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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世界第三高坝两河口水电
站大坝心墙全断面填筑至 2730 米高
程，较提前半年蓄水发电合同工期提
前55天达到汛前形象面貌。

两河口水电站地处高寒高海拔地
区，心墙土料的性质对外界气温变化
情况极为敏感，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
成为制约心墙土料填筑强度的重要因
素。“12·5”联合体经多次实验总结，掌
握了气候条件对防渗土料全过程中的
作用，制定了合理有效防护措施并形
成新型施工工艺。“小仓面快速轮转循
环施工”新工艺，提高了冬雨季期间有
效施工时间；“土工膜收放机”的研制
与应用加快了保温材料的收放速度，
全面增加了大坝心墙有效填筑时间。

图为工程现场宏大的场面。
仁则尼玛 张 振 摄影报道

沙特延布三期燃油电站工程雄姿。 董 军 摄

本报讯 日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成功中标华能英国 99.8 兆瓦电
池储能站工程勘察设计项目，标志着
上海院在海外高端市场获得了重要突
破。

本次竞标项目是目前英国乃至欧
洲容量最大的储能电站，作为老牌发
达国家英国伦敦地区的电力科技前沿
项目，是最契合“双高”标准的标杆

性项目，是检验世界级顶尖承包商综
合能力的赛场，亦是世界一流电力咨
询企业奠基石。

此次竞标高手云集，竞争异常激
烈。上海院编制出高质量的技术文件
与精准的成本分析，最终以技术实
力、行业业绩、服务质量、合理报价
综合评分第一的好成绩一举中标。

（陈雨洁）

本报讯 近期，据不完全统计，华东
院在巴先后承担的 8个风电项目，2014
年10月起至今，已累计为当地居民提供
就业岗位超过5000人次，创造劳动收入
超过6000万人民币，项目人员属地化达
到88%。

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和“中巴经
济走廊”的重要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总
数排名前十的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失业率高。华东院在巴先后承担了8
个风电项目，所处巴基斯坦东南部信德
省锦屏地区，环境恶劣，戈壁遍野，当地
居民更是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华东院
因地制宜，创新风电项目“群”的管理模
式，从项目管理、环境保护、人文关怀、
社区服务和文化建设方面，融入当地并
与之共同发展，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发展
共同体。

属地化用工不仅为巴基斯坦当地

工程师提供了工作岗位，提高专业技
能，而且为巴基斯坦培养了一大批专业
骨干人才。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居民以及
业主和融资方的好评，为提升中国电建
海外品牌及项目顺利执行创造了良好
的舆论和社会氛围。

项目群还积极寻求与当地社区、村
庄和居民的合作，将临建施工、劳务输
出以及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采用分包
或其他有效方式交于当地企业或个人
实施，项目群予以统一管理和指导，帮
助当地企业快速融入项目建设。项目现
场工作虽然结束了，但通过项目群组织
的各种培训，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熟练技
术工人，多位优秀的巴基斯坦当地人才
被聘任为项目经理助理、部门主管等管
理岗位，成为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的重要力量。

(海 涵)

公司巴基斯坦风电项目带动当地人才培养

本报讯 日前，成都院中标云南腾
冲市曲石大龙井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一期工程建设项目，负责承担一
期工程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及施工图
设计工作。该项目是成都院进入云南
水环境市场的首个项目，为公司水环
境市场向川外拓展迈出了新的一步。

该建设项目是云南腾冲市曲石生
态旅游特色小镇打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依托大龙井流域
建设以银栗湖为核心的“一湖一湿地”

水景观工程，从而带动当地自然观光、
休闲运动、生态康养等复合型特色旅游
资源开发，推动曲石大龙井流域全国乡
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目标的实现。

云南腾冲紧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高黎贡山，龙
川江和大江汇口，区位优势明显和自
然资源得天独厚。作为腾冲旅游开发
的重点打造项目，曲石大龙井流域水
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意义重大。

(范鸿杰)

成都院

中标曲石大龙井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华中院

中标登封对外供热换热首站勘测设计项目
本报讯 日前，华中院确认中标华

润电力登封有限公司 2019 年登封建设
对外供热换热首站勘测设计项目。

该项目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东刘碑村
南，距郑州市约 65公里，距登封市区
约 15公里，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920兆

瓦，主要功能是向郑州市和登封市主城
区供热。华中院此次中标的勘察设计任
务包括：设计一、二期供热首站各一
座，并配套建设相关供、回水热网设
施。

（王 峰 陈 曦）

本报讯 4月 22日，由西北院设计，水电一局、水电四局、
水电六局、水电基础局承建的西藏金桥水电站顺利下闸蓄水，为
电站机组发电打下坚实基础。

金桥水电站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嘉黎县境内，平均海拔
3500 米，是自治区“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十三
五”能源接续项目，是易贡藏布干流上规划的第 5个梯级电站，
也是《西藏自治区无电地区电力建设规划》的重点电站之一。

工程枢纽主要建筑物由左岸堆石混凝土坝、泄洪冲沙闸、地
下发电厂房及开关站等组成。电站总装机容量 6.6万千瓦，年发
电量3.88亿千瓦时。

2016年7月，水电四局与基础局组成联合体中标该工程，水
电四局负责金桥水电站首部枢纽土建工程。水电一局主要承担地
下厂房土建工程、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设，
水电六局负责引水洞、调压井工程。2017年 1月 6日主体工程开
工，2017年 12月 31日实现截流目标，2018年 11月 9日主体工程
施工结束。

金桥水电站首台机组计划于 5 月 18 日发电。工程建成后，
不仅利于当地生态保护，而且将结束当地无电历史，促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祁冬财)

山东电建

中标华能第一批次集中招标陆上风电项目
本报讯 日前，山东电建宁夏公司

收到中标通知书，该公司同时中标了
华能安徽蒙城小涧风电项目主体建筑
安装工程项目和华能湖南江口风电项
目主体建筑安装 II标段施工项目，中标
金额近2亿元。

蒙城县小涧风电场项目位于安徽
省亳州市蒙城县小涧镇境内，拟安装

23台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50兆
瓦，新建 1座 220千伏升压变电站；华
能湖南江口风电场 （100兆瓦） 位于湖
南省洞口县和叙浦县境内，工程设计
安装17台2.2兆瓦风机和21台3兆瓦风
机混装机型，总装机容量100兆瓦，新
建1座110千伏升压变电站。

（高 菲）

上海院

中标华能英国一电池储能站勘察设计项目

西藏金桥水电站下闸蓄水

（上接第一版）
“主动、担当、执着”——这六个

字，足以解释这其中的奥秘。正是在工
程建设中积极主动，信守契约精神，永
不放弃，集全产业链优势完美履约，使
山东电建三公司赢得了苛刻业主的欣
赏，也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市场。

在延布工程中，山东电建三公司注
重整合全球资源，从设计、采购到施
工、调试，每一个环节都配置了过硬的
技术力量。QA/QC部是负责项目体系
运行与质量管控的关键部门，在国内同
样规模工程中,一般只有五六个人，在
这里却有 40 多人，其中熟悉欧美标准
的外籍工程师占到了80%以上。不但人
员配置强，更是在工程所有工序中说一
不二，像一首交响乐中的指挥，起了主
导作用。

“工期是企业履约能力的重要体
现”，项目经理陈云鹏是一位在海外奋
战了十几年的“老国际”了，这是他经
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项目部把进度
作为工程管理的主线，建立了详细、科
学的 L3计划及各机组主要工程量进度
计算模型，并运用国际先进的计划管理
软件及任务包相结合，对项目进度进行
跟踪、测量，同时重视计划的预警与纠
偏，确保了工程按计划有序开展。

深海试水，多少承包商曾铩羽而

归。为加强风险管控，山东电建三公司
对 EPC 合同风险逐项分解，依据项目
执行动态跟踪，确保各项风险提前应
对、有效控制。同时引入挣值法、任务
包等国际项目管理先进工具，并将系列
工具与公司信息化平台有效融合，实现
对项目执行全过程、全要素管控，对项
目执行状态及走向进行科学监控与评
价，保证工程安全高效推进。

“立足本土化、实现国际化”，是山
东电建三公司执行国际标准、整合全球
资源的具体化。在延布工程中，共引进
中国队伍 21 家，沙特当地分包商 88
家，既确保了工程资源，又利用比较优
势实现良性竞争，为项目建设注入了强
大的驱动力。

在全方位的管理链条作用下，延布
电站质量优良，进展顺利、捷报频传。
3月 13日上午，2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
成功；3月 24日上午，1号机组首次并
网一次成功，汽轮机、发电机、主变等
设备运行正常，各项参数指标优良，各
系统运行稳定。一月完成两台机组并网
发电，得到了业主、监理的高度评价。

集成核心优势 阔步迈向
世界

“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国际工程EPC

领域，必须持续加强EPCO产业链建设
和管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动车组”
效应，聚焦发展质量，严控发展风险，
巩固领跑地位。”王鲁军对加快企业国
际化发展有着清晰而坚定的战略要求。

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出发，经过两个
小时航程，就到达了阿联酋最大城市迪
拜。如果说延布等项目是战场前线，那
么坐落在这里的山东电建三公司迪拜总
部，则是指挥中东市场全局的“神经中
枢”。

注重全产业链的发展优势，实现
EPCO全链条核心能力的可控，是山东
电建三公司让延布项目“起死回生”、
赢得先机之所在。在延布电站，山东电
建三公司独特的“集约化管控模式”发
挥出巨大作用：青岛总部和迪拜总部负
责 E+P 环节的管控，负责项目设计和
采购；现场项目部负责C+O环节的管
控，负责施工、调试和运行。

采购环节，在全球设立了多个采购
分支机构，资源库涵盖全球 3000 多家
设备供应商，通过执行一套完整的分供
方招标、准入和跟踪评审机制，保证了
采购质量和进度；监造方面，一支具有
超百台机组监造经验的团队，提供坚实
保障。

在储运方面，公司旗下远洋运输子
公司拥有亚洲最大的重吊船队，最大船

吊起重能力达 800吨，年承运量 960万
计费吨，能够提供设备材料从出厂到现
场的采购、运输、物管一条龙服务。

在调试运行环节，公司旗下专业调
试运行公司拥有电源工程类调试特级资
质和CNAS实验室认证，中外籍员工近
1500 人，依托公司遍布全球的国际电
站EPC工程，已累计完成机组调试140
余台，承揽运维项目 30 余个，拥有丰
富的海外调试试运、商业运行业绩。

“‘一带一路’上电力建设的‘哈
佛大学’”——这是外界对延布工程的
溢美之辞。山东电建三公司注重国际人
才的培养，给年轻人提供更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项目部QA/QC部经理WEAL
是埃及人，跟随山东电建三公司先后参
与了3项工程。目前，他被任命为朱拜
勒二期海水淡化项目总工程师，成功上
位公司项目高管。

在 WEAL 心里，陈云鹏是他的师
父。因为3个项目，陈云鹏都是他的领
导。“陈总对工作要求严格，自己也像
拼命三郎。”对这种工作状态，WEAL
开始特别不理解，但后来就变成了钦
佩。当记者问及他对山东电建三公司人
印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只
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接着他不忘
调侃一句：“不过，我现在也成为了这
样的人！”

延布工程的背后，是山东电建三公
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
的发展历程。从 1.2 万千瓦到 100 万千
瓦各类型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 8600
万千瓦，是数字的积累；以全领域电力
工程建设为主，延伸至EPCO全产业链
发展，是能力的展示；在 23 个国家和
地区，建成 50 余个大型海外电力工程
项目，是发展的成就。

“源于中国，服务世界”。记者离开
延布项目时，正值3号机锅炉吹管圆满
结束，工程向着“一年四投”的目标稳
步迈进。透过红海波澜壮阔的波涛，记
者看到，山东电建三公司秉承“打造中
国电建第一品牌，领跑国际电站EPC”
的企业愿景，乘着新时代的东风，正携
手世界各国合作伙伴，奋力描绘未来的
美好画卷！

为石油王国奉献“中国智慧”

本报讯 日前，水电四局与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组成的联合体中标白鹤
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市政类工程
（EPC）项目，本合同工期 720天，合同金
额50387万元。

本项目包含基础设施工程、公共建
筑工程、对外连接道路工程、库周村庄
恢复对外连接工程、码头及连接线工

程。
此项市政工程的建设，将为白鹤滩

水电站按期下闸提供保障，同时将会极
大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对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作
用。

目前，水电四局已安排人员和设备
进场，开始施工前准备工作。 (王 方)

水电四局与华东院联合体

中标白鹤滩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市政类项目
西藏金桥水电站顺利下闸蓄水。 赵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