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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电四局负责施工的白鹤滩水
电站左岸大坝4月份浇筑混凝土高达
14.2 万立方米，创白鹤滩水电站左岸
大坝月浇筑量新纪录。

据了解，白鹤滩左岸 4 月份混凝
土计划浇筑量为14.06万立方米，计划
浇筑仓号为 32 仓，实际完成 35 仓，计
划完成率为 101%，超额完成 4月份的
浇筑任务。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
和云南省巧家县境内，是金沙江下游
干流河段梯级开发的第二个梯级电
站，具有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
改善下游航运条件和发展库区通航等
综合效益。地下厂房装有 16台机组，
初拟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多年平均
发电量602.4亿千瓦时。

白鹤滩大坝全景。
熊 巧 摄影报道

红河特大桥建设现场。 张润良 摄

卡西姆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

本报讯 5 月 6 日，由公司投资兴
建的巴基斯坦卡西姆港2×660兆瓦燃煤
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 100 亿千瓦时大
关，创造了卡西姆电站新的里程碑。
自去年4月25日进入商业运行以来，卡
西姆电站发电量约占整个巴基斯坦国
家电网供电量的10%，为巴国家缓解电

力能源短缺、优化电力能源结构、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作出
了积极贡献。

卡西姆电站项目是中国电建集团
和卡塔尔王室AMC公司共同投资的中
外合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项目，也
是中国电建集团目前最大的海外投资

项 目 和 “ 中 巴 经 济 走
廊”首个落地大型电力
能 源 项 目 ， 政 治 、 经
济、社会意义重大，备
受两国政府关注，被誉
为巴基斯坦“1号工程”。

该 项 目 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正式开工，在中
巴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卡西姆发电公司充
分发挥集团规划设计、
施工建造、调试运维全
产业链一体化优势，仅
历时 32 个月，两台机组
全部提前并网发电。中
国电建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中国速度”，也向巴
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兑现
了承诺。卡西姆电站项
目的成功建设是中巴全
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深化的成果，是两
国 人 员 兄 弟 情 谊 的 见
证，也是中巴两国之间

能源合作的成功典范。
自 2018 年 4 月 25 日卡西姆电站顺

利进入商业运行，四年来，中国电建
始终秉承“科学开发、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积极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卡西姆电站采用世界上先进的超临界

机组，在工程建设和生产运维的过程
中，高度重视依法合规经营，与当地
分享先进技术，提升了巴基斯坦大型
燃煤电站建设管理水平。

中国电建积极履行企业应尽社会
责任，高度重视人文关怀，积极推动
属地化管理落地实施，优先雇佣当地
员工，为拉动当地就业发挥了重要作
用，建设期直接聘用超过 4000 个当地
雇员，运营期为当地提供约600个长期
就业岗位。

中国电建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采用海水二次环流冷却和海水淡
化补水，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环保标准远优于当地环境保护标准，
自首台机组发电以来为当地节约超过
220万吨宝贵淡水资源，与此同时，中
国电建共移植和新种植了125英亩红树
林，在为当地提供源源不断电力供应
的同时，有力保护了电站周边生态环
境。

卡西姆电站作为“一带一路”倡
议下重点项目和“中巴经济走廊”标
杆示范项目，有力传播了中国文化，
促进了两国人民友谊。中国电建将继
续秉承“责任、创新、诚信、共赢”
核心价值观，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履
行大国央企责任，生动讲述中国故
事，助推中巴文化融合，以优异业绩
书写“中巴经济走廊”的美好篇章，
为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国传统友谊而不
懈奋斗。 (康从钦)

红 川 寄 愿 志 越 深 壑
——电建路桥公司建（个）元高速公路项目红河特大桥建设侧记

本报通讯员 刘小庆

建水（个旧）至元阳高速公路联合隧道贯通
本报讯 5 月 6 日上午，云南省红

河州建水 （个旧） 至元阳高速公路项
目联合隧道顺利贯通。

联合隧道为连拱隧道，位于红河
州个旧市联合村附近山体中部，全长
272米。隧道洞口与山体斜交，地形相
对较陡，埋深最大仅 41 米，且隧道整
段均为V级软弱围岩，存在较大的施工
难度和安全风险。对此，红河项目部
全面落实三级技术交底，精心组织施

工各项工序，切实采取超前注浆支护
措施，及时封闭成环，充分利用超
BIM 技术等新手段，确保隧道安全、
有序完成建设。

建水至元阳段高速公路全长 127.7
公里，其中建水至元阳段全长 78.6 公
里，个旧至元阳段全长 49 公里。本项
目按照双向四车道技术标准建设项目
建设标准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
计速度80公里/小时。 （欧阳汛）

本报讯 4月 30日，被称为新疆“三
峡工程”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 2号
发电洞洞身顺利贯通，标志着由水电四
局承担施工的枢纽总长 9137 米的发电
洞洞身全线贯通，为工程今年8月1日实
现下闸蓄水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有2条发电
洞，平行布置在枢纽右岸，其中1号洞长

度4544.2米，2号洞长度为4512米，衬砌
后洞径为 8.5 米，该工程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开工。洞内地质条件复杂，穿越的
地层有阿尔塔什大断裂带、黄铁矿、石膏
层、折叠岩爆的砂质泥岩层和突水突泥
的泥晶、粉晶灰岩，局部洞段逸出有毒气
体硫化氢及可燃气体，节理裂隙发育、围
岩破碎，开挖过程中发生了大大小小上

百次塌方，工程施工难度较高。施工中，
建设者运用数字智能多项新技术、新工
艺，有力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安全、质量，
1号发电洞今年2月2日实现贯通。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为国家172项重
大水利工程，位于昆仑大山深处的阿尔
塔什村，具有防洪、灌溉、改善生态并兼
顾发电等综合效益，是叶尔羌河干流山

区下游河段的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也
是新疆最大的水利工程，由于在设计、施
工中面临诸多难点，因此被业内专家称
为新疆的“三峡工程”。水电四局自该工
程2011年启动以来，先后承担了导流前
期工程、右岸交通工程、临时泄洪渠、发
电洞洞身等10个合同标段施工任务。

（刘家宁）

（上接第一版）
公司在国内紧急联系科研院所寻求

帮助。最终，一名浙江大学的专家找出了
症结——装备设计不当。“对症下药”之
后，难关过去了，公司也成功打响了在沙
特EPC市场上的头一炮。

还有一次，是合作伙伴撤出带来的考
验。

在扎瓦尔电站建设过程中，与山东电
建三公司组成联合体的另外一家公司出
现财务问题后退出，项目一度陷入困境。

“面对严峻形势，公司经过分析后认
为，决不能因一个项目丢失整个沙特乃
至中东市场。”陈云鹏说，后来公司与业
主重新签订了合同，开始独立履约，最终
圆满完成了项目。

“扎瓦尔电站的成功意味着你们是
可信任的战略伙伴，是我们实现未来 10
年计划的有力助手。”业主沙特海水淡化
公司（SWCC）总裁对山东电建三公司董
事长王鲁军表达了尊重和感谢。正是出
于极大的信任，SWCC在开展延布项目
时再次想起了山东电建三公司，主动伸
出了橄榄枝。

“在海外，我们遇到了很多看似很难
逾越的难关。从法律上讲，我们要认真负
责地执行合同，成为诚信守诺的企业，不
能影响央企的形象。从长远来看，品牌影
响力树立起来后，将带来更大的发展空
间。”陈云鹏所言，正是中国企业能在海
外立足、扎根、壮大的生存之道。如今，山
东电建三公司已经逐步成长为中东电力
建设市场中累计合同额最大、装机容量
最多的电站EPC总承包商。

海外发展的长远之道
苦练内功自我提升，积极开拓

整合资源，发挥全产业链优势

诚信守诺的经营态度，是中国企业
在海外成功的基石。同样重要的，则是高
出一筹的实力与竞争力。

“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国际工程EPC

领域，我们必须持续加强产业链建设和
管理，以更低的成本，更快速、更高质量
地完成项目。”王鲁军表示，如今即便与
世界知名总承包商相比，公司在产业链
方面也占据优势。

产业链优势，来自于苦练内功的自
我提升。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产业链的竞
争。”近年来，为了持续补足短板，山东电
建三公司采取孵化子公司、并购外部专
业公司等措施，从设计、采购、施工等方
面入手，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比如，在项目管理方式上，公司总部
负责项目设计和采购，现场项目部负责
施工、调试和运行，以更加集约化的方
式，提高了公司对设计方和供货商的话
语权，进一步降低成本。又如在施工方
面，公司具有强大的人力调配能力，延布
项目仅用 6个月，就从我国、印度、巴基
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调集了近
9000名一线劳动力。

产业链优势，也来自于整合外部资
源的积极开拓。

“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企
业在国际市场上比拼的已不仅仅是单兵
作战能力，而是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必须
摒弃‘零和博弈’，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王鲁军说，近年来公司与几十家国际知
名设计公司，以及GE、西门子等上百家
国际一流设备供应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
关系，有力提升了企业的“战备水平”。延
布项目就吸收了 88 家沙特当地分包商
参与，确保了工程的质量与进度。

当然，除了企业自身足够强大之外，
海外项目的成功也离不开强大的后盾。

“中国电建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是较早走
向海外的央企，拥有完整的全产业链一体
化优势，具有很强的财务能力。我们能够
屡屡中标，离不开集团的强大支持。”王鲁
军说。目前，中国电建已在“一带一路”沿
线44个国家设有 173个驻外机构，在海
外承建的电力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达
1.7亿千瓦，惠及全球10多亿人。

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发电洞全线贯通

本报讯 日前，由电建核电公司承
建的华润锦屏试验风机项目国内山地
风场首台H146-3.4兆瓦机组 （中国海
装）顺利实现并网发电。

华润锦屏试验风电场，总装机容
量14兆瓦，安装6台风机机组，其中首
台并网发电机组为国内山地风场首台
最大中国海装 3.4兆瓦机组，叶片长度
为全国最长山地叶片 71.8 米，该工程
利用原黔程风电场升压站站址及送出
线路进行扩建。

该工程2018年4月开工建设，作为
国内首个最长叶片山地风电项目，工
程投产后，在同等风力的情况下，可
以最大限度的提升风能利用率，且项
目预计年上网电量 2800 万千瓦时，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3441.2吨，减少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物 106.67
吨。同时，该项目还将对进一步激发
贵州锦屏县清洁能源产能、促进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钟洪明闫发苏）

国内最长叶片山地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四月的红河很美，碧波荡漾,两侧
的哀牢山重峦叠嶂、郁郁葱葱。几座拔
地而起的高塔矗立其中，却也未觉突
兀，远处落英缤纷，近处吊塔林立，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现代与传统交融互
进。一群筑路人远道而来，带着跨越深壑
高谷的寄愿，搭起别样风景。

一桥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建（个）元高速公路项目长约 124公
里，总投资约 224 亿元。项目桥隧比达
70%以上。

红河特大桥是云南省在建跨径最大
高速公路悬索桥之一，桥梁全长 1366
米，也是电建集团在建跨径最大高速公
路悬索桥。从 2017年 11月 8日红河特大
桥首桩开钻至今，一年多的时光中，红河
州项目参建人员矢志不移，以业精于勤、
勇挑重担的魄力，不断推动红河特大桥
项目向优质工程目标迈进。

2018 年 3 月 31 日，13 号、14 号主塔
桩基开始施工……2019 年 4 月 5 日，14
号主塔下横梁浇筑完成。

目前，地上部分建水侧主塔已浇筑
101.4 米，元阳侧主塔已完成 58.3 米，两
侧锚碇基础均已浇筑过半，引桥桩基全
部完成，上部结构各项施工准备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

红河特大桥所处位置地质地形复
杂，基础施工难度极大。红河项目公司总
经理杨松说到：“红河特大桥首桩开钻
时，为了避开溶洞，找到桥墩施工的最佳
位置，项目公司、设计单位组织地质勘探
会战。把13号桥墩附近的山体几乎打成
了“蜂窝煤”，终于找到了最理想的桥墩
施工位置”。

大桥所在地属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
类型，地形复杂温差悬殊，最高气温
44.1℃，且高温季节持续时间长，这对建
设者们的施工作业是巨大的挑战。上午
11点钟，元阳的气温就已经达到了30多
度，毒辣的太阳炙烤着每一个角落，施工
作业的钢平台热得发烫，似乎连空气都
快要燃烧起来，滚滚热浪考验着正在建
筑工地上爬上爬下的工人们。百多名工
人三人一队、五人一组地紧张工作着，空
旷的工地上没有任何建筑物作为遮挡，
工人们忍受着太阳的烘烤，尽管脸颊已
经晒得通红，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每一
次的转头就会甩出一串汗珠，他们依旧
坚守岗位，认真工作。

工程稳步推进，面对新的困难，建设
者们初心依旧、目标不改。努力战胜困
难，勇于攻坚，善打硬仗，敢打恶仗。在汗
水交织的淋漓中、在酷暑难耐的烘炙下，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日渐茁壮的塔身旁，
用电建人素有的坚毅与拼搏迎接新的挑
战，踏上新的征程。

会心不远 欲登绝顶莫辞劳

“你们标准化建设和工地安全文明
施工做得真好！”

“我们感受到了电建人精益求精、攻

坚克难的国企品牌力量”
“红河州人民感谢电建人为红河州

发展所作的贡献，热切地期待早日竣工
通车”

……
这是来访参观红河特大桥作业现场

时常听到的话语，红河特大桥自建设以
来，便受到各级政府和红河州人民的高
度关注，多次将红河特大桥作为调研视
察红河州经济建设的重要观摩点。中越
大桥联合专家组更选取红河特大桥为展
示中国基建先进技术的代表项目点，观
看着基于BIM技术制作的宣传视频，参
观人员无不对项目现代化的建设，追求
高标准、高质量的理念表示赞扬。各家媒
体单位争相报道，时刻关注大桥施工进
展，正如红河日报在报道中写道“在成百
上千建设者的顽强拼搏下，一道道艰险
正变为神奇，一个个天堑变通途”。

“把红河特大桥建设成为既有长久
使用价值又有艺术欣赏价值的桥梁精
品，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这是建造
之初，红河州项目就对自己提出了明确
要求。为达到这一要求，建设前期，红河
州项目总工程师艾祖斌带领团队主动到
中铁、中交等企业交流学习先进的工艺
工法，为红河特大桥方案设计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还深入大桥分包单位

进行实地考察，确切地判断其施工作业
能力，保障大桥后期施工质量。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为把红河特大
桥建成云南省优质精品工程，项目部大
力推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完善各项质量监督检查制度，用制度规
范管理，形成人人有责、事事尽责、终生
负责的责任链。要求每一个人树立精品
意识，做到从质量源头抓起，从制作桥
墩桩基的第一个钢筋笼和浇灌第一车
混凝土开始，不折不扣 按施工质量标
准严格要求，不放过一个疑点，真正做
到工程内实外美。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在红河特大桥施工中，项目部牢
固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认真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格按
照安全规范施工、合理布置施工现场。
现场重点部位采用可视化安全监测管
理系统和现场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安全
监测及预警分析，及时预警反馈保证施
工安全。坚持做到不漏过一个细节、一
个疑点，把安全工作渗透到工程建设过
程的每个环节，不给事故留任何的可
乘之机。

如今，红河特大桥雏形已现，相信
不久的将来，大桥横卧湖光山色间，与
哀牢交相辉映，为这片美丽的土地增添

了新的气象，描绘出新的梦想。

红川寄愿 志越深壑

瞩目未来，红河州项目将秉承路桥
集团“建造比人的生命更长远的建筑艺
术”的理念，力争将红河特大桥以及全

线项目打造成为质量精品工程、安全达
标工程、绿色示范工程、科技领先工
程，充分展示中国电建的本色与担当！

桥，不是没有生命的冷冰冰的建筑
物，它体现着人类的智慧，给人以美感。
古代，它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
夕阳斜”的诗韵悠悠，青板拱梁、潺潺流
水、烟雨溪柳寄托心中情愫。现代，桥是

“龙腾天堑变通途，浪涌烟波一道弧。汽
笛声中留鹤影，长虹托起夜明珠”的气势
磅礴，拔地而起、横跨潇水，一端连着昔
日的蔽塞，一端连着今日的繁荣，坚实的
桥墩就是这个时代不屈的个性。红河特
大桥，跨过红河大地的母亲河，连接两
岸，情系两地，入夜，闪烁着电建人希望
的灯火；天明，回旋着红河人憧憬的汽
笛。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全景。 康从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