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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现场。 耿兴强 摄

会谈现场。 张 温 摄

本报讯 (记者 曹继东） 5 月 6
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在
总部会见了到访的中植企业集团董事
局主席解直锟一行。双方就开展多方
面产融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公司党
委副书记王斌，中植企业集团监事长
武建华、副总裁张磊参加了会见。

晏志勇对解直锟带领中植财富、中
融信托、中融基金、中植投资、中海晟
融、中植资本等重要工作团队负责人来
中国电建商谈推进项目合作表示欢迎，
对中植集团关注、支持中国电建表示感
谢，并介绍了中国电建的企业发展情
况、行业优势以及项目合作机会。

他说，中国电建“懂水熟电、擅
规划设计、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
营”，在能源电力、水资源与环境、基
础设施及房地产领域拥有全产业链一
体化优势，国际经营能力优势突出，
特别是近年来在城市轨道交通、水环
境治理、智慧城市等领域实现了较大
突破，取得了骄人业绩。欢迎中植集
团发挥在金融、投资等领域的资本优
势以及先进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
式，结合中植集团业务专长，关注中

国电建在海外投资、成员企业混合所
有制和股权多元化改革等领域的商业
机会，推动实现双方务实合作。

他表示，中国电建愿意以开放的
心态与中植集团加强对接沟通，希望
通过产融合作，形成双方优势互补，
为双方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促进
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解直锟介绍了中植集团经营发展
情况以及在有关领域加强与中国电建
合作的考虑。他说，中植集团是中国
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一直秉承着

“与好公司一起成长”的理念，具有投
资、并购、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等业
务板块的国内领先优势，拥有较为丰
富的产业资源和资本运作经验，希望
能够针对不同业务板块，与中国电建
达成多层次、多项目的合作。

他表示，中植集团愿意和中国电
建加强沟通对接，深化交流合作，深
入协商洽谈，努力推进具体项目落
地，为双方企业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子企业领
导，中植集团旗下相关企业负责人参
加会见。

近日闭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央企业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各方
关注。据统计，目前中央企业已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担了 3120 个项目，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
际产能合作，以及产业园区建设等各个
领域。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央企业为何
能屡受外方青睐，他们给项目所在国作
出了哪些贡献，自身发展又取得了哪些
进展？记者近日走进由山东电建三公
司承建的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燃油电站
项目——沙特阿拉伯延布三期5×660兆
瓦燃油电站一探究竟。

互利共赢的合作之道
延布项目可满足沙特 1/10人

口的用电需求，并有力缓解当地用
水紧张

红海之滨，大漠之中，两座高塔巍
然耸立，8台油罐依次排开，体型庞大的
车间里安放着燃油锅炉、蒸汽轮机和发
电机，这里就是延布三期电站项目。它
的工程总承包商（EPC），是中国电建旗
下的山东电建三公司。

2017年 5月 7日，签订EPC合同；10
天之后，项目顺利启动；一年之后，1 号

机组提前投产供汽；今年3月，项目1号、
2 号机组实现并网发电，各项参数指标
优良；2020年6月，整个项目有望全部完
工……在延布项目上，山东电建三公司
创造了令业主及相关方刮目相看的“中
国速度”。

看速度，更要看质量、看意义。共
建“一带一路”，就要实现互利共赢。只
有给当地百姓带去看得见的利好，项目
才能彰显自身意义。当前，中沙双方正
在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

“2030愿景”对接，延布项目便很好体现
了合作的真谛——

对于沙特来说，延布项目是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程。“目前，沙特人口有 4000
多万，按每人每天需使用20千瓦时电量
来算，延布项目建成后，能满足沙特全
国1/10人口的用电需求。此外，通过配
建的海水淡化装置，项目每天还能生产
55万立方米蒸馏水，相当于每天产生 6
亿瓶矿泉水。”项目总工程师周殿臣说。

“自从去年延布项目开始供水之
后，延布第一次不用停水啦！”延布项目
沙特籍员工艾哈迈德说，他既是项目参
与者，也与许多沙特国民一样，是直接
受益者。

成果共享，赢得好感；过程共建，结
下友谊。延布项目开工以来，累计为来

自沙特、印度、巴基斯坦等10多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员工提供近万个就业
岗位。“对我来说，延布项目不仅是一份
工作，更像一所大学。”艾哈迈德说，这
两年在中国同事帮助下，自己在行政管
理、人力资源、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
和技能都有了很大进步。

市场“红海”的竞争之道
通过诚信守诺提升品牌影响

力、赢得外方更大信任，逐步打开
市场

在全球电站施工领域，能源资源丰
富、市场需求旺盛的中东地区既在区位
上濒临红海，自身也是一片竞争激烈的
市场“红海”。不过，在 2008 年之前，这
一市场的话语权被欧美日韩企业牢牢
把控，中国企业还未曾涉足。

“要想成为高手，必须敢同高手过
招！”2008年，山东电建三公司迈出了在
中东的第一步——中标约旦萨玛瑞燃机
联合循环电站。市场打开之后，机会相继
到来。这其中，有目前中东市场上自动化
水平最高的燃油电站——沙特拉比格2×
660兆瓦亚临界燃油电站；也有沙特东海
岸重要能源项目——12台燃气机组、总
容量达3041兆瓦的扎瓦尔电站。

“签订合同只是‘走出去’的开始，

合同执行效果才是决定企业能否‘走进
去’‘走下去’、成为市场主要角色、实现
长远发展的关键。”延布项目经理陈云
鹏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对负责“交钥
匙”的 EPC 总承包商来说，任何环节掉
链子，都可能酿成大错，尤其在海外履
约过程中，难免经历一些波折。这些
年，山东电建三公司在中东真正体验了
什么叫作“险象环生”——

一次，技术难题差点引发“生存危
机”。

进入调试阶段，往往意味着项目即
将大功告成。可在拉比格项目上，设备
调试时却意外出现了锅炉振动问题。

“业主得知情况后很着急，先撇开
我们，寻求全球顶尖咨询公司的帮助，
他们都解决不了之后才让我们重新介
入。”延布项目党工委副书记王天帅回
忆道，如果无法解决问题，业主很可能
拒收项目，这样一来，不但单个项目会
泡汤，就连公司也可能关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5 月 5 日，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孙洪水在总部会见到访的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
任董承华，双方围绕落实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加强海口桂林洋开发区基础
设施建设、深化政企交流和央地合作
进行了友好会谈。

孙洪水对董承华来访表示欢迎，
对桂林洋管委会给予中国电建的支持
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电建将提高
政治站位，自觉履行央企的社会责
任，认真落实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
议，在海口桂林洋开发区基础设施建
设中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把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等的优势
资源配置在海南区域和桂林洋开发

区，深化、拓展与管委会的合作领
域，加强与地方国有企业合作，在海
南自由贸易区 （港） 建设中不断作出
新贡献。

董承华对中国电建务实推进战略
合作、加大力度进行工作对接表示赞
赏，他表示欢迎中国电建以多种商业
模式参加桂林洋开发区基础设施建
设，为开发区发展提供智力人才、资
金、技术等支持，希望中国电建与地
方国企深化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管委会将继续提供必要的政
策和资源支持，真正把战略合作协议
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公司总经济师刘明江，有关子企
业领导参加了会见。 （海南分公司）

本报讯 4月28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一行拜会广东
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双方就推动项目合作事宜及国企
改革，助推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达成共识。

张硕辅对晏志勇一行到广州洽谈合作事宜表示欢迎，对中国电
建在广州水环境治理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张硕辅指出，中国
电建属于大型央企，实力雄厚，业绩突出，在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坚持
流域统筹，系统治理，发挥“大兵团”作战优势，为广州黑臭水体治理
作出了突出贡献。张硕辅希望中国电建充分发挥在技术、管理、国
际化方面的优势，更多方面参与广州治水和城市基础建设，不断改
善自然环境与城市面貌，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属地企业的合作，不
断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发展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助推广州建设国际
大都市。

晏志勇指出，中国电建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造、能
投资运营，在广州已参与了车陂涌等多条黑臭河涌和城中村污水治
理，成效明显。晏志勇对广州市委市政府及各级领导的信任与支持
表示感谢，表示中国电建愿发挥企业特长和优势，全面参与广州市
水环境治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贡献力
量；愿加强与广州本土企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助推广州企业实现
国际化发展。

股份公司总经济师刘明江，相关部门、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
会谈。 (张 温)

本报讯（记者 耿兴强）4月28
日，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洪水
在总部会见到访的三沙市委书记张
军一行，双方围绕进一步加强三沙
市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政企交流和
合作展开了友好会谈。

孙洪水向张军一行简要介绍了
今年以来公司改革发展的基本情
况，以及在电力能源工程、基础设施
建设和水资源与环境等业务板块取
得的成绩和经验。他指出，近年来
中国电建紧跟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积极履行央企责任，积极参与城市
建设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在高速
公路、地铁、机场、港航等方面都取
得了较好的业绩，特别是在基础设
施和水环境治理方面，充分发挥集
团的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孙洪水表示，中国
电建将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履行央
企的社会责任，着眼三沙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求，发挥资源、技术和经

验优势，深化与三沙市政府合作，为
三沙市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张军高度评价中国电建在水利
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优异成绩和雄厚实力，他肯定中国
电建在电力能源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和水资源与环境领域，具有很强
的专业优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和经
验，是值得信赖的央企。他简要介
绍了三沙市的人文地理情况和基本
情况，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电建
的资源优势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的先进经验，积极对接，加大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沙市将为
企业在三沙市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
和资源支持，打造良好发展平台。

三沙市副市长马珈，市委、市政
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公司总经理助
理张建文，相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子
企业领导参加了会见。

本报讯 （记者 继 东）4 月 29 日，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洪水在公司
总部会见广东省河源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边立明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
作，共同推动河源市水资源与环境、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交流。

孙洪水对边立明一行的到访表示欢
迎，并介绍了中国电建的业务发展情
况。中国电建“懂水熟电、善规划设
计、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在水
环境治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优
势明显，参与的茅洲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成效显著，企业品牌优势更加凸显。面
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实
施乡村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河源市
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特别是水资
源丰富，中国电建愿意发挥集团全产业
链优势，积极深入地推进河源市水资源
开发与水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相

关战略合作项目，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边立明对中国电建长期以来给予河
源市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详细介绍
了河源市的发展情况。河源市作为客家
文化和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客
家古邑、万绿河源”美誉。河源市正在
大力推进“生态河源”建设，欢迎中国
电建发挥央企优势，参与河源市水资源
开发和水环境治理、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河源市愿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电建的
合作，在水环境综合治理、河湖水系连
通、水源地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深入推进长期战略合作，共同谋划河源
市发展新思路，为河源市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动能。

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子企业
领导，河源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会
见。

本报讯 4月 28日，在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缅
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促进协议签署仪
式在京举行，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孙洪水出席仪式并见证协议签署。缅
甸电力与能源部部长吴温楷、缅甸交通
运输部部长吴丹欣貌、中国驻缅甸大使
洪亮、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帝林翁等领导
出席仪式。

签署仪式前,各方进行了亲切友好
的会谈，吴温楷称赞中国电建在缅甸
电力项目投资与建设中所展现的专业
能力，并欢迎中国电建参与到缅甸基
础设施建设当中。洪亮表示，中国电
建在缅甸经营已有 30 多年之久，中缅
两国正积极进行“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这是两国发展
的共同机遇，希望中缅两国借此把经
贸合作不断提升到新高度。孙洪水代
表中国电建对中缅两国政府长期以来
给予中国电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
谢。孙洪水表示，缅甸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电建
深耕多年的重点市场。中国电建在能
源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中都有丰富经验，中国政府及银
行、信保等金融机构对中国电建的海
外业务都非常关心和支持。中国电建
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投资好、
建设好皎漂项目，使之成为中缅双方
在电力领域合作的标杆。会谈结束
后，各方共同参加协议签署仪式。

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以“一带一
路”建设为契机，实施后将显著改善皎
漂地区电力短缺现状，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巨大动力。正如习总书记在
本届高峰论坛开幕式中所讲：共建“一
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
互联互通的基石，建设高质量、可持续、
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
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
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
现联动发展。

电建海投公司负责人和Supreme集
团负责人代表合作双方同缅甸电力与
能源部签署了协议。 （宋 瑞）

《人民日报》：电力合作点亮红海之滨
《人民日报》记者 刘志强

晏志勇会见中植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解直锟

孙洪水会见河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边立明

孙洪水会见海口桂林洋管委会主任董承华

晏志勇拜会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

孙洪水会见三沙市委书记张军一行

公司签署缅甸皎漂燃气电站项目促进协议

本报讯 4 月 29 日，公司在总部召
开了2019年一季度经营活动分析会，总
结一季度经营生产工作、剖析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分析外部形势和政策环境变
化，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主持会议并
讲话。会议听取了市场经营部关于公司
一季度生产经营情况的综合汇报和相关
部门对分管业务的补充汇报。

晏志勇在会上指出，在看到成绩的

同时，要进一步提高经营工作质量。一
是认真贯彻好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部
署，把握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创造的机遇，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
峰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二是动态分析风
险隐患，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的蔓延
扩大。三是创新履约管理，加强国内外
重大项目和风险项目的履约检查。四是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注意职工的人身安
全及涉密安全。五是降本增效,做好资

金精细化管理。六是面对新的市场需要
和新的市场经营环境，进一步完善集团
的营销体系。七是积极履行央企责任，
坚决落实国家清理应付民营企业账款和
农民工工资专项工作部署。

一季度，公司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
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 地方国资委负
责人会议”上的有关部署，创新营销措

施，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发生的变化。通
过全集团上下的努力，公司一季度实现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5.5%，完成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14.0%，获取新签合同同比
增长 12.6%。三大经营指标均实现两位
数增长，实现首季开门红，实现了良好的
经营态势。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部各部门、事
业部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
议。 （张孟东）

公司召开一季度经营活动分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