到

位，安装质量满足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卡西姆发电公司和参建单位将

继续按照工期节点目标，科学管理，

以更大热情、更务实态度，更严谨作

风投入到卡西姆电站工程建设管理

中，保证卡西姆电站工程 2016 年任

务目标圆满完成。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2 号锅炉
钢架顺利吊装

 彭伟  武夏宁

成一致，并正式签发证书和合作协议。

上述两个文件的获取是下一阶段购电

协议及实施协议谈判的前提，意义重

大，也是项目开发进程中的重要里程

碑。标志着项目的购电协议和执行协

议可以启动了，预计上半年可以完成

谈判并进入融资阶段。

玛斯吉瑞水电站项目位于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西南部伊林加区，设

计装机 70兆瓦，主要建筑物主要由

混凝土重力坝、左岸渠系引水系统、

岸边地面式厂房等组成。

2016 年 2月 16日，公司坦桑尼

亚玛斯吉瑞电力有限公司同时获得坦

桑尼亚水与能源管理局（EWURA）签

发的临时发电证书和坦桑尼亚国家电

力公司（TANESCO）签发的项目开发

备忘录（MOU）。

2015 年以来，在公司领导的指

挥和项目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克

服了总统大选年、无水电站开发先例

可循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困难，

最终在 2016 年春节期间与 EWURA 和

TANESCO 就玛斯吉瑞水电项目开发达

坦桑尼亚玛斯吉瑞电力有限公司
获得临时发电证书及合作开发备忘录

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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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膺
“中国走进东盟十大成功企业”

公司荣获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

2016 年 1月 19日，中国—东盟

迎新春增合作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

活动公布并表彰了 2015 年“中国走

进东盟十大成功企业”和“东盟走进

中国十大成功企业”。泰国前副总理

功 •塔帕朗西、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刘古昌、中国 -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

理事长许宁宁、东盟十国驻华大使及

各国企业家出席了颁奖典礼。公司凭

借在东盟国家的优秀业绩和良好声

誉，成功当选“2015 中国走进东盟

十大成功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曹跃

生代表公司上台领奖。

作为中国电建旗下专业从事海

外投资市场开发、项目建设、项目运

2015 年 11 月 15 日，在 2015 年

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年会上，电建海投

公司等中国电建集团 5家子企业荣获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这

是继公司荣获“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

化优秀成果二等奖”之外，公司在企

业文化建设领域获得的又一殊荣。

自公司成立以来，公司上下高

度重视企业文化软实力建设。按照总

体战略规划，公司结合实际和业务特

点，通过顶层设计、载体建设、主题

营与投资风险管理的骨干企业，2015

年公司深入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海外投资业务全面开花，屡创佳

绩，重点项目全部按期完成节点目标。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克服重重困难，

提前完成融资任务；老挝南欧江一期

项目成功实现“一年三投”发电目

标，创造了世界水电投资建设史上的

奇迹；新中标的印度尼西亚明古鲁项

目进展迅速，完成了股东协议和购电

协议签订；老挝南欧江二期项目签署

了特许经营协议和购电协议，完成融

资协议关键内容谈判；尼泊尔上马相

迪水电站项目克服天灾人祸，胜利完

成机组安装；各运营项目整体良好。

活动等，精心培育具有海投特色的企

业文化，树形象、展风采、建品牌，

公司软实力不断提升。

完善顶层设计，积极培育公司

文化。按照电建股份企业文化建设工

作部署和公司发展战略，在加强落实

《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方案》《公司企

业文化建设规划2013-2015》的同时，

公司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文

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公司企业文化

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和《评价内容》，

公司工会荣获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近日，电建海投公司工会被中华

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荣誉称号，这是国家对基层工会组织

的最高褒奖。

2015 年，公司工会坚持“聚焦

服务员工、聚焦活力建设、聚焦作用

发挥”，大力推进职工之家建设和海

外人文关怀，营造了干事创业、团结

协作的良好氛围，调动了员工工作激

情和创造力，受到了广大员工的欢迎

和肯定，在促进文化融合、本土化经

营和企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聚焦服务员工 ，深化人文关怀。

公司工会组织志愿服务海外活动，已

有 60多名志愿者加入，形成了“一

对一、一对二”的结对帮扶机制， 

组织 “逢节日送关爱” “过生日送

祝福” “遇困难送温暖”等关怀活动。

开展“关爱小行动”活动，设立了“红

娘奖”，鼓励员工为海外一线大龄青

年牵线搭桥，“六一”节期间，对员

工 14周岁以下子女进行节日慰问；

同时关注海外员工健康成长。公司建

立健全了相关制度，在职称评定、业

务培训、回国考试、评先选优、职级

晋升等方面为海外员工提供便利条件

和给予政策倾斜。

聚焦活力建设，开展主题活动。

公司工会聚焦活力建设，紧密结合生

产经营实际，多形式多载体广泛开展

各类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建家”内

涵，取得了较好成效。公司工会开展

每月之星选树活动、劳动竞赛和技术

革新、“导师带徒”专题培训、组织

“月月有主题”等活动，这些活动既

丰富了员工业余生活，又活跃了公司

文化氛围，促进了活力海投建设。

聚焦作用发挥，贴近员工需求。

充分发挥海外项目工会作用，通过职

工代表巡视、赴项目检查等契机，加

强海外项目工会工作体系建设，确保

国内国外工会工作的有效对接和促

进。精心打造海外项目职工之家，制

订了相关制度，明确了考核机制，组

织实施星级职工之家评选，促进了海

外项目职工之家建设。在公司海外项

目，本地员工占到 30-70% 左右，为

加深与各方的沟通交流，促进文化融

合，推动本土化经营，海外项目工会

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工作内容，

海外工会工作亮点纷呈。

从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实施举措、

工作要求、考核评价等方面，对公司

文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引领和培育。

建好载体机制，推进海投文化

落地。围绕“三型海投”建设，公司

加强门户网站、内部刊物、微信公众

平台、主题活动等载体建设，统一规

范总部及项目办公场所形象标识，推

进文化融合落地，积极培育具有海投

特色的“海文化”“暖文化”“新文

化”，得到广大员工的充分认同和积

极响应，公司凝聚力不断增强。公司

人文关怀、志愿帮扶、“三送”活动、

每月之星、金秋助学、青春宣言、中

外联谊、导师带徒、“关爱小行动”“月

月有主题”等深受员工喜爱，海投文

化日益深入员工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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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思考
  盛玉明

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场

新的伟大革命、新的伟大进程中，海

外投资类企业应该深刻理解、把握《指

导意见》的精神实质，立足企业实际，

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勇于担当，认真

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战略新使命，保

障“国企号”巨轮沿着正确方向扬帆

远航、破浪前行、勇立潮头。

下面以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电建海投 )及

所属子企业为例，对全面深改中的几

个重点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和思考：

改革的方向和强化党组织的领导

作用

《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

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

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

基础”，对于国有企业“政治基础”

的提法创新，标志着党和国家对国有

企业地位和作用认识的突破和提高。

在近年来对“国进民退”“国退民进”

以及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等诸多争论给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直

是其中心环节。当前，我们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正

在步入新征程。2014 年，中共中央引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中国新时期全面改革的总纲，国企改革作为其重

要组成部分。时隔近两年，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上述《决定》内容

进行了深化和细化，从总体要求到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

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提出

了国企改革目标和举措，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将从政策探讨和部分试点转

入全面推广与深化阶段。

予了一锤定音的回答，“国有企业不

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国企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

做强做优做大，而不是私有化或其他

方向。西方的自由主义忽视了国家行

动主义的作用。一个健康持续的经济

环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均衡点很重

要。国企改革的方向在于寻找国家这

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

手”之间的合理边界。

《意见》同时指出，坚持党对国

有企业的领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

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国企

改革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国有

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

中共执政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共和

国的长子，国有企业肩负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其

次，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宏观调控，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经济发

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解释性变量是

政治组织和政府的施政能力。再次，

坚持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坚持正

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国有

改革的方向是做强做优做大，

而不是私有化或其他方向。西方的

自由主义忽视了国家行动主义的

作用。一个健康持续的经济环境，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均衡点很重要。

国企改革的方向在于寻找国家这

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

形的手”之间的合理边界。

企业向做强做优做大方向发展的政治

资本，政治和企业以适当的方式结合，

可以提高企业的执行效率，克服困难，

打好深化改革的攻坚战。

强调“党管国企”也是对现代企

业制度的补充。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政企分开，这难免让一些

人误解也要党企分开。随着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国企党组织的

地位和功能呈弱化、虚化倾向。国家

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认为，现代企

业制度和企业党组织在企业的改革发

展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问题的关

键是如何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

治理统一起来。对此，《关于在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给出了三个重要

建议，包括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和法

律定位，充分体现了未来国企改革具

有鲜明的党管企业特色。协调好公司

治理和党组织两条线对企业发展的领

导，也是建立“中国叙事”、树立制

度自信的重要保证。

国有企业党组织应当承担好从

严管党治党责任，充分发挥企业党组

织在改革进程中的政治核心作用。一

是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国有企业改

革，涉及面非常广，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参与，协力

推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统一大家

的认识、行动，是党组织的重要使命，

同时要做好政策的宣传普及，加强对

政策的落实监督，确保上级政策落实

到位；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企业改

革改制，必须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

工作机构，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亲

自安排，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尤其

是改制方案、员工持股方案要让职工

充分参与讨论，广泛听取职工意见，

确保领导到位、组织有序，公开、公正、

公平；三是要充分发挥监督维护职

能，加强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全过程

的监督 , 确保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 , 确保国有资产不受损失。

电建海投已成立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由公司董事长

兼党委书记盛玉明同志担任组长，负

责对公司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领导和

总体部署工作。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推进混合所有制是深化国企改

革的一项重点工作。国有企业具有技

术和资金实力较强、管理相对规范、

资源获取相对较易等独特优势，但也

有它的弊端，如效率低下问题，混合

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运行

效率。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重在按照市场原则，优化资源配置，

形成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种所有制

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环

境中，科学整合，产生出 1＋ 1＞ 2

的效果。

早在 2014 年上半年，各地纷纷

出台混改文件，蔚为壮观，有些地区

甚至提出混改的期限和指标。但这次

文件则有叫停“混改风”的意味，要

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

时间表”，对于混改的推进，要求是

“稳妥推动”而非积极作为。同时，

对于员工持股也提出了更为谨慎的政

策，要求先行试点、有序推进，而且

要求优先支持对人才资本和技术要求

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等企业

开展。

从电建海投的母公司中国电建

而言，在2011年已经实现资产上市，

总体而言公司目前已经实现了混合所

有制经济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手

段，目的是壮大国有经济。习近平提

出国企改革三个“有利于”——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

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

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为实现三

个“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

运行效率，改善治理结果，增强企业

活力，拓展市场，提高竞争力，集团

内部公司在各层级都有发展混合所有

制内在和现实的需要。

电建海投成立于 2012 年，是电

建的直属企业，目前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 85.54%；小股东为中国水

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和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租赁控股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分别为9.64%和 4.82%。

作为电建的二级公司，海投公司总体

还不是混合所有制，但由于海投公司

的投资业务属性，公司下属的不少项

目公司实际上已经是混合所有制。

电建海投主要业务是以PPP模式

投资海外绿地项目，主要通过 BOT、

BOO、BOOT 等形式开展电力投资 PPP

业务。因此，在东道国成立项目公司

时，多与当地资本或战略投资者相

结合。作为具备项目开发经验和投资

能力的业主方，公司是控股股东，当

地政府或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多以小

股东身份参与投资，如公司已经进

入运营期的南俄 5 发电公司，公司

持股 85%，老挝电力公司持股 15%；

老挝水泥公司，海投母公司和海投

香港共持股 77%，北京中科电工贸有

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占股 17%，老

方股东占 6%；公司今年重点推进的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

也是与卡塔尔投资者合作开发的项

目，以 51% 和 49% 的股比与卡塔尔

Al Mirqab Capital 公司共同成立卡

西姆港能源（迪拜）投资有限公司。

要在电建海投公司总部层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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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混合所有制，应加强顶层设计，从

集团层面制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总体规划，在统一可行的战略规划下，

可选择与利益相关的集团兄弟单位交

叉持股，选择引进集团外的其他战略

投资者，或者稳妥推进公司管理人员

和员工持股。公司可以依据审慎原则，

选取一个现有的非混合所有制子公司

作为试点，通过征询意见的方式确立

一个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持股的方案，

推进该子公司的混改，经过 1-2年的

试用期检验该方案的可操作性和有效

性，在此基础上研讨在全公司推进方

案的可能性。

发展混合所有制，既是贯彻落实

中央深化国企改革政策的需要，也是

电建海投进一步开拓业务、实现自身

做大做强的需要，不仅可以在已存在

的子公司推进混改，在未来的业务拓

展中也将不断扩大混合所有制份额，

实施对公司增量资产的混合所有制。

针对公司实际，推进混合所有制应当

积极与公司战略层面相结合。

目前电建海投在行业选择上，主

要以大型水电和火电电源投资为主，

配套发展上游燃料供应、下游电网等

重要配套业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政策和项目的出台，公司不应仅

仅局限在电源投资领域，应结合自身

能力，努力开拓相关多元化投资领域，

择机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在开辟新的

业务领域过程中，公司可以采取并购

方式，也可以采取引入战略投资者的

方式，这些都将进一步推进公司的混

合所有制。比如公司若想进一步开拓

建材、水泥业务板块，可选取与国内

著名建材公司合作抱团出海，将合作

企业的技术优势和海投的涉外商务经

验优势结合，共同开发建设海外基建

项目。

在国际市场开拓的很多领域，电

建海投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走出去”

的国内企业。为了在各种大型项目竞

标中脱颖而出，公司可以积极寻求合

适的战略合作伙伴组成联营体，通

过优势互补，提高自身资质，增强国

际竞争力。同时也可积极寻求与国际

企业的合作机会，打破与大量国内企

业在东南亚等传统市场竞争白热化局

面，择机进入中高端市场领域。通过

与国内战略合作伙伴和国际企业的合

作，在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同时，也有

利于公司开拓业务、市场，提高能力

资质和市场竞争力，合作方如为具有

长期合作潜力的当地企业，还有利于

长久融入东道国的经济建设。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优化资源配置

国企内部治理机制急需改革，

破解寻租护租、利益集团化问题是深

化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中央认为

十八大以来，被发现发生在国企内

部的腐败案例表明，侵吞、贪污国有

资产，大搞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搞

小集团、小圈子现象严重。不少国企

内部管理混乱，国资监管体制不够完

善，存在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个人

化、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等寻租护租

现象，甚至部分国企内部形成利益集

团，干扰全面深改大局，最终后果将

导致制度的利益化，而且使非生产性

（寻租）、再分配（僵化）及制度的

实施（软化）出现问题；这种现象和

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还将影响政治

体制。改革的障碍来自内部，来自既

得利益者的羁绊，因此必须从体制机

制上实施改革。一旦改革进入深水区，

就需要“敢于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发

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

改善公司治理能够实现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真正意义。我国有 90%以

上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

革，这些股份制国有企业，形式上其

实早就是混合所有制了，但实际上我

们的国有企业并未因此而形成完善的

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外部，“管人、

管事、管资产”一管到底的国资管理

方式，造成了行政权力对企业的直接

干预；在企业内部，股份制、现代公

司治理体系等重要制度安排，对国有

大股东及管理者缺乏有效约束。这些

问题如果不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过程

中得以改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

制的真正意义将会大打折扣，混合所

有制经济也就难以成为一种富有效率

和活力的资本组织形式。

国企的公司治理主要存在授权

不充分与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从国资

管理的角度看，发展混合所有制，可

以部分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

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因为国企所有者

是虚化的，而推行国有与非国有资本

混合的企业制度，入股国有企业的非

国有资本，其产权界定和所有者是清

晰的，就可以部分解决所有者缺位问

题。如果公司治理制度执行到位，非

国有资本所有者就能发挥其股东监督

和参与决策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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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企业发展战略需求提升人才层次；

根据产业发展状况和企业发展的不同

阶段，不断优化调整人才结构。扩大

开放，既对内开放，在关键岗位打破

论资排辈的用人机制和重要岗位逐级

提拔的惯例培养模式；也对外开放，

大力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按照市场

规则让外部人才能为我所用，引入竞

争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充实到企业各层

级的关键岗位。提高开放深度，破除

国企内部近亲繁殖藩篱，力求五湖四

海，人员构成多元化。改革与开放相

结合，以开发促进改革，在改革中实

现进一步的开放。不但要实现资金、

市场的对外开放，也要实现从观念到

人才结构、人员构成的全方位的开放，

唯此，才能确保改革的有效性，使国

企永葆青春活力。

再次，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

格局，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

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

制。在关注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的同

时，在企业内部建立有市场竞争力的薪

酬制度，实现薪酬的激励作用。

对于电建海投而言，公司的三项

制度管理较为科学规范，公司拥有一支

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工作团队，

在海外业务拓展中，培养了一大批经

验丰富的海外商务人才。在对员工的

考核评价和薪酬发放中，海投公司建

立了包括总部部门考核，项目公司考

核、部门员工考核在内的三层全员绩

效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与绩效

工资相挂钩，力争通过科学的考核评

价和薪酬管理机制，保证每个员工的

贡献都得到合理公正的回报。未来公

司将进一步完善人事、劳动和工资三

项制度，如建立更有吸引力的激励机

制吸引更多专业人才，不断补充优化

公司的人才结构；更好地保障出国常

驻员工的安全和配套服务等。

上制约国企股东代表的短期行为，提

高企业运行效率。但是，如果公司治

理制度执行不到位，这一点也会落

空。如国资管理不能有效改善，混改

不仅不能有效提升利润，还会导致民

营资本的腐败和堕落。社会上也会弥

漫着搭垄断国企的顺风车，瓜分垄断

红利的不良风气，造成国有资产所有

者权益的损失。

电建海投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

同时，必须将完善母子公司治理作为

重点。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形

成权责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

法人治理结构。首先，要吸收一定比

例的专业化人事进入董事会，董事会

下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并切实履行职

责。加大引进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

力度，进一步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制度，使包括职工董事在内的每一

位董事、监事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

用，而不是充当“花瓶”。其次，在

那些真正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

合作伙伴或其他小股东进入企业后，

要建立起各方利益主体在权、责、利

三方面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建立强制

性的小股东累计投票权制度，使混合

所有制企业中的小股东有充分的利益

诉求和顺畅可靠的表达渠道，以保持

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平衡和股权的多样

性，以及动力和约束之间的平衡，做

到内有动力、外有约束，达到实现以

股权结构多元化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

制的商业化。如果只是让众多小股东

参股而没有任何话语权，那么就失去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来意义了。当然，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电力行业，基于

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国有股权可实

行具有否决权的“金股”制度。

《意见》提出“发挥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清理退出

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

批国有企业”。这是从国家整体大

布局而言，集团公司和各层级企业

也同样适用这一政策。海投公司不

仅是电建专业化从事海外投资的公

司，而且是集团重要的海外投资平

台、海外融资平台、海外资产运营

管理平台和全产业链升级引领平台，

肩负着以投资引领集团转型升级的

战略使命。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公

司业务发展迅速，业绩突出，未来

公司将继续积极发挥自身专长，构

建以海外电力能源投资开发与资产

运营为主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

化投资公司，力争成为电建集团“创

新发展”的一批子公司。同时，对

于海投下属子公司而言，也同样适

用于《意见》的政策，对于重点项

目要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开展、创新

带动，对于运营不善的项目，要妥

善处置清理。

三项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应按照市场化要求重

启人事、劳动和工资薪酬企业内部三

项制度改革。作为健全公司法人治理

的延伸，重启企业人事三项制度改革

的重点是建成具备国际视野、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着重完

善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有进有出、

能上能下的人事管理机制。

首先，严格按照市场化要求，实

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电建集团二级、

三级控股和参股公司中全面实行，并

逐步过渡到专业化公司和项目公司，

再到企业集团本部中高层。按照契

约精神逐步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

度。

其次，提高管理和技术人员流动

性，打破人员结构的固化。通过市场

化的改革，促进人才来源多元化；根

海外资金筹集的新模式
——美元高级永续债券

 李铮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

的提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日益

加快，业务模式也从传统的 EPC工程

承包和贸易逐步向海外投资（BOT、

PPP）等方向拓展。

为了配合开拓国际市场对资金

的需求，我们不断在资本运作的道路

上摸索。通常海外投资企业在资金方

面面临两大困境：其一，资本金来源

不足。海外投资业务在资金需求的性

质上与传统的 EPC工程承包和贸易存

在较大区别，投资方通常要有 30%左

右的自有资金（资本金），剩余的

70% 可以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从银行

贷款解决。由于海外投资项目资金较

大，单纯靠自有资金解决企业压力较

大，如果从银行贷款，受到国内外汇

和银行相关政策限制，是不能作为资

本金使用的。其二，资产负债率过高。

采用传统的银行贷款模式会进一步增

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当今走出去

的企业主力军 ---建筑施工类企业资

产负债率普遍偏高，无疑制约了企业

国际化的步伐。

面对上述困境，本企业找到了一

条路径 ---境外发行美元永续债。由

于境外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在用途上

基本上不受限制，同时，鉴于“永续”

的特点，还可以在会计处理上计入股

权，不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而

使得这两个困境，迎刃而解。

下面，首先介绍一下发行美元高

级永续债的操作方法。

一、美元高级永续债发行结构安排

境外发行美元高级永续债的发

行结构，因担保人或发行人的安排在

结构上会稍有不同，但目前大多数公

司境内公司赴境外发债均采用图一列

示的有担保的结构发行债券，在该结

构下发行债券，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

环节：

（一）拟发债项目需获取发改

委审批

由于债券发行后需于 15个工作

日内到外管局进行备案，而发改委批

文或备案文件为外管局担保备案要求

文件之一，因此项目需提前获取发改

委批文或备案文件。

（二）担保人评级和债券评级

担保人评级和债券评级是债券

发行工作的关键环节，评级的好坏

直接决定债券能否成功发行和债券

发行成本；目前境外资本市场通常

认可的是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

评级机构的评级，对于债券发行来

说，任何一家机构的评级市场均认

可；但由于不同机构最终的评级有

可能会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大多数

发行人都会选择两家评级机构进行

评级，在债券实际发行时采用评级

较高的一家机构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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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人（SPV 公司）

的设立

目前国内企业赴境外发行债券

大多数情况下均会设立特殊目的公

司（SPV 公司），由 SPV 公司作为最

终的债券发行人，SPV 公司仅作为发

行债券单一目的使用，不办理其他

业务。

（四）美元债券发行后的担保

备案

根 据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汇 发

[2014]29 号文件规定，外管局取消

了境外发行债券担保当地事前审批，

但文件同时明确企业完成债券发行后

的 15个工作日内，境内担保企业需

向外管局办理备案手续。

二、美元高级永续债发行主要工

作流程

（一）确定承销机构、评级机构、

中介机构

境外高级美元永续债发行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发行主体需

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以外，在确定发

行目标之后，需要选聘承销机构、评

级机构和中介机构辅导发行主体准备

债券发行各专项准备工作。

承销机构一般选择国际知名的

外资银行或有丰富境外债券发行经验

的发行中资银行，在债券发行规模较

大时也可选择多家银行组成承销人团

队共同推动债券发行，其中一家银行

作为主承销人，作为发债工作的总协

调，负责协调各专业团队和发债过程

中各环节工作，其他银行可作为簿记

行。

评级机构一般在标普、穆迪和惠

誉这三大评级机构中进行选择。

中介结构包括律师团队、审计师

团队、印刷商团队、信托代理人等机

构，其中律师团队的选择至关重要，

债券发行的各项合规性审查、交易文

件、发行协议等个主要环节工作均需

律师团队介入并提供专业支持。

（二）债券发行辅导

债券发行辅导由承销机构负责

协调发行人和相关中介、评级机构共

同完成，主要包括债券发行辅导和债

券评级辅导两大部分工作。

债券发行辅导主要包括管理层

尽调、发行人担保合同限制性条款审

查、法律尽职调查、交易文件准备、

路演材料准备和签署协议准备等主要

工作。

在债券发行辅导工作中管理层

尽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该项工作内

容多、耗时最长并需要进行大量核实

查证，需要各方紧密配合完成。签署

协议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根据不同交易结构，签署文件会有所

不同，主要包括发行人各类授权文件、

上市申请文件、认购协议、信托协议、

担保协议、代理协议、交易指令等几

大类关键协议文件。

（三）发债路演和定价

1、路演环节是债券发行的关键

环节，在该环节发行人与债券投资者

进行最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发行人要

向投资者充分介绍公司最新的发展战

略、运营目标和财务状况，争取获得

投资者的认可并发出认购意向。通过

路演能够获得多少超额认购倍数会对

企业最终的债券定价产生直接影响，

如认购量不足甚至可能导致债券的发

行失败，而如果获取的超额认购倍数

越高，企业的议价能力越强，越有可

能获得较好的债券发行价格。

2、债券的定价受到发行期间国

际债券市场整体行情、债券认购倍率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行人在定价是

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发出初始定价。

发布定价前发行人演团队与承

销团队充分沟通，有针对性对重点目

标投资者进行营销指导，归纳出相对

图一：境外美元高级永续债发行结构

标普、穆迪
惠誉为

获取企业

 国际评级

境外投资 项目审批

外管局担保备案

（债券发行后 15 个

工作日内）

获取

债券评级
标普、穆迪

惠誉为

发改委

境外平台公司

境外发行美元永续债外管局

境内母公司
（担保人）

发债特殊目的公司
（SPV/ 发行人）

清晰的定价策略并发布初始定价，发

行人发布的初始定价既要尽量处于相

对较低的水平，又要保持对投资人具

有较高的吸引力，以确保较高的超额

认购倍数，以利于后续进一步下压债

券发行价格。

发布初始定价后，承销人团队开

始簿记建档，根据投资人最终的订单

量及所报价格区间，发行人团队和承

销人团队进行协商并收窄定价，最终

确定债券最终定价并向市场发布。

（四）债券发行交割

发行人发布最终定价后，发行人

团队和承销商团队根据确认订单确定

个投资人认购份额并完成交易。投资

人按约定交割日期将认购资金注入信

托人账户，信托人扣除发债费用后将

债券资金汇入发行人制定账户，从而

完成债券发行交割。

三、境外发行美元高级永续债的

优势及意义

（一）发行中长期美元高级永

续债券（有权赎回），在有助于优化

公司债务结构的同时，还可以降低企

业资产负债率，改善企业报表，尤其

对于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的建筑施工

类企业无疑是一种解决资金的有效路

径。

（二）境外美元发债资金成本与

境内同期限美元贷款较低，企业可以

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从而增加企业效

益。

（三）境外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灵

活，除了不可用于汇回境内使用，企

业可用于债券发行声明使用范围内的

各项投资业务；而境内融资在资金用

途方面相对而言受限较多。

（四）中长期美元高级永续债券

资金使用期限较长，一般可达到五年，

而国内普通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一般以 1-3年居多，普通的贸易融资

产品也大多以 1年期以内产品为主。

因此，这种融资方式可以帮助企业解

决中长期的资金需求。当然，债券到

期后可以采用继续发新债还旧债的方

式滚动使用。

（五）境外美元债券融资资金量

大，国际市场美元资金头寸充足，只

要企业自身条件允许，可以一次性发

行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债券。

（六）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美元

债券，有助于拓宽企业海外融资渠道，

能够充分证明了投资者对公司的高度

认可，释放积极的市场信号，同时还

有助于提高企业信用等级，对于进一

步开拓国际市场不无裨益。

（七）通过路演与债券投资者进

行最直接有效的沟通，有助于国际投

资者充分了解公司最新的发展战略，

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有

助于企业条件成熟时在国际市场开展

其他形式融资。

综上所述，企业在开拓国际市

场的同时，给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资本运作的方式需要不断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如果还停留在“缺

钱就贷款”的时期，根本无法跟上

国际市场开拓的步伐。任重而道远，

我们需要继续在中国国际化道路上

摸索前行。

图二：美元永续债发行主要工作流程

1.1 选 定 评级机构

1.2 选定中介机构

2.1 发行辅导

3 发行路 演定价

4 债券 效割

1.3 选定承销机构

2.2 评级辅导

发行人

债券交割

发行路演

承销机构

债券评级

评级机构

发行人评级

发债中介机构

管理层尽调

法律心职调查

路演材料准备

担保合同限制性
条款审查

交易文件准备

签署协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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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生产经营    突出价值创造
充分发挥党建工作优势推进企业科学发展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党委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战略引领，

努力打造电建集团坚实的海外投

资业务平台

电建海投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是中国电建集团专业从事海外投

资业务的法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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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在老挝、柬埔寨、尼泊

尔、巴基斯坦、印尼、刚果（金）

等 10个国家设有 29个各层级公司，

总部设有 15 个职能部门；共有 6个

投产项目、4个在建项目、10多个前

期项目，在建及运营项目总装机 300

万千瓦。截止 2015 年底，公司共有

员工 883人，其中总部员工 233人，

外籍员工 399 人；总部员工平均年

龄为 35.15 岁，博士占 4.7%，硕士

占 50.2%，本科及以上占 97.9%；公

司有正式党员 174名，常驻国外党员

60名。

公司成立三年多来，积极响应

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中国电建“国

际优先”战略，外拓市场、内强管

理，主要经济指标连续 3年实现两位

近年来，在国资委党委和电建集团（股份）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公司

党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局，突出价值创造、

推动发展，通过抓党建、带队伍、育文化、促生产，为海外投资业务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组织和人才保证。

数以上增长，连续 3年超额完成生产

经营任务目标。2015 年，公司生产

经营保持稳健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同比分别增

长 13.91%、30.51%、28.46%。

在集团经营业绩和管理评价考

核中，公司位居集团子企业综合实

力评价第 14 位，较上年排名上升 31

位；公司区域布局、市场拓展、生

产经营、党群工作等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先后荣获“中国走进东

盟十大成功企业”“中国企业文化

建设优秀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

家”“全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工作

优秀单位”、首届“中国电建十大

先进集体”“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

委”等荣誉称号。

根据集团战略导向，公司精心制

订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2015-

2025）》，重点提出：打造电建集

团重要 4 大海外平台，布局全球

8+10+12 国别市场，建设 4+1+1 的核

心竞争力，并提出了“1221”发展目

标：即到 2025 年，公司将努力实现

1000亿元资产规模、200亿元营业收

入、20亿元利润和10%的利润率，成

为中国企业海外电力投资标杆、全球

电建海投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月，

是中国电建集团专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的

法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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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电力能源投资领先企业。

融入生产经营，发挥党建优势，

在企业改革发展中创造价值

境外项目投资开发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性工程，作为专业从事海外投资

业务的法人主体，公司生产经营具有

如下特点：一是公司业务涉及特许经

营、直接投资和收购与兼并等多种投

资形式，业务涵盖了电力、矿业、建

材等领域，专业管理难度较大；二是

境外投资有别于承包业务运作，特许

经营时限长，对运营管理、风险管控

要求更高；三是公司项目分处多个国

别市场，点多面广，组织管控、模式创新、

本土化经营与多元文化融合任务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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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语言环境下工作等特点。结合实际和

以上特点，公司党建工作始终坚持融入

生产经营，把海外投资业务的重点和难

点，作为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

点，在解决难题中发挥作用，在推动发

展中创造价值。

（一）完善体制机制，组织体

系 全 面 覆 盖， 在 激 发 活 力 中 创 造

价值。

组织机构实现国内国外全覆盖。

根据机构设置和海外业务特点，公司

现设立了1个党工委、12个党支部，

其中驻外机构党组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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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老挝有

4家控股子公司且相距较远，业务涉

及多专业领域，公司党委经过研究，

及时成立了区域党工委、纪工委、工

会分会，对 4家子公司党群工作统一

归口管理。通过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实现了党群及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内总

部和海外项目的全覆盖，为党建工作

效能的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

机制创新促党建工作融入中心。

一是对照上级组织要求，结合海外投

资业务特点和开展“制度修订月”活

动，公司党委细化制订并及时完善《公

司党群工作制度手册》，编制完成了

21 个党群工作管理标准。二是实施

海外项目党政领导干部交叉任职制度

和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把结果纳入

年度绩效考核，使“第一责任人责任”

和“一岗双责”落到实处。三是海外

党组织主动接受驻外大使馆党组织的

领导。四是坚持“把海外业务骨干发

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海外业务骨

干”，2015 年吸收 3 名海外业务骨

干入党。五是成功搭建公司一体化信

息平台，构建了协同、公文、移动办

公、OA、HR、NC 等多项信息系统，

扎实推进党建工作管理信息化。 

积极推行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

结合领导分工、项目分布、业务领域，

公司每名党委委员都明确了 1 到 2

个党建工作联系点，着重做好指导、

帮助、督促工作。2015 年，在项目

建设的关键阶段，党员领导干部深

入一线、蹲点盯守，以党建工作的

合力和动力推动项目进展，顺利实

现了“两投产三签约一开工”目标，

即：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一期

项目实现了“一年三投”发电目标，

刚果（金）铜钴矿项目提前建成投产，

创造了非洲矿山建设的“中国速度”；

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老挝南欧江

二期项目和印尼明古鲁项目顺利签

约，其中卡西姆项目实现当年签约、

当年开工。

（二）突出海投特色，建设“学

习型”组织，在素质提升中创造价值。

实施“四结合四落实”提高宣

教成效。公司采取多方式，严格落实 

“一表一计划”即党组织任务分解

表、党员学习计划，坚持全面学和专

题学、课堂学和实践学、集体学和个

人学、领导讲与专家讲“四结合”，

做到学习计划、人员、时间、效果“四

落实”；在海外党建工作中，各级党

组织把“三会一课”与生产经营紧密

结合，把学习贯彻上级组织重要会议

及文件精神、开展爱国主义及外事纪

律教育和岗位创先争优、业务技能竞

赛、提合理化建议相结合；把谈心沟

通、思想汇报和解疑答惑相结合，使

党组织建设、党员作用发挥融入项目

生产经营，实现互融互促。

建立“立体阵地”紧扣时代脉

搏。公司党委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把

教育阵地建设和自身建设相结合，建

立起了覆盖员工工作、生活、学习的

全方位教育阵地网络。组织开展了“五

个一”等主题实践活动，分享经验、

交流知识，收到较好效果。在各子公

司建立了员工学习活动中心，设立了

阅览室、棋牌室、灯光球场；建立了

道德教育宣传橱窗、文化墙等宣传阵

地；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引导党

员员工自觉遵守规范，积极争当道德

标兵。公司数十名员工先后荣获“全

国优秀施工企业家”“中央企业劳

动模范”“全国优秀项目经理”“中

国 CFO年度人物”“央企楷模”“中

国电力楷模”等荣誉称号。

开展“主题教育”推动跨文

化融合。公司海外项目党组织利用

“五四”青年节契机，组织开展了“海

纳百川投创未来、管理提升青年先

行”等主题活动，利用升国旗仪式、

“七一”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等，组织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提高了广

大党员的政治素质。公司团青组织开

展了公益助学、团青接待日、“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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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献一计”等活动，收到较好成效。

每年春节期间，各海外党组织都牵头

举办当地政府、中资机构、合作伙伴

和项目参建单位等中外员工共同参加

的主题活动，促进了文化融合，树立

了良好企业形象。

（三）坚持人才强企，培育专

业 复 合 人 才， 在 团 队 建 设 中 创 造

价值。

抓好“四个环节”强化人才培

育。公司党委坚持“党管干部、党管

人才”原则，一是抓好人才引进环节；

通过公开招聘、外部引进等，累计选

聘 51 名中层干部，引进 149 名专业

人才。二是抓好培训环节；建立公司

培训师库，采取企校共培、外派常驻、

跟踪培养、导师带徒等，持续完善“一

石三柱”培训体系和内训师授课制度，

组织内培外训共 348 项 5907 人次；

三是抓好使用环节；优化人才脱颖而

出机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人岗匹配。四是抓好交流和退出环节，

使党员干部能上能下，建立合理的退

出机制，激发党员队伍活力。

全面实施多维度多要素绩效考

核体系。公司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高效率，建立健全了涵盖项目经营业

绩责任制、总部部门平衡计分卡、全

体员工绩效考核 3个层次在内的多维

度、多要素全面绩效考核体系。并将

平衡计分卡作为总部绩效考核主要评

价体系，通过设立经济财务、履职情

况、部门管理、综合评价等 4个维度

指标，定性定量相结合，将公司战略

目标、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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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公司管理绩效

的显著提升和专业化人才团队建设。

（四）聚焦海外党建，助推项

目 开 发 建 设， 在 国 际 业 务 中 创 造

价值。

确立海外党组织“三三五”工

作定位。结合海外投资业务特点，

公司党委明确了海外机构党组织

“三三五”的工作定位，具体是做到

“三结合、三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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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确保”

就是确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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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

核心竞争优势和促进发展的能力。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动作用。各

海外党组织围绕生产经营难点、阶段

性任务目标等，以小创造、小发明、

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组织开展了多

项技术革新活动。老挝区域项目提出

技术革新及“金点子”建议共50多项，

累计创效300多万元。各海外党组织

围绕投资项目节点目标和“五比”内

容（比质量、比安全、比进度、比效益、

比成本），积极组织多项劳动竞赛，

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在“急、难、险、

重”任务面前，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动

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投资项目进展。

积极推动“本土化战略”落地。

公司项目运营期大多在 20-40 年间，

外籍员工占到 30%-70% 左右，公司坚

持“绿色发展，科学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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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组织、老百姓等捐赠

物资、修缮房屋、架桥修路，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通过在水电站库区放养

鱼苗、项目周边区域植树造林等活动，

保护了电站库区生态环境，体现了中

国企业注重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

（五）加强履职履责，发挥服

务 监 督 作 用， 在 强 化 内 控 中 创 造

价值。

切实加强“两个责任”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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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通过订制度、建机制、列清

单，层层抓好“两个责任”的有效落

实。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抓好“四个

关键动作”，扎实开展好“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先后开展党课 10余次，

共 200余人次参加；党员干部撰写心

得体会、研讨发言 312篇，对自查自

纠查找出的 14个问题细化措施，闭

合整改。公司党委、纪委在海外项目

开展了为期 7个月的廉洁从业主题教

育，坚持抓早、抓小、抓经常，注重

教育抓预防。公司党委实施总部、子

公司两级效能监察制度，取得较好成

效；仅 2015 年，各子公司自行开展

效能监察 17项，建章立制 50个，创

造经济效益 257万元，避免和挽回经

济损失 72万元。

推进作风转变发挥总部功能。

公司党委制订加强总部作风建设的意

见，将“严、实”作风贯穿总部工作

各环节，并提出“服务、指导、监管”

六字方针，明确各层级总部功能定

位：公司总部承担“战略引领、投资

决策、资源整合、风险管控、绩效评价、

价值创造”6项功能；项目公司总部

承担“项目决策、项目执行、专业管

理、风险管控、外联沟通、价值创造”6

项功能；平台公司总部承担“平台服

务、专业管理、风险管控、价值创造”4

项功能。各级总部按照功能定位要求，

进一步明晰责权利和各种管理边界关

系，提升总部员工综合素质能力，把

两级总部建设成价值创造中心、人才

培养中心和风险控制中心，为实现战

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六）培育特色文化，努力建

设“三型海投”，在品牌塑造中创

造价值。

精心培育“三类文化”。围绕品

质型、效益型、活力型“三型海投”

建设，精心培育具有海投特色的“海

文化”“暖文化”“新文化”。一是

注重顶层设计；制订了文化建设规划、

管理细则和评价内容，编印了 2015

版文化手册、宣传画册。二是加强载

体建设；统一形象标识，统一工装，

推进商务礼仪标准化。三是开展主题

活动；组织了“唱响主旋律、共圆海

投梦”“文化建设年”等活动，得到

员工的充分认同和积极响应。四是丰

富文化内涵；“海文化”倡导以大海

之包容、胸怀、视野经营企业、经营

人生；“暖文化”通过细致入微的人

本关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新

文化”以职能制度化、业务流程化、

工作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创新价值

化，激发员工创造力，把创新贯穿公

司管理全过程。

加强外宣工作塑造良好品牌。

公司党委通过定制度、搭平台、建队

伍、塑品牌，不断推进企业宣传工作。

一是完善宣传格局；构建完成了“门

户网站、微信平台、内部刊物、协同

系统、视频电影、显示屏”等多样化

的宣传渠道体系，初步完成了具有海

投特色的宣传阵地建设。2015 年公

司网站发稿 827篇，其中集团网站报

纸采用 471 篇，编发微信新闻 40 期

317 条。二是加强专项宣传；组织实

施了南欧江项目“3+N”专题宣传，

完成了一本画册、一部纪录片、一本

管理技术专辑，在《人民日报》《中

国能源报》《中国电力报》《万象时

报》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刊发各类报道

60 多篇，各网站转载达 3万多次。

三是完善舆情监控；制订了新闻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成功应对柬埔

寨甘再舆情事件，其经验作法在中宣

部、国资委有关宣传会议上交流。四

是注重品牌传播；坚持“建一项工程，

树一座丰碑，交一方朋友，铸一个品

牌”的理念，助推中国标准、中国技

术、中国设备、中国文化走出去，创

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创新与理论研究成果丰富。公司

每年都结合业务特点和探索实践，梳

理总结发展经验，选择不同的课题进

行研究，积极推进创新和成果应用。

有2项成果获全国电力行业管理创新

成果一等奖，2项成果分获全国电力

行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二等

奖；公司党建工作经验在国资委跨文

化调研座谈会、股份公司党建工作座

谈会上进行交流；获得4项国家专利、

1项鲁班奖、2项中国水电优质工程奖，

1项工法被中国电建收录；50多篇理

论研究文章在《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施工企业管理》《水利水电施工》《当

代电力文化》等杂志刊载。

（七）加强群团工作，海纳百

川汇聚众志，在凝心聚力中创造价值。

构多元化，既有全资控股项目，又有

中外合资、混合所有制项目，海外投

资业务人员组成和结构复杂，既有外

籍员工，又有总部派出和项目聘用人

员，工作流动性大，如何在经济合同

关系基础上，明确党组织作用发挥的

路径及措施，在海外项目党组织机构、

党员身份、党内职务、党内活动、党

内文件等不公开的情况下开展好海外

党的活动，以及党组织专职书记设立，

流动党员管理，都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四是如何在经济合同关系、行

政管理纽带基础上，做好集团全产业

链投资开发项目联合党组织建立与作

用发挥的探索，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促进海外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和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操作层面还有

许多有待完善和探索的方面。

五是建议加强多个层面、各个

行业党建工作开展优秀单位的对标交

流，分享成功经验做法，提升党建工

作效能，更好地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

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当前，以“一路一带”、互联互通、

境外自贸区建设为代表的区域间双

边、多边经贸合作 ,以及国家“走出

去”战略升级版，为海外投资业务提

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方向指引，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机遇。面

对新形势、新要求、新常态，公司党

委将认真落实上级党委的工作部署，

按照“融入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

域、强化功能、创造价值”的要求，

通过抓党建促生产，进一步推进海外

投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为构建以海

外电力能源投资开发与资产运营为主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资公司努

力奋斗，为中国电建建成世界一流企

业作出新贡献！

做实人文关怀凝聚众力。开展

“三送”活动即：逢节日送关爱、过

生日送祝福、遇困难送温暖，每年通

过寄送慰问品、慰问信、慰问视频等

形式，对海外员工及家属进行慰问，

累计慰问海外员工 290 人次；向 594

名员工送去生日礼物及祝福；建立了

慰问帮扶困难员工长效机制，累计帮

扶员工 20人次，发放慰问金 12.3 万

元。细化“关爱小行动”，深化海外

志愿服务，招募 67 名志愿者组建 3

个帮扶小组，形成“一对一”结对帮

扶机制，为海外员工排忧解难；关怀

外籍员工，上马相迪项目组织员工为

地震受灾的尼泊尔员工捐款。通过系

列扎实有效的人文关怀“暖人心、聚

众力”，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每月之星”引领争先创优。

公司结合“最美电建人”主题实践

活动，每月都评选 2 名业绩突出的

普通员工，授予海投“每月之星”

称号，外籍员工也参与评选活动；

2014 年 11 月，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

本地员工希苏巴，因为能够熟练运

用中、英、尼三国语言，在对外沟

通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授

予“每月之星”。目前，公司共评

出“每月之星”50 名，在网站、显

示屏大力宣传其先进事迹，起到了

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月月有主题”丰富员工生活。

以职工之家为平台，结合企业特点，

契合员工需求，公司每月都组织一项

员工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近年来先

后组织了“我们的童年时代”、职工

运动会、海投健康行、“最美电建人”

游泳比赛、“聚力海投”拔河比赛等

30 余项，通过活动促进了交流、拉

近了距离，增强了员工的团队意识和

协作精神，凝聚员工干劲，助力和谐

企业和特色文化建设。

新形势下做好海外党建工作的一

些思考、问题和建议

公司成立三年来，公司党委紧

紧围绕中心，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为

公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

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当前，

国企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围绕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做好新形

势下的党建工作，尤其是做实海外党

建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海

外党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海外项目

党组织议事规则、工作机制建立，海

外项目专职党组织书记配备及履职履

责等，公司党委需要更多的深度思考、

探索和实践。

一是公司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中

发［2015］22号文件和中办发［2015］

44 号文件，这是中央在新形势下深

化和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进行的一

系列顶层设计，对加强和改进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

设的基本遵循，贯彻落实好这两个文

件精神，是公司党委的重要工作内容。

二是近期国资委针对中央企业

境外机构党建工作指导意见征求建

议，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也印发了《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贯彻落实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的

实施意见》和《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

改进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的意见》，对

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

安排部署，公司党委如何按照上级要

求，结合海外业务特点和国别情况，

做到“四个同步”，实现“四个对接”，

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工作中仍然存在

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

三是公司海外投资项目股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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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明会见
印尼明古鲁项目股东 INTA 公司总裁

甘再水电站
连续安全运行 1500 天

盛玉明当选
中国建协企业文化分会副会长

2016 年 2 月 23 日，公司董事长盛玉明在京会

见了来访的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股东 INTA 公司

总裁林海忠先生，公司副总经理曹跃生、总经理助

理徐庆元、副总工程师曹积民以及投资三部有关人

员一同参加会见。

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再传佳讯，截止到2016年

02月23日0时，甘再PH1水电站累计安全运行1500天，

累计发电16.76亿度。

2016 年 1月 7日上午，中国建筑业协会企业文

化分会成立大会在珠海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文化分

会第一届理事会，以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明当选副会长。

2015年 12月 24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巴基斯坦

卡西姆港燃煤应急电站项目（简称“卡西姆项目”）

发放总额为2亿美元的首笔贷款，标志着卡西姆项目

顺利完成融资关闭、圆满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中巴经

济走廊项下首例实现融资关闭的大型火电项目。

 陈琛

 李鹏飞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火电投资项
目融资关闭

赵月 肖欣

王铁峰

资讯 NEWS

上马相迪项目青年突击队
荣获集团“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公司开展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提前完成年度发电任务

公司微信公众平台全新改版上线

2015年 12月 8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盛玉

明带队，组织总部在京党员前往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基地，开展廉洁从业教育。盛玉明要求提高对反

腐倡廉工作的认识，从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做到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存戒惧；要带头在廉

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线，

增强贯彻执行党纪党规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016 年 2 月 26

日，全新改版的公司

微信公众平台“海投

微语”正式上线。新

版公司微信公众平台

新开设了“走进海投”、

“深度关注”、“公

司公告”三大栏目，

包括“公司简介”、“公

司网站”、“企业文化”、“一带一路”、“海投故事”、

“公告”“招聘”等子栏目，更加突出了公司特点，内

容架构简洁，栏目内容丰富，只需“扫一扫，点一点”

尽在掌上获悉公司发展点滴。

截至 2015 年 11月 30日，老挝南俄 5水电站已

经连续累计安全运行1094天，年度上网电量突破5亿

度，提前完成年度发电任务，实现了安全、效益双丰收。

近日，电建集团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评选结果揭

晓，公司团委和技术安全部联合推荐尼泊尔上马相迪

项目公司4.25地震应急处置青年突击队成功当选，荣

获电建集团“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荣誉称号。

张一凡

赵志宏

何志权

许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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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矿产投资项目
——华刚矿业世界级特大铜钴矿正式投产

2015 年 11 月 6日，公司参股投

资的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刚矿业）在刚果（金）科卢韦齐

宣布，该公司储量达 868万吨金属铜

的世界级特大铜钴矿采选冶一期工程

正式投产。电建股份公司总经济师刘

明江在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总会计师

李铮的陪同下受邀出席华刚矿业一期

投产庆祝大会。该生产线达产后每年

能处理矿石量 455万吨，每年产金属

铜 12.5 万吨。

华刚矿业是由中国中铁、中国电

建等组成的中国企业集团在积极实施 韩忠艺     杨庚银

国家“走出去”战略、投资开发海外

矿业资源的背景下，根据中刚“资源

财政化一揽子合作模式”与刚果矿业

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国际化矿业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金 1亿美元，项目

总投资 67亿美元，是目前中国在非

洲投资最大的非能源类矿业企业。

华刚矿业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3

年 4月正式开工。在中国企业集团和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大力支持下，华刚

矿业加强高端商务谈判和施工组织，

迅速突破电力瓶颈，解决融资问题，

优化建设方案。全体人员克服了非

洲物资匮乏、疾病肆虐、运输困难、

技术力量薄弱等重重困难，仅用两年

半时间，采选冶一期工程就提前建成

并陆续投产，投产日期比设计均有较

大提前。其中，选矿厂于 2015 年 2

月提前 13个月实现投产，冶炼厂于

2015 年 10 月提前 6个月实现投产。

建设速度连前来参观考察的刚果政府

要员、国内外领导专家都惊叹不已，

称赞华刚矿业创造了非洲矿山建设的

“中国速度”。

中国电建海投“东南亚步伐”:
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

记者 : 田原     来源 : 中国经济网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是中国电建旗下专业从事海外投资的

骨干控股子公司。近日，公司先后完

成老挝南欧江流域一期项目三个电站

按期发电、印尼明古鲁火电项目中标

并启动融资等一系列重要进展，为响

应国家“一带一路”重要倡议作出积

极贡献。为此，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

了该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盛玉明。

记者：电建海投作为中国基建工

程行业中承担“走出去”任务的主力

军，如何评估东南亚基建市场及其与

“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的关系？

盛玉明：东南亚国家大多是发展

中国家，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基建需

求旺盛。比如印尼，该国地区经济发

展不平衡，市场开发机会多、潜力大，

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能有大作为

的新兴市场。特别是当前国家提出了

“一带一路”建设，给中国优质基建

企业“走入东南亚”带来许多优惠政

策和项目扶持，政府各部门、进出口

银行、中信保公司等方方面面都给予

了我们很大帮助，这就更需要将公司

业务转型升级与国家倡议、地区市场

紧密结合，有意识地引导东南亚国家

政府、企业、机构等共同参与到“一

带一路”建设中来，积极推动“一带

一路”重点项目在当地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记者：在东南亚地区，公司响应

并贯彻国家“一带一路”重要倡议的

总体思路为何？

盛玉明：电建海投作为“一带一

路”倡议务实的践行者、坚定的推动

者和积极的宣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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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指导思想的统

领下，我们精心制订了中长期发展战

略规划，重点提出“打造4大海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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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全球8+10+12国

别市场（8个核心亚洲市场、10个重

点非洲市场、12个拉美和发达国家择

机进入市场）、建设4+1+1的核心竞

争力（开发、融资、工程管理和运营

管理在内的业务能力、一体化整合能

力、风险管理能力）、实现 1221 发

展目标（到 2025 年，公司将努力实

现1000亿元资产规模、200亿元营业

收入、20亿元税前利润和10%的利润

率）”的总体思路。

记者：为了在“走入东南亚”的

过程中“走得更稳、走得更好、走得

更远”，公司针对上述指导思想和战

略规划的配套举措有哪些？

盛玉明：电建海投立足于消除能

力短板、培育核心能力，制订了一系

列保障措施，夯实内部管理。重点加

强子公司管控、市场开发、运营管理、

绩效考核等16方面的保障体系建设；

重新梳理了投资业务部门职责与业务

范围，明确职责划分，形成权责明确、

运转高效、管控有力的公司运营机

制；按照“聚集重点、主动开拓、整

合资源、多元发展”的思路，加强市

场开发体系建设，聚焦市场潜力大、

进入可行性高、风险相对可控的国别

市场，积极主动地开展前期市场研究

和项目寻源工作。针对东南亚市场，

电建海投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建立

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补互赢的

市场开发合作系统，全面加强同印尼

等国政府、组织、企业、科研院所及

利益相关方的合作，通过市场机制、

利益纽带、项目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整合、互利共赢。

记者：结合东南亚地区国情、社

情、民情，电建海投 2016 年将如何

进一步在建设“一带一路”中发挥积

极作用？

盛玉明：我们紧紧把握“一带一

路”等“走出去”战略升级版带来的

新机遇，以战略为导向，依托中国电建

品牌，加大营销力度，聚焦主业，细化

策略，坚持区域市场、战略布局、优质

市场深度开发，实现谋划布局新突破。

2016年，我们要继续主动适应东南亚

市场环境，转变经营理念，主动融入、

积极作为，创新海外投资商业模式，

培养国际法律思维和职业素养；要坚

持“战略契合、能力可及、风险可控、

效益可期”原则，推进海外投资业务

做实、做优、优强；要整合利用两种

资源、培育两种能力，挖掘合作机会、

探讨合作模式，对接具体项目，实现互

利共赢；要坚持合法经营、遵规守俗、

相互尊重、主动融入，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促进文化融合，把“他乡”做“故

乡”，发挥优势为所在国解决问题，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

纵深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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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走出去，更要走得好
 李心萍    耿兴强

南欧江，发源于中国云南与老

挝北部丰沙里接壤地区，是湄公河左

岸老挝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面

积 25634 平方公里，河道全长 475千

米，天然落差430米，水能指标优良。

作为老挝政府极力推进的水能资源基

地之一，南欧江吸引了众多咨询公司。

激烈竞争下，以最少的移民搬

迁、最少的耕地和林地淹没损失、最

小的环境影响，取得最大综合效益为

目标的中国电建“一库七级”方案最

终胜出，受到采纳。中国电建成功获

得了整个南欧江流域的开发权。“‘懂

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造，

能投资运营’的全产链优势，是中电

建中标南欧江项目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晏志勇说。

根据方案，全梯级电站总装机

容量 1282 兆瓦，多年平均发电量约

52亿度电，总投资 28亿美元左右。

该项目 7 个梯级电站建成后，容量

装机将超过目前老挝电力总装机的

30%，为老挝提供稳定优质的清洁能

源，有效缓解老挝缺电的局面。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国

电建探索出一套集投融资、设计、施

工等为一体的开发模式。以投资方电

建海投为龙头，集成了勘测设计、施

《 人民日报 》（ 2015 年 12 月 28 日 18 版）

11 月底，中国电建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首台机组正式发电，这标志

着中资公司首个海外整条河流全流域开发权项目，也是老挝境内唯一一个

全流域梯级电站项目正式投产。

工建设、运营管理的优势资源参加到

南欧江项目中来。对此，中国电建集

团总经理孙洪水深有感触地说：“产

业链一体化模式，契合建筑行业发展

大趋势，这一模式反应快速，有利于

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各方及整条产业

链内耗，从而提高建设效率，缩短建

设周期，科学合理优化投资。”

海外资产占到半壁江山的中国

电建早已走出国门，但中国电建对自

己的要求是不仅走出去，还要走得好、

扎下根，希望做到“建一座电站，交

一群朋友，造福一方百姓，树立一座

丰碑”。在南欧江，致力于绿色环保、

清洁开发的他们做到了。注重生态环

保，成为推进项目实施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在环保工作的标准上，中国电

建遵循了“就高原则”。从工程规划

之初，设计者从环保角度出发，经过

反复研究论证，确定了“一库七级”

的方案。对比其它方案，这个方案不

但土石方开发量小，能将工程施工带

来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七级联动”

的运营调节方式也对流域的生态系统

平衡做了最大的保护。

在建设期及运营期，中国电建

也认真履行生态环保责任，采取宣传

渔业保护、投放鱼苗虾苗等多项环保

措施。同时，为了强化环保管理，电

建海投南欧江流域公司还专门成立了

“环保水保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水

电站环保水保管理委员会章程》，并

请政府和当地民众参与监督。此外，

水电站建成对于调节南欧江流域内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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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生态平衡等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除了南欧江梯级电站项目，在

老挝，中国电建还承建了南坎 2、南

康 3 等大中型水电项目。“目前，

中国电建在老挝投资金额超过 50亿

元。”孙洪水说。

PAKISTAN TODAY/BUSINESS /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CPEC’S FIRST PROJECT WITNESSES 
EMPHATIC PROGRESS ON GROUND

ALIK Azhar is a happy man today. 

He has received his first increment 

– a 20 per cent bump in his salary. 

For Azhar,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and in such a short span of 

time. Only last year, he had no job 

and a family to feed. But now, he 

has a job as a driver working for 

powerchina, which hired him last 

year for the Port Qasim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Pakistan Today recently visited Port 

Qasim Power Project’s site to learn 

about the progress on the project as 

well as the effect that it was having 

on the local community. A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are working 

inside Pakistan on various projects 

under the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Port Qasim 

project is being jointly developed 

by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 through Powerchina 

Resources Limited and AI Mirqab 

Capital S.P.C. Powerchina and AI 

Maqrib have holding of 51% and 

49% shares respectively on Build-

Own-Operate (BOO) basis in the 

1320MW power project.

The project ranks first among the 

Priority Implementation Projects in 

the energy sector being developed 

under CPEC. This is one of the early 

harvest projects and is expected to 

achieve commercial operation status 

by June 2018.The project, however, 

THE $2.085-BILLION PROJECT WHICH WILL GENERATE 1,320MW OF POWER TO BE 
COMPLETED BY JUNE 2018
KARACHI   MIAN ABRAR

will start generating power by the 

end of 2017.

Malik Azhar is not a local – he 

hails from a small village near 

Rawalpindi. He has travelled to 

Karachi in search of a living.”Most 

of  the people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are locals. But outsiders like 

myself are also getting hired. I came 

here looking for work, and I’m very 

happy here. I am planning to work 

here in future also,” Azhar said.

Azhar is one of  around 1,700 

Pakistanis working on the project. 

As word on the project gathers 

pace, thousands more are likely to 

join the wordforc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P R O J E C T  C O M P L E T I O N :  Por t 

Qasim is a 2×660MW coal-fired 

power project. It is located in the 

Port Qasim Industrial Park, 37 Km 

southeast of Karachi. It comprises 

two units with total gross capacity 

of 1320 MW (with integrated selfuse 

Jetty) and an average annual energy 

output of around 9000GWh, able to 

support 3-4 million families’power 

consumption for a year. Fueled by 

imported coal, the project adopts 

the world’s leading supercritical 

thermal technology.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operations 

including seawater desalination and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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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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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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ot  Bank of  China (China 

EXIM Bank),” said He Shiyou, the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of the 

Port Qasim Electric Power Company 

while talking to Pakistan Today.

“Th i s  a r rang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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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ified.

O V E R  2 , 0 0 0  J O B S :  A b o u t 

the power generation and job 

creation opportunities, one of the 

management officials said that 

the project directly creates more 

than 2,000 job opportunities for 

Pakistani engineers and laborer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hase, and 

will employ around 400 trained 

professionals during operational 

stage.

The  pro j ec t  be ing  suppor ted 

by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has seen a 

fast pace of work and is on track 

for its completion in June 2018. 

The agreements for the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power purchase, 

land lease and port services were 

signed during President Xi’s visit to 

Pakistan in April 2015.

Most of the documentary process 

h a s  b e e n  f i n a l i z e d  w i t h  t h e 

coordin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 f  Ch ina  and  the 

government  o f  Pak is tan.  The 

company working on the project has 

obtained all the approvals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Pakistan.

The financial close of the project 

was achieved and the first draw-

down of about $200 million was 

made from China’s Exim Bank in 

December last year. The project 

is the first large coal-based power 

project under the CPEC to receive 

financial clo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t 

s tar ted on May 7 ,  2015.  The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preliminary 

design report, and the master plan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approved. 

O v e r  8 7 . 0 6  p e r  c e n t  o f  t h e 

engineering word milestones were 

achieved till December 31, 2015. 

The engineering work of the plant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July 2016.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Jetty 

and the Channel started from 

August 12th, 2015 while 9 out of 19 

construction drawings have been 

submitted.

One  cu t t e r  suc t i on  d redge r , 

one  ancho r  boa t ,  e a r thwork 

machines, haulage vehicles and a 

concreting machine have already 

been mobi l ized to the project 

site. Dredging works of Basin 

and Channel are underway. But 

although a lot of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on the ground, the project 

is also facing some hiccups.

Background interviews with the 

officials in the federal and Sindh 

governments show that the Sindh 

government is not ready to own 

the project due to the massive 

media campaig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ince the PML-N government 

is taking all the credit for the 

project, the Sindh government is 

creating hurdles in the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a sourc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ld Pakistan 

Today.

REGISTRATION OF INDENTURE OF 
LEASE: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dated April 23rd, 2015 signed 

between Port Qasim Authority and 

the company, approximately 200-

acrs of land in the Eastern Zone of 

Port Qasim has been allotted to the 

project.

It is clearly stated in the PQA 

Agreement that “PQA shall have 

good marketable and completely 

unencumbered lawful title to the 

site including all easements and 

rights of way.”

The  Powerch ina  has  pa id  a l l 

t h e  f e e s ,  l e v i e s ,  a n d  s t a m p 

duties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Sindh and 

approached the Registrar to register 

Indenture of Le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stipulated 

by the Sindh Board of Revenue. 

However, the officials of the Board 

of Revenue are dragging their feet 

by raising objections, claiming that 

the 200-acre land belongs to the 

GoS and PQA is not entitled to lease 

it.

WATER SUPPLY: A coordination 

meeting for water supply to the 

Project was held on November 

11, 2015 in Karachi. The Karachi 

Water and Sewage Board (K W & 

SB), Engro-chemical plant near the 

project site, and the Powerchina 

company entered into a tripartite 

agreement for water supply on 

December 2, 2015.

Under the deal, water had to be 

provided to the project on the 

condit ion that a no object ion 

certificate (NOC) wa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dh. The internal 

pipe network of the project has 

been completed, but the Sindh 

government has not issued the NOC 

despite repeated requests.

领跑“中巴经济走廊”
——公司投资建设卡西姆港电站纪实 

李胜会    耿兴强    张一凡

2015 年 12 月 28 日，阿拉伯海

咸湿的海风，吹拂着蓝红两色组成的

中国电建旗帜，在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燃煤电站项目上空生机勃勃地飘扬。

这一天，巴基斯坦国家总理穆罕

默德 •纳瓦兹 •谢里夫，来到项目视

察。在听取现场工作汇报并详细察看

了建设现场后，他高兴地说：“电站

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感谢中国电

建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卡西姆电站

是巴基斯坦的重要能源项目，期望它

早日按期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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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西姆项目无疑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集团公司董事长晏志勇在视察项目时

要求：“一定要把卡西姆电站建设成

为能源类的旗舰项目、标杆项目”。

承载着电建希望，编织着中国梦

想。卡西姆电站项目成为投资方中国

电建海投公司的“一号工程”“生命

工程”。日前，记者走进层层重兵守

卫的电站项目，一探这座建设中电站

的真实面目。

闪耀“一带一路”的火电明珠

经过七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记

者乘坐的航班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机

场平稳着陆。走出机场，除了前来接

站的电站工作人员，还有旁边荷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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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边防军。全幅武装的军车开路，

每一辆车上都跟随一位手持枪械的警

卫，子弹上膛，表情严肃。——这个

特殊的车队，让记者一下感受到了这

个项目的不同寻常之处。

车队驶出卡拉奇市，向着东南方

向巴基斯坦的卡西姆港区急驰而去。

马路上车辆稀少，两侧是稀疏的灰色

建筑，远远看去，一片沉闷的灰色。

巴当地党派林立，治安情况糟糕，恐

怖组织时有活动，这让在巴的中方工

作人员，出行如履薄冰，安保措施自

然不能忽视。

37 公里的车程走了近一个半小

时。卡西姆电站终于出现在视野里。

高高的带有电子护栏的围墙内，是占

地 200英亩的厂区。一辆辆工程车马

达轰鸣，高高的塔吊伸着长长的吊臂

紧张忙碌，锅炉钢架已经到了第二层，

初步展现出雄伟的身姿。

车辆直接开进了电建海投的项

目营地，门口依旧是荷枪实弹的武装

警卫。办公区和生活区建设在一个院

内，办公区为彩钢瓦建筑，生活区为

一排排的生活平房。电站厂区位于阿

拉伯海海边，属于高湿、高热、高盐

雾的热带气候，据项目公司介绍，这

种气候，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困难

和挑战，项目在建设中，对设备的防

腐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建设 2

台 660MW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建成

后既可以补充巴基斯坦电源装机的缺

额，又能通过“煤代油”调整巴基斯

坦的电源结构，降低供电区域的发电

成本，满足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

戴上安全帽，穿上厚重的劳保鞋

和反光背心，全副武装后来到项目现

场，热火朝天的施工气氛立即扑面而

来。一位位大胡子、黑脸庞的巴基斯

坦工人，头戴安全帽，腰系安全带，

在水泥基础上绑扎着钢筋，安全帽上

的中国电建标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看到我们经过，友好的向我们挥手打

着招呼，黝黑的脸庞上露出洁白的牙

齿，绽开真诚的笑容。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介

绍：卡西姆项目作为“一带一路”战

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首批落地项

目，政治、经济、社会意义十分重大。

不仅可以建立中巴经济平台，以电源

投资带动集团产能输出，更重要的是

带动中国的设备、技术和标准输出。

走过厂区，来到海边的滩涂，

一条长达 280米的专用码头正在建设

中。一艘号称亚洲第二的清淤船正在

作业，船上方蓝色的天空中海欧展翅

飞翔，俯视着热闹的施工场面。

卡西姆电站采用海水二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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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出线以 500kV 交流并

网。工程建设期为 36个月，首台机

组计划于 2017 年年底投产发电，年

上网发电量约 90亿度，将为当地经

济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

目前，巴基斯坦电力能源短缺，

卡拉奇地区每天停电达12个小时，部

分农村和山区及贫困地区基本没有电

力供应。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巴基

斯坦南部的火电基地，直接接入500kV

主网，送至中北部地区消纳，改变中

北部地区电力短缺的紧张局面。

项目的建设，也将推动中巴双方

在“经济走廊”能源建设方面形成覆

盖全产业链，投资形式多样，积极参

与，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编队出海”凸显集群效应

“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

起整个地球”。阿基米德的这句名言，

用在卡西姆项目中，再合适不过。

2015 年 4 月，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 •纳

瓦兹 •谢里夫的见证下，中巴双方签

署了项目主要投资协议，包括《实施

协议》《购电协议》和《土地租赁和

港口服务协议》，标志着该项目正式

落地。

卡西姆电站是集团公司目前最

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也是电建海投公

司首个火电投资项目。中国电建海外

投资公司和卡塔尔王室的 AMC公司，

分别按照 51%和 49% 的比例出资，成

立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

负责整个项目的运作实施。

作为集团公司海外投资业务的

运作平台，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公司根

据集团战略布局，协同集团内部规划

设计、建设施工、设备修造、监理监

测、维护管理等优势资源，实现了以

海外投资为龙头，带动集团业务全产

业链一体化模式“走出去”。

在卡西姆电站项目中，集团旗下

子企业各显神通，担任主力军，其中

山东电建三公司承担电站工程EPC总承

包，河北电力设计院承担规划设计工作，

上海电力监理咨询公司和河南电力设计

院承担监理咨询工作，中国水电港航公

司负责码头工程EPC总承包。

卡西姆发电公司总经理蔡斌告

诉记者，这个项目的回报，不仅仅是

项目可行性报告中提到的数字。在项

目运作过程中，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都为集团旗下成员企业提供了可

观的回报。这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用

一个相对小的资本金投资额，通过银

行信贷等商业行为，撬动了数倍于投

资额的整个产业链的大单。

蔡斌还向记者粗算一笔帐：项目

总投资约 20.85 亿美元，其中投资双

方股本金占比为 5.21 亿美元，电建

海投占比 51%，即 2.66 亿美元。这

个数字，却为集团带来了规划设计、

设备制造、建设施工、监理咨询等合

计约 13.7 亿美元的合同额！

这个支点的作用，体现的不仅是

合同额上的变化，更是集团化运作体

现的竞争力，集团全产业链一体化凸

现的集群优势。目前，中国已拥有自

主设计制造 60 万千瓦超临界和 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的能力，并逐渐

使其成为国内新建火电装机的主力机

型。中国火电技术已日趋成熟，火电

排放标准堪称“世界最严”。通过集

团投资带动整个产业“编队出海”，

就是推动火电“走出去”，带动中国

资金、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标

准“走出去”，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为真正做到合作共赢，卡西姆项

目扎实推进本土化战略。在以工程建

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发

挥当地人员熟悉当地宗教、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的优势，创新当地员工

选用育留机制，大范围选用本地人员。

1000多名巴籍员工走上了卡车司机、

钢筋绑扎工、土建工、清洁工、帮厨

等岗位，甚至还有一部分优秀的巴方

员工从事商务合同、综合行政等管理

岗位。同时积极分享先进的工程建设

技术，采用导师带徒等方式，对巴籍

员工开展培训，提高了他们的技术和

技能。

开斋节、古尔邦节是当地的重要

传统节日，项目公司尊重当地员工宗

教信仰，节日期间安排巴籍员工休假，

照常支付工资，并发放过节费用。生

活上，中方员工与巴籍员工工作在一

起、吃住也在一起，与当地员工在工

作、生活上建立和谐信任的关系，增

强巴籍员工的归属感，也赢得了当地

人对项目的信任与支持，树立了中国

电建良好的品牌形象。

“电建速度”领跑“中巴经济走廊”

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六大人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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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保障。在阿拉伯海的滩涂，高

咸的气候条件下，工程防腐成为一道

难题。经过对相同地理条件、相同类

型机组的考察了解，项目公司采取了

适合机组的高等级的防腐措施，为机

组穿上了坚固的“防护外衣”。

目前，项目建设各个专业全面展

开，设计工作完成 50%，130 个采购

包完成103个，完成83%；项目进度、

质量、安全总体可控，为 2016 年提

速大干奠定了基础。

2015年 11月 10日，中国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王晓涛来到卡西姆电站项

目检查指导工作，在详细了解了电站

的进展情况后。他高兴地说，“中国

电建集团在电力工程建设领域具有全

产业链的显著优势，在全世界也是非

常有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我对中国电

建投资建设卡西姆项目是有信心的，

希望中国电建集团各参建单位顽强拼

搏、再接再厉，按期实现卡西姆港燃

煤电站项目发电目标，为中巴传统友

谊树立新丰碑。在这里，你们用行动

诠释了央企精神，中国电建了不起！”

——这，是项目建设者们听到的

最好的褒奖！

国，市场潜力大，经济不发达，但前

景较好，被誉为未来 11国之一。

然而，经受了几十年的战争和社

会不稳定，巴基斯坦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具有严重的缺陷。目前巴基斯坦

国内电力供应短缺，伊斯兰堡、拉合

尔等大城市每天也要多次拉闸限电，

严重影响了巴方经济发展，国家电力

增容迫在眉睫，巴方对卡西姆电站早

日投产的迫切不言而喻。

“快，更快”。这是在卡西姆电

站采访过程中，给记者最大的感受。

从项目的前期的商业谈判开始，都在

以超常规的速度进行着。在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支持下，经过与中国

进出口银行共同努力，融资团队积极

配合进出口银行开展项目法律、技术

和保险等方面尽职调查工作，并就项

目融资文件以及融资协议关键条款、

先决条件、股东支持协议等与进出口

银行进行密切磋商，仅用时三个月便

完成了融资关闭。

从 2015 年 5 月主体工程开工以

来，工作人员跑步进厂，各项工作迅

速展开。到 8月份，克服了 40-50 度

高温天气的影响，三个月的时间完成

近 6000 根桩基。为土建主体工程全

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项目提速，需要全产业链的每个

环节整体协调推进，意味着从设计、

采购到施工建造一齐发力。电建海投

公司根据项目特点，为加强项目设计

和采购管控，专门成立了 EP中心，

对整个 EP环节进行管控，并着力优

化方案，从源头上为工程提速。

在国内同类型机组的施工中，

受 EP环节的影响，锅炉基础和设备

基础一般分开浇筑，锅炉基础做好后，

先行进行回填，等设备型号确定后，

再设计设备基础图纸，这就需要把回

填的锅炉基础重新挖开，在上面进行

设备基础的施工。

能不能打破常规，加快 EP的速

度，让厂房和设备基础同步施工，一

体出零米？这个大胆的想法一经提

出，便很快进入实施。经过艰苦的协

调，设备提前确定，设计院第一时间

完成了图纸设计。在 2015 年 11月和

2016 年 1月，1号、2号锅炉基础和

设备基础分别实现整体一次性出零米

的目标，比国内常规施工工期提前两

个多月！

在为项目提速的同时，新技术、

新工艺的应用，也成为建设“旗舰项

筑牢风险管控的“铁壁铜墙”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带来新的机

遇，但是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

政治、经济、市场、法律、文化等风

险隐患也不容忽视。在“走出去”过

程中，电建海投公司始终保持如履薄

冰的心态，把风险防控作为头等大事

对待，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控风险，

筑牢风险管控的“铁壁铜墙”，为公

司海外投资业务的稳健增长提供了可

靠保障。

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曾

反复强调：“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要

遵循商业投资规律，风险管控是第一

位的。”

定期“体检”，防患于未然

   海投公司建立了内控与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发布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

手册，建立内控与全面风险管理实施

细则和风险预警机制。对项目前期、

建设期、运营期进行全方位、全周期

的风险管控，通过定期报送的《风险

评估表》《风险登记表》，列出风险

清单，梳理风险点，及时“体检”辨

识风险，做好风险评估，进一步推进

公司项目风险规范化、表单化管理。

严格做好项目合同管理和法律审核等

工作，规范项目评审及保险业务，将

风险管控落实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

节，确保各项业务风险可控受控，做

韩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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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老挝南欧江二期项目、印尼明古

鲁项目在海外投资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购电协议、融资协议和EPC合同谈判，

加强对公司重大项目的风险事前管理，

预先识别项目风险，研究出具项目国别

法律环境尽职调查报告、项目专项风险

分析意见和法律意见书，确保项目合法

合规，风险可控。在谈判过程中，法务

人员对重大风险及时进行提示，对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关联交易等核心利益条

款，与谈判对手展开博弈，斗智斗勇、

据理力争，最大限度维护公司的利益。

在项目履约过程中，要求项目公司必须

配备一名法务人员，全程参与项目公司

对外法律事务、合同管理等工作，保证

在建及运营项目合法合规运行。公司还

建立了应急防范机制，对商务领域发生

的突发事件，第一时间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公司合法权益和投资利益，为胜诉赢

得宝贵时间。

规范运作，

多渠道培养国际法律人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公司重视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际法律

人才队伍，多渠道引进高端法律、风

险管理人才，鼓励法律人员学习投资

业务，以内培外训等形式，培养懂法

律、善经营的复合型国际法律人才，

全面提高风险预判、预估和有效应对

能力；在员工中开展法律、内控与全

面风险知识培训，增强全员的法律风

险防控意识和契约精神。开展警示案

例教育，近年来，媒体报道了一些其

他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法律风

险部将这些失败案例进行整理，对每

个典型案例进行风险分析、风险辨识，

并组织投资业务部门及法务人员进行

学习和培训，让大家从这些失败的案

例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时刻警醒

自己，避免在海外投资开发过程中发

生类似问题，达到“以他人之堑，增

自己之智”的目的。

支持参加国家法律风险课题研

究，积极整理总结项目开发中积累的

风险防范经验，组织编写了《企业境

外法律风险防范国别指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巴基斯坦篇》和

《中央企业“一带一路”国别风险与

安保体系建设研究》，并受到国资委

研究中心的表扬。

风险与海外投资常相伴。正是有

了这种强烈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全

周期、全方位的风险管控措施，近几

年，电建海投公司投产的老挝水泥厂、

柬埔寨甘再水电站等运营项目，盈利

状况持续稳定，在“一带一路”建设

的征程中，电建海投公司将走得更稳、

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到防患于未然。

借力而行，请名医“诊断”风险

海外投资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

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每个项目启

动之初，公司都经过近乎严苛的调查

和全面风险评估，项目前期的法律、

税务、融资、财务、合作方、市场的

调查，均聘请全球优秀的律师事务所、

咨询公司完成，借力名医提前“诊断”

把控风险，专业咨询机构对股东协

议、公司章程等进行详尽的审查，实

时了解对方经营情况及最新动态，以

敏锐视角和洞察力提示潜在的风险，

提出解决建议及防范措施。同时，这

些专业咨询公司代表了本领域的世界

水平、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为投资项

目的后续推进和公司发展扫清很多不

必要的麻烦和困难，合作的过程也是

相互学习与交流的过程，公司员工从

这些优秀的咨询机构学到了很多，并

快速锻炼成长起来。

在亚非拉地区拓展市场，投资项

目所在国不同程度存在政治风险，如

政治不稳定、战争、动乱、国有化、

汇兑等风险，这些风险往往是不可控

的，一旦发生将给投资企业来带来颠

覆性的损失，是致命的！海投公司通

过投保政治险，应对变幻莫测的各类

政治风险。

全程参与，及时化解风险

商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与谈

判对手的博弈与角逐，要依靠团队的智

慧与实力。从海外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

到立项决策、从项目谈判签约到项目实

施，均由法务人员提前介入、全程参与，

确保法律风险防范全覆盖。强化法律尽

职调查和风险的事前防范，法务人员与

外聘律师一起全程参与巴基斯坦卡西姆

李胜会  耿兴强  张一凡

2015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8 时 50

分，老挝琅勃拉邦省南欧江二级电站

彩旗招展，乐声飘扬，一派节日的喜

庆气氛。

“我宣布，南欧江流域首台机组

正式启动发电 !”伴随着老挝副总理

宋沙瓦 •凌沙瓦宣布，股份公司总经

理孙洪水、中国驻老挝琅勃拉邦总领

事馆代总领事陈小冬、电建海投董事

长盛玉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董事长

西沙瓦等人共同触摸启动球，中国电

建集团投资建设的南欧江梯级电站首

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一时间礼花绽

放，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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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江

流域梯级电站首台机组的发电，不仅

有力推动了集团产业链向价值链的升

华，更给老挝建国 40年国庆献上了

一份隆重的厚礼，为中老电力能源及

产能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见证了

中老两国的深厚情谊！

编队出海——全产业链一体化打

造水电明珠

南欧江，发源于中国云南与老挝

北部丰沙里接壤地区，是湄公河左岸

老挝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面积

25634平方公里，河道全长475千米，

天然落差 430米，水能指标优良。

南欧江流域流经的老挝北部地

区，因电力供应不足、基础设施条件

落后、经济发展较慢 ,急需加大电力

等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和带动当地经

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南欧江流域梯

从产业链到价值链的升华
——公司全产业链开发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项目纪实

级电站开发作为老挝政府极力推进的

水能资源基地之一，优良的资源，吸

引了众多咨询公司前来谋划方案。

中国电建“科学开发，绿色发展”

的战略，与老挝开发水电能源的诉求

不谋而合。经过科学的勘测设计，中

国电建提出了“一库七级”的方案，

指导思想是以最少的移民搬迁，最少

的耕地、林地淹没损失，最小的环境

影响，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

环境等综合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该方案规划的全梯级电站总装

机容量 1272 兆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约 50亿度，总投资约 28亿美元。方

案综合考虑市场消纳过程及开发建设

条件，采取分阶段开发战略，一期先

开发二级、五级和六级电站，其余电

站作为二期择机开发。

根据规划，该项目7个梯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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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容量装机占到目前老挝电力

总装机的 39%，为老挝提供稳定优质

的清洁能源，促进老挝北部地区电网

的升级和输送的互联，促进老挝三个

区域电网之间的互联，形成统一的全

国电网，有效缓解老挝缺电的局面。

根据规划电站也将配套建设较高等级

的公路，带动区域的交通状况，促进

物流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

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此方案一举赢得了老挝政府的

认可！中国电建成功获得了整条南欧

江流域的开发权，该项目也成为电建

集团在海外推进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

实施的第一个投资项目。

在中国电建整合资源、重拳出

击和“集团化、国际化、一体化”战

略的引领下，电建海投发挥战略目标

引领和优势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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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集团业务

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产品和服务向

海外输出。通过集团统筹、协调和招

标，整合集团内部各方优势资源，中

国电建旗下最优资源配置到了南欧江

项目。

昆明设计院、二滩国际、西北咨

询、水电十局、十五局、八局、基础

局、十四局、夹江水工厂等一批集团

内的优势企业，从天南地北来到南欧

江，组成了实力强大的精英团队。参

建各方发挥各自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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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实现发电目标。

当前时值中国“一带一路”重要

战略机遇时期，中国电建从战略、业

务、海外布局方面与国家战略要求高

度契合，中国电建的“全产业链一体

化”在南欧江流域梯级开发建设中的

有效实践，为树立中老电力能源合作

领域的标杆，助力老挝建成东南亚“蓄

电池”提供了支撑。

注重环保——绿色发展理念贯彻

项目全周期

“绿色发展，科学开发”，是电

建海投始终秉承的理念。

这个理念，体现的是对大自然的

尊重，以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环保

工作的重视。从工程规划之初，设计

者从环保角度出发，经过反复研究论

证，确定了“一库七级”的方案，该

方案不但土石方开发量小，将工程施

工带来环境影响降到了最低，而且“七

级联动”的运营调节方式，对流域的

生态系统平衡做了最大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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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化环保管理，南欧江流域公

司成立了“环保水保管理委员会”，

发布了《水电站环保水保管理委员会

章程》，并请政府参与监督，整合各

种资源，扎实做好生态环保工作。

注重生态环保，是推进项目实施

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设计之初，

电建海投公司提前考虑到环保问题，

在遵守国际准则和老挝当地环保要求

的基础上，设计了完善的环保工作方

案，取得批复的环境评价报告，系统

规范地实施南欧江项目的生态环保管

理”。

在环保工作的标准上，南欧江项

目遵循的是“就高原则”。在与老挝

政府签订的CA协议及其附加环境和社

会标准责任协议中，协议标准参照世

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和社会

准则予以制定，明确规定了环境和社

会责任标准采取“就高原则”，这是

中国电建对自己的挑战和严格要求，

也是对南欧江流域环境保护的决心。

水电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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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建设期到运营期，电建海投认真履行

生态环保责任，采取渔业保护宣传，

参加老挝植树节与世界环境日主题活

动，投放鱼苗、虾苗等多项环保措施，

有效保护和改善了生态环境。

为减小施工过程中对环境的影

响，在施工现场的物资库房和设备场

地，到场后还未安装的机电设备，都

细心地加保护外衣，外面挂着清晰的

标识牌。骨料生产容易造成扬尘和噪

音，是环保工作的一个难题。在二级

电站的骨料生产场地，看到的却是湿

润的地面，干净的周边环境。施工单

位水电十局组织了六部洒水车，定时

定点进行洒水处理，骨料生产设备则

由拌和站升级为拌和楼，并加装了除

尘设施，设置了三级沉淀池，每隔一

到两天定时清理。对于噪音，在选址

时就考虑到背向村庄的方向，并下决

心停止了夜间施工。

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上，处处体现

着中国电建人的智慧。为达到环保要

求，低边坡开挖要求不能超过50米，

以最大限度的防止泥石流。在电站两

岸边坡上，全部制作了网格固定设计，

在网格中载种绿草树木，恢复植被保

护。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成为

南欧江项目环保工作的突出特点，一

系列的计划和措施，使该项目的条条

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让自然生态真正

得到了保护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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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谱写中老友谊的和

谐篇章

“坚定不移的贯彻属地化、本土

化战略，融入当地，扎根老挝。”

秉承着这样的理念，电建海投在

老挝南欧江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关注民生，造福当地，

高质量地建设移民村，高标准地修建

学校、卫生所、寺庙、村公所及市场

等公共设施，同时为当地修路架桥、

社会赞助、生态环保、恢复生计等，

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村民的高度认可和

赞誉。中国电建员工和老挝当地村民

亲如一家，在南欧江谱写了一曲和谐

的国际友谊之歌。

电建海投结合项目特点和本土

实际，探索出属地化移民合作和本土

化模式。即将数个中小型移民安置工

程，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交

由当地的承包商承建，既按期保质完

成移民安置工程，有效缓解了因程序

繁琐带来的工期压力，也为当地提供

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实现了双赢。截止目前，南欧江一期

移民安置工程基本完工并顺利移交，

得到了老挝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和

肯定。

南欧江六级水电站地处老挝北

部的丰沙里省，这里高山峡谷，经济

落后，村民生活贫困，宗教信仰氛围

浓厚。在启动移民工作之初，该项目

秉承“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

原则，为移民修建了舒适的住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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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启动

了“生计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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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化”战略也是中国电建海

投积极带动本地就业，拉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司不仅为当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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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工

人和管理人员。一批优秀的老挝籍员

工，辛勤工作在商务管理、财务管理、

政府协调、移民外联、翻译、司机等

岗位，电站运行营地还专门为当地员

工建盖了高标准的住宿楼和食堂，他

们与中方员工共同工作学习、共同参

加文体活动，促进了文化融合与交流。

为了改善当地村民的交通，电建

海投公司决定在每个电站之间建造码

头，以方便村民出行。为了把码头建

在最方便村民使用的地方，南欧江流

域公司不仅组织设计院针对地理位置

进行测绘，更是邀请了熟悉当地情况

的村民代表征求意见，确保码头发挥

出最大的作用。这些码头建设好了，

不仅实用，还为南欧江上添了一处处

热闹、亮丽的风景点。

电站筹建阶段，六级水电站库区

移民安置工程，修建了一条长27公里

的泥结公路。经过反复的研究比对，

为了方便当地百姓出行，电建海投放

弃了最初沿江修建的规划，改为沿山

寨修建，用公路将分散在山间的姜卡

巴、瓦岱等多个山寨连在一起，并连

接到老挝南北大动脉13号公路，从而

解决村寨之间以及出行的交通难题。

南欧江一期项目自 2011 年筹建

以来，为当地共新建、改扩建公路

约 250 公里，修建大桥 10 余座，路

涵 10 余座；建成 8个集中的移民新

村及配套设施，搬迁或自主安置移民

1100 余户，捐赠家具近 10余批次，

改善了当地 20余个自然村的生产生

活条件；清理库区河道、沟渠，进一

步改善了南欧江通航条件，新建集中

清洁供水点和水利灌溉设施，积极开

展多个生计恢复项目，这对当地人们

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对老挝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战略引领——全球视野赢得发展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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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电建海投贯彻落实集团公

司对国际业务的要求，加强战略规划

和引领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指导思想的统领下，经过

认真总结经验和深度研究市场，电建

海投精心制订并发布了中长期发展战

略规划，重点提出“打造 4大海外平

台、布局全球 8+10+12 国别市场、建

设 4+1+1 的核心竞争力、实现 1221

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愿景规划，

明晰发展战略导向。

与这个发展战略相配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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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建

海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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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司战略落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电建海投重新梳理了投资业务

部门职责与业务范围，明确了项目建

设和运营管理职责界面划分，为形成

权责明确、运转高效、专业管控的公

司运营机制提供了重要保障。发布了

首部境外风险管理体系手册，严格落

实合同法律审核，进一步规范项目评

审和保险业务，强化事前、事中、事

后风险防范，确保各项业务风险可控

受控。

南欧江项目是公司发展战略实

施的龙头项目，也是推进战略引导的

受益者。南欧江项目从前期规划设计，

合同谈判，建设运营，每一个环节都

是严格遵循公司的相关制度办法，规

范化的阳光运作，不但有效规避了投

资风险，而且确保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目标的如期实现。

以南欧江项目成功运作的经验

为依托，电建海投不断加强市场开发

体系建设，形成了“聚集重点、主动

开拓、整合资源、多元发展”的思路，

聚焦市场潜力大、进入可行性高、风

险相对可控的国别市场，积极主动地

开展前期市场研究和项目寻源工作。

以“走出去”战略为引领，为

了“走的更远，走的更好”，电建

海投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建立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互补互赢的市

场开发合作系统。同时加强同各国

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机构、科研

院所及利益相关方的合作，通过市

场机制、利益纽带、项目合作，优

势互补，资源整合，实现互利共赢。

目前，电建海投已基本形成覆盖

亚洲、非洲、拉美、中东等重点区域

的完整的市场开发网络，战略步骤推

进有序有力。今年以来，电建海投跟

踪的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正式中标，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火电站开工建设，

参股的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矿产投资项

目——华刚矿业世界级特大铜钴矿正

式投产，在“一带一路”写下了动人

的篇章。

文化融合——海投文化助力企业

扬帆远航

在海外投资兴业，既面临经济技

术的创新、经营管理的提升、企业品

牌的培育，也面临着思维的碰撞、观

念的转变、文化的融合。

针对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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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类”文化：即“海文化”“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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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文化”，倡导以大海之包容、

胸怀、视野经营企业、经营人生。电

建海投通过各种形式，吸收先进管理

经验与技术，积极吸收优秀人才，先

后组织各类招聘 161场次，采取公开

竞聘等方式选聘中层以上干部72人，

引进各高校毕业生及具有一定国际从

业经验人员 143 人，与 15 家国内外

知名设计、施工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构建了良好的“海外投资商业

生态圈”。

温暖、友爱、互助、团结，这是

员工对电建海投集体的体会。电建海

投倡导组建了 3个志愿服务海外员工

帮扶小组，已有60多名志愿者加入，

形成了“一对一、一对二”的结对帮

扶机制，及时了解海外员工需求，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让海外员工感受到

组织的温暖，

在南欧江流域公司，提起“海外

职工之家”，大家都津津乐道。各个

电站项目因地制宜，组建起“海外职

工之家”，并配备了健身器械、台球

桌、乒乓球案、卡拉 OK 等设施，定

期组织大量贴近中外员工、贴近项目

实际的文化活动，受到广大中外员工

的欢迎。

为确保海外员工的健康成长，电

建海投健全了相关制度，在职称评定、

业务培训、回国考试、评先选优、职

级晋升等方面为海外员工提供便利条

件和政策倾斜，为海外员工职业发展

提供保障和支持；在为海外员工购买

商业保险、组织健康体检的基础上，

各项目还建立了应急救援联系机制，

确保员工及亲属在海外得到及时医疗

救助，切实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新文化”建设，则是要激发员

工创造力，倡导工作创新，以创新作

为驱动力、助推器，加速推进海外投

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这主要体现在

“五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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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投资项目分处多国别、涉及

多专业，无论是施工技术、工艺流程

还是运营销售、市场拓展都面临许多

新挑战。为此，公司大力实施业务与

管理创新，着力推进创新价值化。公

司成立以来，柬埔寨甘再项目获得境

外工程“鲁班奖”，老挝南俄 5电站

获得“中国水电优质奖”；有 3项课

题获得中国水电科学技术进步奖、水

力发电科学技术奖；老挝钾盐项目获

得 2项技术专利；刚果（金）铜钴矿

项目获得 4项发明专利。 

电建海投构建了协同、公文、移

动办公、OA、HR、NC等多项信息系统，

建立了总部至老挝南欧江项目的海外

专线，成功搭建一体化信息平台；实

现了网络化、无纸化、远程化办公，

促进了信息共享和效率提升，为南欧

江项目建设提速助力。

海纳百川聚众志，投创未来建新

功。南欧江领域梯级电站项目，以其

独特的意义，辉煌的业绩，成为电建

海投迈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投

资公司征程中，书写下的又一辉煌篇

章。在国际投资市场的大潮中，电建

海投正扬帆起航，乘风破浪，驶向更

加光明灿烂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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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兴强  李媚

老挝深山里的“中国年”

“贴春联、送红包、看春晚、吃

年夜饭……”乍一看，这是地地道道、

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大年，可是它发生

在远离中国数千公里的老挝深山里，

就显得是那么温馨与珍贵。

春节期间，中国电建海投公司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为确保良好的运

营效益，电站的 40 多名职工，依然

要坚守在远离祖国和亲人的深山里。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

际，电站精心筹备的中国大年也拉

开了帷幕。

“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

花”。2月 6日，电站宿舍和办公室

的门上，贴起了喜庆的春联，挂起

了火红的类笼，一派喜气洋洋的节

日气氛。

大年三十，现场各岗亭执行安保

任务的老挝士兵，收到了电站总经理

一行送来的喜庆的红包、糖果和食物，

还有美好的新年祝福。附近的村民代

表，也被邀请来到电站做客，一同吃

年夜饭，切身感受中国新年的幸福和

温暖。

南俄5电站现场驻军生活条件极

为艰苦，除了国防部发放的少量粮饷，

大部分食物通过打猎、捕鱼等方式从

深山里获取。住宿环境也极为简陋，

节日期间该地区再次降温，电站及时

为驻军送来温暖，他们高兴地说：“中

国年，希望多过几次！！”。

电站坐落在老挝北部琅勃拉邦

省和川矿省交界的延绵不绝的大山深

处，为筹备好年夜饭，工作人员提前

半个月，来回四趟，驱车 4小时到附

近的川矿省采购食材，做到既美味可

口，又不铺张浪费。

除夕之夜，在春节晚会欢快的乐

曲声中，小小的食堂里热闹非凡，员

工们自己亲手包着饺子，厨师们宰杀

了营地里放养的猪羊，摘下自己种的

木瓜和香蕉，整治出一桌桌丰盛的年

夜饭，大家开心地围坐在一起，电站

领导为大家带来电建海投公司及海投

老挝公司的新春祝福，传达上级公司

对电站员工远离祖国、远离亲人的奉

献精神的充分肯定。大家一齐举箸，

杯光交错，共同品尝用心烹制的美味

佳肴，在谈笑间品味幸福，在彼此的

祝福中感受温暖。留守现场的员工唱

着跳着迎接新年的到来，当然，每个

人还收获了吉祥如意的大红包。

大年初一，一场别开生面的篮

球比赛开始了，年轻的电站员工生龙

活虎，挥洒着青春的激情。同时，拔

河比赛，乒乓球比赛，敲锣打鼓贺新

春等一大波文体活动吸引着职工，活

动中，场面热闹火爆，扣人心弦，高

潮不断，精彩纷呈，广大员工沉浸在

趣味活动的快乐之中。参赛选手默契

配合，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展现了

友谊、团结、和谐的精神风貌。大家

在这里用工作的坚守，用快乐的笑声，

体验着别样的“年味”，用积极向上

的心态，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温馨！

刘永强

来之不易的年夜饭 

随着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蒜茸西

兰花、酸辣土豆丝、红烧排骨和具有

尼泊尔当地特色的手抓芝士羊排、巴

萨鱼等一道道年味浓郁、色香味俱全

的美味菜肴摆满餐桌，年夜饭聚餐活

动按时开始，尼泊尔上马相迪项目公

司厨师漆勇如释重负，终于松了口气。

漆勇到尼泊尔工作已有 8 年时

间，2014 年，他来到电建海投尼泊

尔上马相迪项目公司担任职工食堂的

厨师兼负责人。

说起今年这顿来之不易的年夜

饭，他压力很大，原因还得从尼泊尔

全年的局势说起。

2015 年是尼泊尔多灾多难的一

年。4 月 25 日发生 8.1 级大地震，

中国至尼泊尔交通道路毁坏，中尼陆

路贸易彻底中断。祸不单行，地震的

创伤尚未愈合，9月下旬尼泊尔颁布

新宪法引发南部与印度接壤地区马德

西族抗议活动，随后印度以安全为由

非正式全面封锁尼泊尔，活活把尼泊

尔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至今

尚未解除封锁。

一个经济落后、能源极度匮乏、

生活物资完全依赖它国的内陆小国，

遭受如此天灾人祸，油荒、气荒、药

品荒各种物资危机骤然暴发并迅速蔓

延至尼泊尔全国各地。

受此影响，上马相迪项目公司职

工食堂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烧菜做

饭必不可少的中餐调味料一直断货，

液化气荒、蔬菜、食用油奇缺及电力

供应不足等问题接踵而来，导致食堂

的三餐供应受到严重影响。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项目公司

食堂采取改炉灶、用木柴替代液化气、

控制饭菜种类和数量等应急措施，才

勉强确保三餐供应。但中国人最为看

重的年夜饭，在漆勇眼里可不得有半

点含糊，它既要充足丰盛、色香味俱

全，还得有吉祥如意、幸福美满的寓

意，吃好了年夜饭就等于过好了年。

如何克服实实在在存在的困难，做出

一桌让项目公司、施工、监理、设计、

运维等各单位 50余名中方员工满意

的菜肴，着实愁坏了漆师傅。

为了这顿年夜饭，漆勇早在四个

月前就开始筹划。他认真观察市场行

情、关注口岸信息，在充分了解物资

供应状况，准确掌握能买到哪些食品

后，列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年夜饭菜

单，然后开始积攒中餐调味料。

凭借8年间在尼泊尔餐饮界建立

的广泛人脉，他趁项目公司同事回国

休假的机会，托人从国内一包一袋地

把调味料带到项目现场。接着，他开

始积攒液化气。禁运后液化气中断，

市场上偶尔会有少量高价劣质液化

气，但需要托关系预订，漆师傅前后

找了 10 余人，历时 2个多月买到了

7罐总装不到 30升的液化气。

有了液化气和调味料，剩下的

只剩食材原料了。他要求蔬菜供应

方——营地所在地妇女协会赶在除夕

前从尼泊尔南部蔬菜种植区进一批新

鲜蔬菜，同时进城买回肉禽蛋鱼，自

己还动手制作腊肉、卤鸭蛋、泡菜和

香肠等。

到农历腊月二十九上午，所有物

资都已准备到位，为保万无一失，漆

师傅特地申请公司为临时发电机加了

油，还为木柴灶备好了几捆柴，以应

对中途出现停电、液化气不够用等意

外情况。

凭借他前期充分的准备和出众

的手艺，为春节留守项目现场的员工

和家属献上了一份满意的年夜饭，为

项目公司 2016 年春节活动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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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增军

“简朴、热闹、温暖”，热闹喜

庆的中国猴年春节刚过，在远离祖国

的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中国

电建海投公司员工们回忆起这个别样

的春节，感触最大的就是这六个字。

春节期间，该电站项目员工弘扬“海

文化、暖文化、新文化”企业精神，

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新春活动，让春

节期间坚守在项目一线的电建员工，

度过了一个开心热闹，又难忘的中国

新年。

务实节俭迎新春

2 月 6 日（农历腊月 28 日），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参建

单位营地贴上了春联，挂上了灯笼，

喜庆洋洋，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在项目现场营地，中国电建集

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巴基

斯坦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蔡

斌，正带领着发电公司项目现场领导

班子、项目管理部领导，顶着烈日，

依次向山东电建三公司卡西姆项目

部、水电港航公司卡西姆项目部、水

电七局卡西姆项目部、水电十三局卡

西姆项目部、水电基础局卡西姆项目

部拜年，向兄弟单位送上最诚挚的祝

福和问候！

发电公司对各集团成员企业以

大局为重，舍小家顾大家，虽然远离

祖国和亲人，但在发电公司的领导

下，攻坚克难，在异国他乡挥洒汗水，

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努力，确保了卡西

姆港项目 2015 年度安全、质量、进

度等各项目标的全面实现，对大家在

过去一年中对发电公司的大力支持和

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对在新年来临之

际依然在工地拼搏的广大职工及家属

表示慰问。

在业主营地会议室，发电公司

“春节说吧”正在进行中，随着相机

视频模式的开启，大家静静地、饱含

深情地说着心声、说着祝福、说着

工作、说着生活、说着期盼。千言万

语汇成一句话：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祝福中国电建蒸蒸日上！祝福亲

人朋友健康平安！人在海外，让思念

先回家。

幸福有爱一家人

2月 7日是农历除夕，骄阳高照、

微风和煦，发电公司组织拍全家福，

包饺子，准备年夜饭。

当地时间 17:00 起，“家人”欢

聚一堂，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津津

有味地观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时不

时地被晚会传递的正能量感动、振

奋。当听到春晚主持人念到巴基斯坦

驻华大使馆向祖国人民拜年时，全场

立刻想起了长久的掌声和欢呼声。项

目巴方员工也被热闹、喜庆的气氛所

感染，齐声高呼“中巴友谊万岁”！

吃着年夜饭、看着春晚，相互送上新

春的祝福，我们是幸福有爱一家人。

红红火火过大年

大年初一，拔河比赛拉开了帷

幕。赛场上，项目部员工拧成一股绳，

劲往一处使，对战双方你来我往，相

持不下，比拼的是团结。踢毽子赛场

上，毽子灵巧轻盈舞动，喝彩声此起

彼伏。跳绳比赛，绳子上下翻飞，快

速闪动。比拼的是速度。乒乓球比赛

参赛人数最多，也最激烈，专业的、

业余的，大家热情高涨，赛出了友谊，

赛出了水平。

2月 9日（农历大年初二）发电

公司分别与山东电建三公司卡西姆项

目部、水电十三局卡西姆项目部进行

了篮球、足球友谊赛。赛场上，双方

队长排兵布阵，队员你追我赶，动作

迅速，比拼的是协作。队员们精彩的

表现，赢得场外观众的阵阵掌声，也

赢得了友谊，增进了交流。

2016 年卡西姆港燃煤电站的

春节，深深的印在每位员工的记

忆中。

阿拉伯海岸的幸福暖年

阿曼、马进、迪诺和卡拉布，是

在卡西姆电站营地食堂工作的四位巴

基斯坦人，他们到这儿工作不过短短

几个月的时间，但却很快融入了电建

海投这个大家庭，他们在这里开心地

工作，跟着中国师傅学习手艺，憧憬

并编织着未来生活的美好梦想。

胖乎乎的阿曼今年 29岁，在四

人中年龄最大，脸上肉嘟嘟地闪着亮

光，鼻子下面是整整齐齐的小胡子，

一派“大厨”风范。不过说起手艺来

却十分惭愧，虽然十分努力，现在还

不能独立炒菜，只能作一些帮厨的工

作。但是阿曼十分勤快，学习刻苦，

刀功日渐长进。别人在休息时，他仍

在厨房里转来转去，这里擦擦，那里

洗洗，主动搞好卫生。维修也是阿曼

的特长，哪里水龙头坏了，下水堵了，

一般都是他拿来工具，一阵忙前忙

后，手到病除。

阿曼也是他们中间唯一结婚生

子的，算是“老大哥”。他18岁结婚，

现在已经有了 2个儿子，一个女儿。

严格地说应该是四个，因为老婆又已

经怀孕四个月了。阿曼的家就在卡西

姆港区附近的村庄，以前他在附近的

一家酒店做清洁工，慢慢成为房间服

务员、清洁工的管理员，可是收入依

然很少，10 岁的大女儿只好缀学。

但让阿曼高兴地是，来到中国公司后

收入明显提高了，就在上周，他的大

女儿又高高兴兴地返回校园。

24 岁的马进家在巴基斯坦的第

一大城市——卡拉奇市，虽然还没有

结婚，但是已经有了女朋友。马进说，

以前他也是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可

是在那里不管工作多长时间，哪怕是

十年二十年，一般还是服务员，职务

晋升的机会很少。来到中国公司，能

学到很多手艺，以后跳槽也会很容易。

他很渴望中国师傅多教他一点烹饪技

术。但他也很害羞地说，师傅总是嫌

他干活太慢了，学习技术往往半天不

得要领。

马进的女朋友是家庭教师。她

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教亲戚朋友的小

孩，这些就不好意思收取费用，所以

收入也很少。马进指指小拇指上的戒

指，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订婚了，但是

因为家庭的原因，可能要两年后才能

结婚。马进说他身边的朋友，也有一

些去了迪拜打工，但是半年多才能回

一次家，现在他在中国公司工作，收

入也很可观，眼下努力攒钱，将来在

卡拉奇盖一座好一点的房子。

迪诺和卡拉布是兄弟俩，同父

异母。迪诺19岁，比卡拉布大一岁，

是哥哥。卡拉布长长的头发，浓浓的

络腮胡子。但迪诺脸上的胡子却刮的

很干净，显得十分清爽。他们从十几

岁便在农场主的麦田里干农活，只有

吃的，没有工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

会，迪诺来到了中国公司当帮厨，他

看到在这儿不仅住的好，吃的好，收

入也高，就赶紧把弟弟卡拉布叫来了。

电建海投项目公司领导对四位

“洋厨子”在生活上十分关照。不仅

住宿方面一视同仁，安排他们住中方

员工同样的宿舍，而且宿舍里电视机、

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一应俱全。

迪诺和卡拉布以前一直住在简陋的棚

房里，他们十分知足，说现在感觉像

天堂一样。为了照顾有家的阿曼和有

女朋友的马进，项目公司还破例允许

他们每隔一天，下午可以回家一次。

在卡西姆电站项目，像阿曼这样

的巴籍员工，还有 1400 多名，辛勤

地工作在司机、翻译、保安，以及工

程管理等各类岗位上。在中国电建这

个大家庭里，他们像每一位电建员工

一样，认真地工作，开心地生活，描

绘着自己幸福而美好的未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在遥远的阿拉伯海海岸巴基斯坦

卡拉奇港区，中国电建海投公司投

资建设的卡西姆电站营地，每天

早晨和下班后，职工们都能在食

堂里享受到可口又美味的中国餐。

大家说，能吃上这样的美餐，离

不开几位巴基斯坦的“洋厨子”！

耿兴强

卡西姆电站的
“洋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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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    韩国芬

就是凭着这样一股从不服输的“强

劲”，一个个困难在他面前迎刃而

解，每次总能够不负重望，交上一

份完美的答卷。

2010年3月，老挝南俄５水电站

面临工期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他临危

受命整日盯在施工一线，通宵达旦与参

建单位一起剖析问题症结，引水隧道地

质条件恶劣，坍塌渗水严重，是制约工

程进度的关键，他踏着齐踝深的泥泞，

深入到掌子面摸清情况，制定了“短进

尺、强支撑、强观测”的施工方案，针

对管理薄弱环节，强化现场管控，提前

一个月实现发电目标，并顺利获得COD

商业运行证书，南俄5水电站也荣获了

2013年中国电建集团优质工程奖。老

挝政府副总理称赞说“中国电建是值

得信赖的企业！”

2013 年 8 月，老挝南欧江流域

遭受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最大洪峰达

到 6246 立方米每秒，他昼夜守在现

场，亲自指挥各梯级电站抗洪，当时

最大的那次洪峰就在距他不到一米的

脚下通过，面对滔滔洪水，他沉着冷

静，运筹帷幄，最终战胜了百年一遇

特大洪水，老挝政府官员钦佩地说“中

国人了不起！”

工地上的“拼命三郎”

每到一个新项目，蔡斌总是不停

地穿梭各施工厂队之间，了解施工、

物资、设备情况，了解地质情况及人

文环境，尽快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查

看现场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

一个水电人的担当与奉献

1985 年大学毕业后 , 蔡斌毅然

投入水电一线建设，从此他的命运就

与水电事业紧紧相连。从中国二滩水

电站到老挝南欧江全流域开发，从

水电领域到火电领域，从 EPC工程到

BOT项目管理，30年的历练，他从一

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有着丰富工程承

包与投资管理经验，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优秀复合型人才，出色完成

了一项又一项急难险重任务 ,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得到了

大家的肯定和认可，先后被授予“中

国电力楷模”提名奖和中国电建集团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项目经理、海投

公司劳动模范等荣誉。

勇挑重担 , 危难时刻显身手

哪里有困难，哪里最艰苦，哪里

就有他的身影。凡是有急难险重任务，

领导总是第一个想到他。“办法总比

困难多”，他总是这样想。在困难面

前从不退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记中国电力楷模提名奖获得者蔡斌

术、质量、安全管控也不难，难的是

培养一支经验丰富、掌握对国际项目

运营知识、能力互补的团队。他始终

注重团队建设，特别重视年青人的培

养和锻炼。蔡斌最喜欢和年轻人打交

道，流域公司的年轻人他都熟悉，一

有空就和他们谈心，通过结对进行培

养，使年轻人早日成才。他说“企业

的明天是年轻人的，我们这些人要做

好他们的引路人、垫脚石。”

我是水电人，前辈们也是这样做的

30年如一日，长年从事海外施工，

他不仅要适应艰苦环境，承担各种工

作压力，更要承受长期远离亲人的孤

独与寂寞，一年 365 天只有 30多天

能与家人团聚。聚少离多，他无法照

顾年迈的父母，不能陪伴生病的妻子，

无法教育指导成长中的孩子，对家人

的愧疚他只能埋藏在心底。谈起这些，

蔡斌眼角有些湿润，说“我是水电人，

前辈们也是这样做的！”由于长期劳

累，身心疲惫，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工

作强度，使他患上了高血压等疾病，

血压高时经常眼睛充血，药物成了陪

他辗转战场最亲密的伙伴。

2015年5月，他又接受新的任务，

奔赴“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能源

项目——中国电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

燃煤应急电站建设。即将踏上新的征

程，接受新的挑战！

为了热爱的水电事业他倾注了

自己的全部心血，马来西亚巴贡水电

站有他奋斗的足迹，老挝南欧江畔有

他忙碌的身影，一座座电站就是一座

座丰碑，记录着他成长的艰辛历程；

他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着中国电

建人“走出去”的征程史，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着“自强不息，勇于超

越”的企业精神。

措施和办法，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施

工方案，不舍昼夜，忘我工作，同事

都戏称他是工地上的“拼命三郎”。

2013 年，他既要负责南俄５电

站项目建设，又要负责南欧江流域 3

个梯级电站项目融资、征地移民、环

境保护、项目建设等任务，工作跨度

大，涉及问题多，需协调的单位多，

工作异常艰辛，工作负荷空前繁重。

特别是项目建设、移民征地等需与老

挝当地中央、省、县、村各级政府进

行沟通协调，加之各级电站坝型结构

不同，地质条件差异大，施工条件复

杂，其工作难度之大、工作强度之高

可想而知。

南欧江流域一期项目的 3 个电

站，分布在老挝 2省 6县，陆路往返

约 900公里。他经常驱车数百公里在

几个工地往返奔波，采取“走动式管

理”、不定时蹲点督导的方式，随时

到各梯级电站检查、督导，累了就在

车上眯会儿。也正是凭着他这股“拼

劲”，南欧江一期项目面临道路不畅、

地质变形、洪水泛滥、洞口塌方等诸

多困难的情况下，二、五、六级电站

均按期完成大江截流等节点目标。

严格的“黑脸蔡”

“黑脸蔡！”是蔡斌在工地的外

号。记得在巴贡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

石坝填筑时，填筑大坝已碾压完成的

石料中混有较多泥土，他发现后要求

挖除重填。施工方领导求情，说对工

程影响不大，挖除重填肯定会影响工

期。蔡斌黑着脸说“我不解释了，就

四个字，挖除重填！”但凡“黑脸蔡”

所在的工地，没有人敢在工程质量方

面讲价钱、搞猫腻。因为，不知何时

“黑脸蔡”又会不声不响地“降临”

现场。

“认真能把事做对，用心才能把

事做好”是蔡斌常说的一句话。工作

中，他总是事先摸清每个环节，关注

每一个细节，精心策划每一个步骤，

力争每项工作都做到心中有数，都在

自己的“手心掌握之中”。

在管理中探索创新

自 1996 年从事海外业务以来，

蔡斌先后负责尼泊尔波迪科西水电

站、叙利亚迪什林水电站、马来西亚

巴贡水电站、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项目等

10 余个大型国际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的建设及管理，总装机容量近 1000

万千瓦。

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是中

国公司在老挝取得的第一个整条流域

开发权项目。蔡斌带领南欧江流域公

司管理团队开创了集投融资、设计、

施工、监理“四位一体”的开发模式，

协同参建的近 10家单位，充分发挥

集团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促进集团

产业链向价值链转变。

在南欧江流域公司管理中，他探

索出“1+2+3”走动式管理模式，即

围绕现场管控这一重点，采取流域公

司月度监管和监理、设计、施工单位

日常管控相结合；把握深入施工现场、

与参建四方交流、与项目部员工座谈

三个重要环节，强化现场管控和项目

精细化管理，实现了对二、五、六级

电站建设情况的全面梳理和把控，有

效推动了各节点目标的顺利实现。

甘做年轻人的引路人、垫脚石

作为一名有 20年海外施工经验

的老国际，蔡斌认为从事国际工程业

务，设备、物资等硬件不难，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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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宣言

财务资金部-石嵩

- 面朝太阳，阳光就会洒

在脸上。

运营管理部-周愫愫

- 希望我和海投可以像向
日葵一样迎着阳光并肩成
长，共同迎接新的挑战。

人力资源部-廖碧婵

- 青春就是给我一个机会，
还你一个奇迹。

中国电建海投公司“每月之星”中国电建海投公司“每月之星”

张莽，男，1989 年 1 月出生，老挝南欧

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梯调中

心员工。主要负责流域公司生产调度及水

库调度的相关工作。

该同志负责收集编制了南欧江二、五、

六级水电站 2016 年发电计划及并分解成

月计划和周计划；配合昆明设计院水情中

心初步完成了南欧江二级和五级电站水库库容一次校核工作；

完成了南欧江二级电站 2号机组调试工作；与 EDL、各电站中

控室紧密联系，保持与南欧江二期项目信息共享，确保梯级

电站在发电期间二期项目的工程测量和施工安全。

希苏巴 Shisupal Chhetree，男，

1965 年 9月出生，尼泊尔籍员工，

现任中国水电—萨格玛塔电力有限

公司商务合同部副经理，负责项目

132KV 输电线路现场勘察工作的统

筹协调工作。

该同志作为一名当地员工，能

够熟练运用中、英、尼三国语言，在项目公司与尼国家

电力公司、河北院、尼 EMES 地质勘探公司等各方关系协

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32KV 线路勘察中，每日奔走沿线 20多公里，始

终与勘测队伍一起摸爬滚打在现场，多次成功化解村民

阻工问题，确保了132KV输电线路勘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投资四部

-何时有

- 如果想探索新
的大洋，就必须
有离开海岸的勇
气！

建设管理部

-武夏宁

卡西姆 - 少年不
识寸光阴，爱上
自由；爱上自由，
为 求 快 乐 任 逍
游。而今识得寸
光阴，欲思还休；
欲思还休，却念
只争朝夕求。君
自言，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党委工作部

-杜菲

- 我相信：聪明
出于勤奋，天才
在于积累。作为
一名青年员工，
我 应 当 不 断 学
习！

机电物资部

-张博雅

- 每一天
都有收获。

审计监察部 /纪委办公室

-何志权

- 一年多光阴在人一生中，如白驹过隙般绝尘而去，还没来
得及停留便已消逝。但在海投的这一年多，我经常会感慨，
在这样平台里成长，太值得庆幸！

技术安全部

-许春地

- 与海投的成长
过程中，让我更
多的学会了勇敢
和担当，愿我们
海 投 的 大 家 庭
中，到处充满爱。

南欧江流域

发电公司

-黄晶

- 我，
在路上；
梦，
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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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南欧江流域公司给县里解决了

一个大难题！”

自从“助力老挝移民生计发展

系列活动”第一次成功开展以来，南

欧江流域公司在水电基础局和琅勃拉

邦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已在教育资源供给、行政能力建设、

办公条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

方面开展了捐资捐赠活动，这次共同

购置了常用药品、基础医疗器材、急

救医药箱等在内的40余种医疗用品，

积极为移民新村基础医疗事业助资献

力。“情系南欧江，筑梦新家园”，

此次捐助活动进一步促进南欧江流域

公司属地化、本土化发展，树立了中

国电建海投的良好形象。

2016 年 1月 19 日，由老挝政府组织

的“中老学生手拉手，共建友谊桥”交流

活动在老挝首都万象中老农冰村小学举

行，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应邀参加。上

午，农冰村小学师生列队为应邀嘉宾举行

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的交流活动中，

老挝水泥公司代表向农冰村小学师生捐助

了印有水泥公司 LOGO 和宣传词的新年台

历、笔记薄、环保手提袋等物资，通过交

流活动，展现了老挝水泥公司“为社会担

责任”的发展理念。 李子未

黄晶

2016 年 1 月 5 日 , 印有“中国

电建”标识的车辆载着满满的新年礼

物，再一次驶进了南欧江二级电站移

民新村 ,向移民新村送去一批常用药

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材，并送上新年慰

问，帮助这个大村落解决了医疗资源

匮乏、医疗条件差等问题。

孟威县副县长紧紧握着流域公

司领导的手说：“十分感谢中国电

建南欧江项目公司给村医务所配置

药品和医疗器材，由于县里资金紧

张，村里的医疗条件始终没能改善，

老挝水泥公司向中老农冰村小学捐助物资

南欧江流域公司向移民新村捐助医用物品

韩忠艺  张新丽

李媚

南俄 5 公司组织“衣暖人心、旧衣捐赠”活动

华刚矿业在刚果（金）开展捐赠助学和义诊服务

2015 年 12 月 30 日，老挝

南俄5发电有限公司开展“衣暖

人心、旧衣捐赠”活动，组织青

年员工将收集、整理、并消毒的

旧衣物捐献给位于大山深处的

南汀村村民。村长代表村民对南

俄 5公司的爱心帮扶感谢。

南汀村位于南俄 5 大坝下

游，是普昆县最贫困的村庄，

坐落在大山深处，2013 年村庄

近日，中刚合资的华刚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又向毗邻矿区的刚果

（金）科卢韦齐圣玛利亚小学和杜

赛伊迪安娜中学开展捐赠助学和义

诊服务，受到了上千师生的热烈欢

迎和感谢，被科卢韦齐市政府称赞

为刚果（金）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典范。

2015 年 10 月 2日上午，华刚矿

业一行代表企业向科卢韦齐两所学

校共捐赠书包 200个、足球衣50套、

足球 20 个、跳绳 200 根。同时，还

率 6 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为这

两所学校的百余名名师生进行了体

检义诊服务，发放治疗、预防药品

10 余种共计 200 余盒。

作为中刚友谊的桥梁和载体，华

刚矿业始终积极履行“为中华争光、 

为刚果造福”的企业使命。随着矿业

项目的投产，华刚矿业将建设成果和

当地人民共享、和矿区附近居民共享，

多次开展各种社会公益和捐赠捐助活

动，保持了良好的社区环境，为华刚

矿业顺利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

才开始供电，人口不到 600 人，村

民大多以种植玉米、打猎、捕鱼及

放养畜类为生，衣服大多残旧不堪，

一件整洁完好的衣服对他们来说便

是奢侈品。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南俄

5公司组织青年员工将旧衣物清洗消

毒捐献给当地需要的人们，尽绵薄之

力，帮助老挝贫困山区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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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瑞铁先生说：“由于苗圃园地边

上的贡布河水为海水，不宜用于种苗

浇灌，我们单独设计了一套淡水喷灌

系统，水源来自饮用水源将军沟。同

时，我们会派车去拉将军沟河床的淤

泥，作为苗木成长的肥料。与化肥相

比，使用有机肥料不仅生态，而且比

较便宜。”

苗圃园地的建设仅仅只是甘再

项目公司环保责任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结合环保建设，甘再项目公

司还组织了环保宣传、植树、水库鱼

苗放养等活动。保护了地区生态环境，

提升了中国电建在柬埔寨地方及民众

的形象。 杨才

甘再项目公司全力打造绿色生态电站区域

林木种苗是植树造林的前提和保

证，林木种苗质量直接关系到环保成

效。随着甘再项目公司落实运行期环

保社会责任项目的开展，柬埔寨王国

贡布省环保厅根据项目公司的社会环

境实施规划的要求，开辟了林木种苗

的培育园地，并做好苗圃种苗培育，

细心地抓好旱季种苗看护。目前，甘

再水电站贡布苗圃园地已达到 2500

平方米。

“我们要打造一个绿色生态电

站区域。”甘再项目公司总经理晏洪

伟指着贡布河边的苗圃对贡布省环保

厅长瑞铁先生说。

从贡布省省城新的跨河大桥左转，

驱车沿贡布河行驶约5分钟车程，印入

眼帘的是50米见方的一块园地：道路

左侧延伸至河边，一株株种苗正在茁壮

成长，科学的喷灌系统正在不时为种苗

浇灌，到处都被绿色覆盖，种苗约上万

株，种苗的培育为今后的植树活动提供

了优质保障。自2015年以来，甘再项

目公司已经完成种树1600株，考虑到

后期环保计划项目中植树的要求，借鉴

贡布省环保厅在珍稀树种树苗培养方面

的经验，共同建苗圃园地培育优质珍稀

种苗，供运行期种植。

这个苗圃在培育过程中注重环

保，只使用有机肥料，避免使用化肥

对土壤造成污染保护苗圃园地生态环

阿列格：在中国电建的幸福生活

在美丽的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

有一位英俊帅气的小伙，他个子不高，

敦厚结实，黝黑的脸庞线条俊朗，略

带笑意的大眼睛透着真诚。他就是电

建海投南欧江流域公司的老挝籍员工

阿列格。

阿列格来到中国电建工作，缘于

一次偶然的机会。2013 年，中国电

建投资建设南欧江梯级电站，一期工

程二级电站的移民工作正进入最繁忙

的阶段。有一次，中方移民工作人员

在移民村学校搞实物指标调查，由于

翻译有事请假了，汉语和老挝语沟通

起来十分困难，只能采用打手势，画

图等多种方法，急得工作人员直跺脚。

这时，阿列格走了过来，他用流

利的英语问中方人员能不能讲英语，

他可以将英语翻译成老语。中方员工

的英语还算可以，于是阿列格就把中

方的英语，翻译成老语给村民。没想

到，因为阿列格是当地人，村民们也

比较信任他，经过他的翻译传达，村

民们对协议的内容清晰明了。经过一

番努力，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感谢之余，中方人员仔细观察

了一下阿列格，看到他热情活泼，聪

明机灵，就邀请他到南欧江二级电站

工作。中国公司在当地声誉很好，特

别是外籍员工的收入与当地相比要高一

些。所以阿列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耿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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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促使公司和村民达成一致意见。

村民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他也及时反

馈给公司责任部门，采取措施，及时

处理，维护好公司的利益。

阿列格性格率真，真诚坦荡。所

以很快他就有了不少的“中国哥们”。

他们在一起快乐共事，开心的生活。

休息时间，“中国哥们”会教他几招

乒乓球，他苦练许久，依然没有招架

之功。但是，到了老挝国球——籐球

的场地上时，则成了阿列格表演的舞

台。此外，他也喜欢上了中国餐，川

味的“酸菜鱼”是他的最爱。

一次午饭后，大家一起在二级

电站营地绿草如茵的小径上散步。

阿列格动情地对记者说：“在中国

电建公司上班，不仅提高了收入，

更受到了尊重，在村子里也受到人

们的羡慕。工作开心，家庭幸福，

心情愉快，这就是我现在拥有的，

也是最想要的生活！”

是啊，中国和老挝员工虽然国别

不同，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追求，

却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梦想，共同的幸

福。从电站采访回来数月以后，那个

午后走过的小径，以及小径边苍翠杉

上撒下的斑驳阳光，还有阿列格快乐

开心的笑声，还时常地在记者脑海中

闪现。

成为了中国电建南欧江二级电站的一

名翻译。

阿列格家就在二级电站附近的

哈克村，女儿 3岁，聪明可爱。小时

候阿列格家庭贫困，父母迫不得已把

他送到寺庙里生活，当时刚满 10岁

的阿列格，每天跟着大和尚天不亮就

出去布施，回来后要打扫寺庙卫生。

他勤奋聪明，虚心好学，几年后不仅

能熟读经文，还自学了英语，掌握了

文化知识。

这段经历让阿列格养成了勤奋

好学的习惯。在工作上，阿列格永

远只有“OK”二字。阿列格的劳动

协议中规定周末休息，老挝人在作

息时间上特别较真，但阿列格却不

一样，他看到中国员工周末经常加

班，便每次周五下班前，总是问上

一句：“领导，明天有工作不？有了，

就给我打电话”。有时周末真的需

要他协助，便给他打个电话，阿列

格随叫随到，毫无怨言，而且从来

不提加班薪酬的事。

阿列格有个漂亮的老婆，同事

们也经常拿这个打趣他，他总是不

好意思地笑笑。他们一家感情很好，

幸福美满。阿列格业余时间从不闲

着，上山干农活，下河捕鱼补贴家

用、洗衣做饭，样样都行。移民村

建好以后，阿列格和库区的村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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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

格和老婆一起，把家里整理的干干

净净，整齐而又温馨。

时间长了，中方员工也学习会了

一些简单的老挝文，但发音不准确，

可是阿列格很有心，他一方面纠正大

家的发音，给大家当起了老语教师；

一方面他也熟悉了中国同事带有地方

特色的“中式老语”，交流起来十分

默契。

作为翻译，阿列格需要全程参与

库区移民工作。库区工作非常艰苦，

交通不便，工作一忙晚上常常住在村

子里。村子里没有通电，天黑睡觉，

天亮干活，常常几天连续工作，活泼

好玩的阿列格都忍受下来。村庄里食

物匮乏，往往是在村民家里，一团糯

米饭，几只鲜辣椒就是一餐，有时还

需要把这样的饭带到山上作为午餐。

征地移民工作，涉及到村民财产

清点和各种补偿合同的谈判，每一个

环节都关系到公司和村民切身利益。

作为一个老挝人，阿列格却能很好地

扮演翻译角色，坚持公平公正，不参

与意见。有时耐心地把公司意见和补

偿政策向村民进行说明，做村民思想

南欧江的 “移民官”

初识沈辉，黝黑的皮肤、流利

的老挝语以及和移民打成一片的热

乎劲儿，让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一

位地道的老挝人。

然而，这位大名鼎鼎的“移民官” 

却是地道的河南人，从 2013 年起， 

沈辉就开始负责南欧江项目的移民

工作，天天泡在村子里，时间久了，

早已和移民亲似一家。

和国内水利水电移民安置工程

相比，老挝的移民安置工作没有政府

牵头协调，全靠企业自己同移民沟通

交流，对于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

的两个国度来说，移民工作难度可想

而知。

“我的老语就是被‘逼’出来的。

和村民打交道的头半年时间里， 还

需要翻译帮助沟通，我不断边听边学

边说，很快就能自己单独出马了。” 

沈辉掏出兜里的手机，“我学的是英

语专业，对学习语言很有兴趣。这不， 

就是再忙，每晚都要抽出一段时间来

背老语单词。”沈辉给记者翻看手机

里的老语字典，并十分熟练地介绍老

语的一些基本语法和发音特点。

沈辉笑称自己面相和善讨喜， 

深受老挝人民喜爱，“作为‘移民官’， 

我深深感到唯有真正站在移民的角

度为他们考虑，推心置腹地关心他们

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村民的信赖和

支持。由此一来，移民工作也就越做

越顺利。”

据沈辉介绍，南欧江“一库七级” 

电站共涉及 21 个村、约 3000 余人

的移民安置，其中有 4个较大的村，

涉及到 136 户人家。移民安置工程

建成 8 个集中的移民新村及配套设

施，搬迁或自主安置移民1100余户，

捐赠家具近 10余批次。在建站之前，

村与村之间的通行只能靠水运，村民

走村串寨动辄满脚泥泞。而建站修路

将这些分散的村寨连在一起，并连接

到老挝南北大动脉的 13 号公路，解

决了村寨之间以及出行的交通难题。

此外，中国电建还向熟悉当地情况的

村民代表征求意见，在每个电站最方

《中国能源报》记者    傅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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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电，仅有一些家庭购置了小型发

电机或太阳能发电板，但这些供电设

备仅能维持简单的照明。“我们期盼

水电站发电之后能送电过来，我们就

能用上电视机、电冰箱等现代化家

电。将来有可能，我们还希望能利用

当地的优势发展旅游业，进一步致

富。”

哈克村老村长的希望有所不同， 

因移民安置享受现代便捷生活的同

时，老村长希望往后告别农活，从事

饲养业。的确，一些从事养殖业的村

民因交通便捷后，尝到了生意兴隆的

甜头。这位曾经和沈辉有过争议的老

村长，在相处中逐渐认可了沈辉和中

国企业的作为，每每家中做上好吃的

饭菜时，都要打电话邀请沈辉来做

客。他还特地告诉记者：“以前我们

喝的水没有任何净化处理，不干净， 

中国企业帮助我们筑道引泉水进村， 

让我们喝上了放心水。

稻田是村民的命根子。2012 年 

7 月，哈克村的潘通等几户人家就为

了稻田的事愁眉不展。根据早期的

设计，二级电站的下游右岸，有一片 

100 多亩的稻田，因为位置和平整度

都非常理想，计划征用建设营地。在

现场考察后，发现这片稻田关系到多

户村民的生计，中国电建海投决定完

整保留这片稻田，将二级电站的营地

选择到附近的半山腰上。

这个消息让潘通他们足足高兴

了好几天。让他们高兴的，还远远不

止这些，项目部考虑到稻田灌溉困

难，又专门修建了一条一公里长的引

水渠，让这片稻田实现了旱涝保收。

收成有了保障，减少了村民上山打猎

伐木，使电站库区动植物得到了有效

保护。

在哈克村，我们还看到了在南

欧江项目上工作的老挝人——艾里

克。艾里克曾是小学教师，现在在电

站项目上工作。“这是个人人羡慕的

工作。”艾里克告诉记者，“像我这

样的老挝籍员工还有很多，约占流域

公司的 43%， 在商务管理、 财务管

理、政府协调、移民外联、 翻译、

司机等岗位，我们可是一把好手。”

离开哈克村的时候，记者看见

一块刻有中老两国国旗和“中老人民

友好象征” 字样的石碑，立在了哈

克村和哈庞村合并建设的移民新村

村口。“老挝人民正是用他们的朴

实乐观赢得了我们的尊重； 同样中

国企业的真诚尽责也打动了他们。” 

沈辉对记者说。

便村民使用的地方建了码头。南欧江

一期项目自 2011 年筹建以来，为当

地共新建、改扩建公路约 250公里，

修建大桥 10余座，路涵 10余座。

从南欧江二级电站出发，我们

的采访车沿着笔直平坦的公路来到

移民村之一的帕景村。一路上，紧邻

移民村边上的居民房，多用竹片、茅

草、木板搭建而成，十分简陋，和移

民村颜色明朗亮丽、坚固耐用的二层

楼房形成鲜明对比。

初到帕景村，立刻感觉到沈辉

的魅力 “不是盖的”，村中遇见的

男女老幼皆热情地同他打招呼，如同

长期在一起生活的同村老熟人。

村门口便是一家村民利用自家 

“别墅”一层开的小门脸儿，店主见

沈辉来了，探出头来热情地对我们说 

“sabaidee（你好）”，沈辉看见几

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围了上来，很自然

地抱起其中一个小女孩，从小店里买

了糖果招呼孩子们来吃。

往里走，有几个妇女在房檐下

边聊家常边用织布机织布，基础设施

的升级突破了交通障碍，蓄水后的南

欧江也为移民村带来了更多的游人。

妇女们向记者介绍，“以前织布多

为自给自足，现在来参观旅游的人多

了， 织出的布还能当作工艺品出售。”

在沈辉和翻译的帮助下，帕景

村的村长苏玛尼向记者表达了搬迁

新居的喜悦。“中国企业修建水电

站之后，村里的交通、住房、办公、 

学校、市场、卫生健康中心等条件都

有了很大改善，并为孩子们捐赠了课

桌、椅凳、档案柜等教学用具，还专

门修建了寺庙和焚化台。原来靠船运

的村村互通，现在有了笔直平坦的公

路；住进了移民安置房，告别了‘屋

外大雨、屋里小雨’的尴尬。”

苏玛尼还告诉记者，以往村里

耿兴强

老挝南欧江梯级电站库区行

十一月末，北京已渐入深冬，老

挝的琅勃拉邦却依旧是炎炎夏日，温

度虽高，但山风习习，却也十分惬意。

正值南欧江梯级电站首台机组发电之

际，我们陪同记者一行来到南欧江，

在见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时刻的同时，

也有幸领略了二级电站的库区美景。 

清晨一早，我们便从二级电站乘

车，沿 13号公路北上约 60公里，去

往琅勃拉邦省的孟威县。这个季节的

拉邦山区，早晨通常大雾弥漫。公路

两侧青山如画，隐约在如烟的晨雾里，

山上植被丰富，郁郁葱葱，偶有参天

大树，在整齐的山林中突兀而出，如

鹤立鸡群，气势非凡，无数青藤缠绕

其上，与树干浑然一体。

一路走去，公路一侧是山壁，时

而如刀削般奇峻，时而如山坡草地般

圆润。另一侧，透过民房与山林的间

隙，远远望去，隐约可见南欧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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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后的南欧江江面平静，粼粼的微

波泛着太阳的光芒，在行驶的间或空

隙中一闪而过。心中无数次的涌出停

车一饱眼福的念头。因为时间原因，

只得作罢。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渐渐进

入孟威境内，两侧的山势突然险峻高

大起来。同行的同事指着远处的小桥

对我们说：“快看，到了”。说话间，

面包车已驶上大桥。这是一座横跨南

欧江的石制拱桥，开阔的江面在两侧

山峰的掩映下，缓缓地从桥底穿过，

从北向南流淌。水面呈现山峰一样的

深绿色，让终日习惯了电子屏幕的眼

睛，像释放了压力的弹簧，一下自由

轻松的无所适从。

过桥后，车停在桥边。我们下车，

新鲜清冽、带着浓浓草木味的空气扑

面而来，从鼻孔一下直沁到肺，舒爽

的感觉无与伦比。几个蓝眼睛、大鼻

子、黄头发的法国人背着硕大的背包，

穿着舒适宽松的背心和短裤，足蹬厚

重的登山鞋，有说有笑、朝气蓬勃地

从桥上走过。

站在桥上，向南欧江望去，平静

的江面波澜不惊，在山间穿行数十里

后，拐了一个大弯，倏然隐在青山之

后。桥下是船钨，工作人员还未上班，

数条大小不一的长条木船静泊岸边。

完成采访任务后，我们回到桥下

船坞，准备乘船回程。在一个小商店

门口等候时，商店女主人面带善意的

笑容，邀请我们进去坐下休息，内心

瞬间被温暖。片刻之后，租到了一条

漆成蓝色的带篷小船，约有两米宽，

八九米长，可坐数十人。

船主人健步提来一大桶红色的

汽油。加油后，马达声轰然而起。我

们沿南欧江顺流而下。水面洁净如洗，

绿色的江面，映着蓝色天空上朵朵白

云。船快速地向前开去，两侧水波向

远处荡漾，蓝天与白云的倒影，在起

伏的水波上摇晃、变形，然后随着水

面的平静，重新完整地拼接在一起，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般，不着一

点痕迹。

船至中程，速度也渐渐快了起

来。不一会，两侧险峻的山峰被抛在

了身后，取而代之的是富有层次感的

小山峦。近处靠近江面的小山壁上，

丛生着粗大的榕树，密密的树根深深

地扎进山岩，也有许多向江里生长，

使江水、山岩、树根、灌木融为一体，

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山坡上偶有民

房，红色的房顶点缀在绿树丛中，呈

“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势，十分醒目。

电站蓄水之后，水位上升，江面

变得十分开阔。向远处看去，江水弯

弯地伸向地平线，近处青山下的绿色

水面，在远处变成了天空的蔚蓝色。

江边的小山峰在蓝色的画布上，呈现

出圆润的线条，山顶飘着朵朵白云。

山峰与白云的倒影，一起投在江面，

像一幅色块明亮而又纯净的水彩画。

间或有小船迎面驶来，长长的船

身疾速前行，身后拖曳出一道长长的

白色水花，像一条漂亮的狐尾。船上

载满装着稻谷的口袋，把船身压的很

低，几乎与水面平齐。自电站蓄水以

来，梯级电站间的通航得到了改善。

同时电站为移民新村修建了数百公里

的交通道路，以往出行不便的村民现

在都买了摩托车，只需二个小时，便

可以到达琅勃拉邦省的省城，橘子、

香蕉等农作物，以及棉布等手工制品，

可以卖出去换个好价钱。

两船交错，波浪把我们的船推的

摇晃不止，而对面的船要小一些，更

似要翻到水中。可船主却若无其事一

般。我们大声地打招呼“sabadee(老

语你好 )”，对面船上的人也友好的

招手示意，脸上绽开友善开心的笑容。

船行至中途，一侧现出库区被淹

沿的村庄，数所废弃的旧房子立在水

边。旧房子木柱为桩，竹席作墙，覆

草为顶，十分简陋。再远处，依稀可

见规划整齐、配套完善的移民村。都

是水泥结构，木制墙壁，既稳固结实，

又实用明亮。如今，南欧江梯级电站

项目一期工程的一千多户移民，都已

住上了这样的新居。同事介绍，村里

还配套建设了村公所、学校、医院，

通上了电、自来水，修好了外出的公

路，民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天空如洗，江面如镜。身心沉浸

在这纯粹的蓝色和绿色之中，变得平静

而愉悦。时间悄悄地过去，小船不知不

觉中，已行数十里，到了二级电站修建

的码头。船稳稳地靠岸，下到码头之上，

站在平整的石子铺就的地面上，二级电

站的雄姿姿巍然屹立。在坝上，硕大的

红色汽球在半空中随风摇动，透着刚刚

并网发电的喜庆气氛。

目睹此景，脑海里却不由自主的

浮现出连日来采访的画面。从南欧江

梯级电站项目启动，电建海投公司历

经无数次的调研、谈判、提交方案，

直到项目落地，开工建设、商业融资、

移民搬迁，每一项工作都凝聚了数不

清的心血和汗水。中国电建员工以艰

苦的工作、真诚的付出，让滔滔的南

欧江水，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光明，让

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让库区成为美

丽的风景，更为中国电建海外事业再

添辉煌的篇章！

走上二级电站的大坝，极目远

眺，江面波光粼粼，浩浩荡荡，与远

山相衔。群山倒影在江水中，勾勒出

美丽的图案，远山之上铁塔巍然耸立，

直入云霄，擎着条条银线，将电站发

出的电流输送到千家万户。目睹此情

此景，不禁感叹：美哉，老挝南欧江！

壮哉，中国电建人！

光荣榜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中国走进东盟十大成功企业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

全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

全国电力建设领域优秀通讯站

全国工程建设行业十佳网站

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

首届中国电建十大先进集体

中国电建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国电建优质工程奖

中国电建科学技术进步奖

全国电力行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成果二等奖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家        盛玉明 

2014 中国 CFO年度人物      李  铮

CGMA2015 年度财界领袖      李  铮

中央企业劳动模范          何书海 

全国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  蔡  斌 

中国电力楷模提名奖        蔡  斌

何书海    童鸿频    蔡  斌

舒华英    钟海祥    胡胜丰 

徐庆元    岐温华    宋会红

公司获得的主要荣誉： 个人获得的主要荣誉：

公司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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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一、栏目设置

共设聚焦、视野、纵深、镜像四大板块：

（一）聚焦

主要聚焦公司主要领导动态、重大事件、重要业绩等。

设高端、要闻、一线、求实、风采等栏目。

高端：股份公司以及公司领导的重大活动。

要闻：公司发生的重大事件。

一线：项目公司取得的重大进展。

求实：理论文章。

风采：先进集体事迹报道。

人物：先进典型报道。

（二）视野

主要聚焦公司各方面工作的管理成果，对发展战略的

思考和对策，侧重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设经验、创新、

论道、资讯、时评等栏目。

经验：有关管理方面经验的报道，突出管理业绩。

创新：公司各项工作中的创新之举。

论道：企业管理论文，侧重理论研讨。

资讯：海外投资业务及与公司相关的行业资讯。

时评：对行业工作的评论文章。

责任：公司注重生态环保、履行社会责任的举措。

党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工会、团青工作亮点。

（三）纵深

围绕中心工作，进行深度报道，展示公司取得的业绩

和经验。设前沿、现场、先进、典范、故事等栏目。

前沿：聚集项目一线，或重点项目进展。

现场：项目建设的重大进展。

先进：先进集体的深入报道。

典范：国家一带一路重点工程报道。

故事：挖掘一线故事。

（四）镜像

弘扬海投文化，体现人文关怀，设达人、旅途、职场、

悦读、文苑、读者等栏目。

达人：展示员工特长。

旅途：体现员工丰富多彩的生活。

职场：讲述职工职场故事。

悦读：读书心得。

文苑：职工文学创作作品。

二、内容要求

1、稿件要求内容真实，积极健康，文笔流畅；稿件

中引用的资料、史实、引语、数字，涉及的人物姓名及其

职务、职称，以及有关单位部门的名称（一般要求全称）

等均应准确无误。

2、体裁不限，建议根据栏目需要有针对性投稿，在

投稿时注明所投栏目。原则上单篇文章不超过六千字。

3.投稿时应配发相关图片。要求清晰，色彩、亮度适中。

图像大小应在1M以上，以JPG格式作为附件发送，并配

以图片说明。

三、投稿方式

1、投稿邮箱：pcrdgb@powerchina.cn

2、联系电话：010-58367619

《电建海投》是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内部刊物，是公司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提升企业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起着“树立形象，凝聚员工、塑造品牌，传播文化”的作用。为办好刊物，《电建海投》现面向公司全体员工征集稿件。

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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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的老挝水泥厂

刚果（金）铜钴矿球磨机安装

南欧江二级电站库区风光

中老两国篝火晚会

柬埔寨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