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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集团战略思想 ●展示电建品牌形象 ●传播企业价值理念

本版编辑 王晓燕 一带一路纪行一带一路纪行

参观辛克雷电站厂房。 国际公司 提供

会谈现场。 朱 岩 摄

本报讯 （记者 邱 云 李贝贝）4月 8日～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四川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并专门来到由公司设计投资建设
的天府新区兴隆湖，了解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情况。

栗战书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法定领导责任、工
作责任、监管责任、执法责任，用法律武器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生态，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去年2月10日～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位于兴隆湖畔的
天府新区规划展示厅是视察点位之一。习近平结合视频、沙盘、展
板，详细了解兴隆湖生态治理成果、沿湖产业规划布局等情况，对天
府新区的规划建设作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
去”的重要指示。

兴隆湖是天府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是国内首例全新打造
的城市水环境循环系统项目，也是我国当前最大的人工湖泊项目。该
项目由成都院设计，电建路桥公司、水电五局、水电十局联合投资建设，
总体规划面积5360亩，水域面积4500亩。中国电建发挥“懂水熟电、擅
规划设计”优势，创新采用截、引、蓄、渗四大理念，充分利用现有地形构
建高滩湿地和生态湖泊的海绵城市方案，确保湖区水源、水质安全，构
建达到欧洲标准的“蓝色”生态湖泊，集防洪、灌溉、生态、景观等为一
体，已经成为成都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一张靓丽名片，被誉为天府新区

“生态之肾”。环湖一带坐落成都科学城，正因为有了兴隆湖，这一片区
域的商业和生态达到了平衡。

截至目前，除成都天府新区兴隆湖综合整治工程，成都院还完成雅
安大兴湿地综合治理、西昌月亮湖湿地公园、江油明月岛湿地公园等70
余个水环境项目的勘测设计、EPC及PPP建设，正在建设抚州抚河流
域、西昌东西海三河流域、新都毗河流域、成都天府新区鹿溪河等多个
大型项目，形成了独特的水环境治理经验和理念——全流域统筹治理、
黑臭水体原位修复、近自然生态治理、综合服务治理，为绿水青山美丽
中国贡献中国电建智慧和方案。投资建设了10多个污水处理厂，正承
担南亚最大污水处理厂——孟加拉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建设，该厂
日污水处理能力50万吨。

本报讯（记者 朱 岩）4月16日下午，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
在蓉拜会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双方就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进
行友好会谈。

晏志勇向四川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电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
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当前集团改革发展的各项情况。他表示，中国电建源
于水电，锦屏一级二级、溪洛渡、白鹤滩、向家坝、乌东德等众多世界级水
电工程皆坐落四川，近年来，中国电建按照国资委要求和自身发展需要，
致力于做强做优做大，建世界一流企业，在持续做好川内水电建设的同
时，还承担了川内高速公路、地铁、水环境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电建的发
展离不开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晏志勇表示，希望充分结合军民
融合、川藏铁路等国家战略项目实施，进一步发挥中国电建优势，为四川
省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尹力向晏志勇率队到访四川，并参加2019年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
动表示热烈欢迎，同时感谢中国电建长期以来对四川各项事业的支持。
他表示，中国电建在水电建设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为四川省清洁能源
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川也为拥有大规模水电装机而自豪。尹力表示，
四川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中国电建在川开展相关投资建
设，希望中国电建继续发挥在设计、施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优势，充分参
与到相关项目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做好前期沟通交流，共同推动四川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张剡、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股份公司总经济师
刘明江、总经理助理张建文、有关部门及成员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见。

本报讯 （记者 朱 岩）4 月 16 日
上午，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在蓉
拜会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双方就
继续加强基础设施、水环境领域的沟通
交流，深化企地合作进行友好会谈。

晏志勇简要介绍了中国电建改革发
展以及在蓉相关项目基本情况，对成都
市对中国电建的长期支持表示感谢。晏
志勇表示，成都市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各领域工作有声有色。当前，中国电建
正在承担成都地铁十八号线、新都毗河
流域水环境等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借助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等全产业链优
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
验。中国电建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当前各
项工作，希望在成都市新发展战略指引
下，继续加强与成都市及市属国企在多
领域、多区域的交流合作，在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下，共同“走出去”，更好地助
推成都市外商外贸工作，为成都市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罗强对晏志勇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向中国电建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
祝贺，并感谢中国电建长期以来对成都
市发展的支持。罗强介绍了成都市在高
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等领域的投资
建设情况，以及在国际贸易、公园城市
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表示，成都
市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及巨大的发展
潜力，双方在有关重大基础设施领域开
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成都市将
一如既往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继续加
强与中国电建的企地合作，希望中国电
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成都市属
国企、相关民企的合作交流，共同致力
于共享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成都市副市长曹俊杰，四川天府新
区管委办常务副主任，天府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任远，有关部门及市
属国企负责人；股份公司总经济师刘明
江，总经理助理张建文，总部有关部门和
成员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谈。

本报讯 当地时间4月10日～13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一行赴厄
瓜多尔调研。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孙洪水等陪同调研。

章建华一行拜会了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新民、商务参
赞吉小枫，就厄瓜多尔国别整体情况以及中厄两国能源合作的现状与前
景进行了交流。

4月11日，章建华一行与厄瓜多尔能矿部长佩雷斯进行会晤，双方就
目前中厄能源合作项目的现状、存在的挑战以及未来的方向进行了讨
论。双方同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大能源领域合作，并推动妥善解决目
前中资企业在厄执行的电力、油气等能源合作项目所遇到的问题。4月下
旬在北京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双方将积极推动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能源合作。
在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的在厄中资能源企业座谈会上，孙洪水介绍

了中国电建在厄的经营情况，并与其他与会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
4月12日，在孙洪水的陪同下，章建华一行到达由中国电建承建的辛

克雷水电站现场。在听取了项目部的情况汇报，实地考察了电站厂房以
及首部枢纽后，章建华对中国电建一线员工表示慰问和感谢。他说，辛克
雷水电站解决了厄瓜多尔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你们为厄瓜多尔经济和
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厄期间，孙洪水还召集集团在厄成员企业进行了座谈，代表公司党
委和公司对一线员工表示慰问，针对辛克雷水电站等项目收尾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对相关单位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具体问题作了指示。要求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信息化水平、强化体系支撑，不
断提高全方位能力。

（刘爱生）

本报讯 （记者 朱 岩）4月17日上
午，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应邀出
席 2019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
会。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出席并致辞，
会议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
1100 多位中外知名企业及商协会负责
人、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彭清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改
革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彭清
华说，党中央对四川发展高度重视，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治蜀兴川再
上新台阶”，要求四川“努力走在西部
全面开发开放的前列”。四川省作出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的战略谋划和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
突出位置来抓，加快构建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
工和数字经济“5+1”现代产业体系，
全省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发展态
势。彭清华说，热忱欢迎广大海内外企
业来川投资兴业，期待在基础设施建设
上深化合作，抢抓国家加大基础设施等
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机遇，在高铁、高速
公路、港口航运、专业服务等领域共同
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

晏志勇在当日下午召开的“百名知
名企业家投资四川交流座谈会”上，领衔
作了主旨发言。他介绍了中国电建在川
资产总额、投资总额，以及与四川省在各
领域的合作情况，并指出，中国电建多年
来深度参与并融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
中，与四川人民及各级党委政府结下了
深厚友谊，中国电建的持续发展同样也
离不开四川给予的大力支持。

晏志勇表示，中国电建将紧扣四川
“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
展新格局，进一步发挥“懂水熟电”的
核心能力和“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
造，能投资运营”的全产业链一体化优
势。在四川基础设施领域继续提供更具
战略价值的服务；在水生态修复、水环
境治理等环保领域为四川作出更大贡
献；在全域开放上积极探索企地对外开
放合作新模式，共同分享海外市场优
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同时，借助
近 20 年开展工程数字化技术研究和平
台研发的经验，探索参与新兴智慧城市
建设，大力推进四川网络强省、数字四
川建设。中国电建愿进一步优化商业思
维、商业模式，与四川各界一道，共同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演绎“一带一路”精彩的中国故事
——中国电建以新理念新方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耿兴强

晏志勇拜会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栗
战
书
考
察
公
司
设
计
投
建
的
天
府
新
区
兴
隆
湖 孙洪水陪同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赴厄瓜多尔调研

晏志勇拜会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

晏志勇出席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
推介会并在座谈会上发言

本报讯（记者 饶 舜）4月 12日，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二十周年庆典暨
第十六届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在30个
获奖名单中，公司3项工程榜上有名。

由昆明院设计，水电四局、水电八
局、水电十四局、水电一局等单位施工
承建的云南澜沧江小湾水电站；由华东
院设计，水电七局、水电五局负责主体

施工的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水电站；由
公司以BT模式承建的深圳市城市轨道
交通 7号线BT项目 3项工程上榜，这是
中国电建集团第 25次捧起中国土木工
程詹天佑奖“小铜人”。

公司3项工程荣获詹天佑奖

“工程质量和进度都很好，中国电
建是值得信赖的企业！”3月 30日下午，
缅甸国家总统吴温敏、交通运输部部长
吴丹辛貌一行，在视察中国电建承建的
仰光环城铁路升级改造项目 CP101 标
段后高兴地说。

像这样承建项目被所在国政府和
元首高度评价的镜头，在中国电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征程中频频闪现。
近年来，中国电建立足于“懂水熟

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
营”的独特优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充分发挥全产业链“集成式”优
势，以新理念新方式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在全球能源电力、水资源与
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取得了
优异的业绩，国际业务营业收入实现了
多年连续增长。

目前，中国电建在 113 个国家和地
区设有 346个驻外机构，执行 2470份项
目合同，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签
约的项目就有 16个。在“一带一路”沿
线 65 个重点国别中的 44 个国家设有
173 个驻外机构，项目合同 1524 份。迄
今为止，中国电建在海外承建的电力能
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达 1.7 亿千瓦，使 10
多亿人民从中受益。

“一带一路”建设，拉近了世界各国
的空间和距离，也搭建了一个全球共享
的盛大舞台。中国电建以电力建设（规
划、设计、施工等）位居全球行业第一的
能力和业绩，在这个舞台上倾情奉献，
用行动在“一带一路”演绎了精彩的中
国故事，树立了中央企业可敬、可信、可
亲的央企形象。

坚持“共商”：积极推动国
际产能合作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

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
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
称为“丝绸之路”。

千百年以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倡
议，传承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
神，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成为促进
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
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得到了国际社
会高度认同和关注。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
的电力建设企业，中国电建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具有先发优势，旗下子企业
水电十一局早在 1964 年就承建了几内
亚金康水电站。作为较早布局海外市
场的中国企业，中国电建的企业发展战
略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公司
在海外精耕细作30多年，在2006年就率
先确立了国际业务优先发展战略。

在主营业务方面，中国电建在能源
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业务占总业务量的
三分之二，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同
时，国际业务范围大都分布在“一带一
路”沿线，覆盖区域与“一带一路”建设
高度契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建积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动国际
业务管控模式改革创新，理清国际业务
发展思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国际业务
集团化、国际经营属地化和集团公司全
球化”全球“三步走”发展战略。

围绕国际业务集团化，中国电建深
度整合内部海外资源，重组成立中国电
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海外事业
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承
担集团国际业务的总部职能和集团国
际业务平台公司职能，发挥“引领、服
务、管控和实施”作用，坚持统一战略规
划、统一品牌管理、统一市场布局和营

销、统一履约监管、统一风险防范“五统
一”原则，聚指成拳、组建航母、编队出
海。优化配置国际业务管理团队和业
务人员，形成了一支懂技术、会商务、语
言好、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端国际化商务
人才队伍和技能熟练、工种齐全、能征
善战的海外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强化
与国内外知名工程企业、金融机构、设
计商、设备供应商、物流商、咨询机构合
作，与项目所在国政府机构、业主、投资
商等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中国电建紧跟国家政治经济外交
布局，深耕“一带一路”重点国别市场，
国际经营在多个领域不断突破。重大
项目上，成功中标中老铁路 IV、V标段，
雅万高铁获得承建第一区段，成功签署
印尼最大水电站卡扬河一级水电站等
项目。业务领域上，签署了非洲区域迄
今装机最大的水光互补项目——尼日
利亚希罗罗 300 兆瓦电站，公司海外第
一个抽水蓄能项目——以色列克卡夫·
哈亚邓 340 兆瓦电站，海外合同额最大
的供水项目——津巴布韦昆兹韦—穆
薛米大坝哈拉雷供水项目。项目集群
上，在孟加拉推动投资、承包项目金额
超过百亿美元，在装备制造、可再生能
源、火电、水利和水务工程五大领域签
订了多个项目协议。

目前，中国电建海外业务占公司总
业务的三分之一，形成了以水利、电力
建设为核心，涉及公路和轨道交通、市
政、房建、水处理等领域综合发展的“大
土木、大建筑”多元化市场结构，形成了
以亚洲、非洲国家为主，辐射美洲、大洋
洲和东欧等高端市场的多元化格局，搭
建起了遍布全球的市场营销网络。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一大批具有
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在中国
电建全新的国际姿态推进下，树立了良
好的中国品牌，成为闪亮世界舞台的

“中国名片”。
在非洲，拥有世界最长大坝的苏丹

麦洛维大坝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 125
万千瓦，相当于苏丹全国现有装机容量
的2倍以上，灌溉了尼罗河两岸方圆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惠及400万苏丹人民。

摩洛哥努奥二期和三期太阳光聚
热电站项目，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太
阳能聚热电站；科特迪瓦苏布雷水电站
是当地最大的水电站工程；埃塞俄比亚
泰克泽水电站是非洲最高的混凝土双
曲拱坝，电站发电量相当于埃塞俄比亚
全国总发电量的 40%，成为中国企业在
非洲的标志性工程；

在亚洲、非洲形成项目集群的模式
下，中国电建的海外业务也辐射到了欧
洲和美洲。在外高加索南部、欧亚交界
处，中国企业首次进入亚美尼亚，参建
其南北公路项目，加深了中亚两国在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2018 年 7 月，中国电建签署阿根廷
胡伊风电项目EPC合同，该项目是中国
电建发起的国际新能源解决方案平台
成立后落地的第一个风电项目，也是中
国电建在阿根廷实施的首个大型 EPC
风电项目群，对中国电建在美洲区域市
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东，中国承包商在沙特首个独
立承担的 EPC 工程——沙特拉比格火
电项目，是中东单机容量最大燃煤电
站，帮助我国电站EPC总承包商首次打
破欧美、日韩企业垄断局面，进入沙特
高端市场，拉动了10亿美元以上的国产
设备和材料出口。

……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