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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两个百亿级水环境治理工程开工

杜志鹏

电建国际

签署孟加拉国普尔巴里一期燃煤电站项目

本报讯 1 月 17 日下午，中国电建
与英国 GCM 公司在孟加拉国达卡举行
了普尔巴里一期 2×1000 兆瓦燃煤电站
项目联合开发协议及 EPC 合同的签约
仪式。
普尔巴里项目位于孟加拉国西北
部，距离首都达卡直线距离约 240 公
里，GCM 公司拥有普尔巴里煤矿的开
采权，该煤矿储量约 5.72 亿吨，品位
较高，是孟加拉国唯一一个进行了全
面可行性研究和按照国际标准编制了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此类项目，将
致力于按照最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来
开发普尔巴里煤炭和电力项目。本项
目作为与煤矿配套的坑口电厂，是孟
加拉国第一个大型的本地煤火电项
目，项目建成将缓解孟加拉国北部地
区的用电紧张，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
据悉，中国电建在孟加拉国已投
资 3 个项目，实施总承包项目 22 个，
总合同额约 46 亿美元。
（王 远）

电建国际

签署洪都拉斯阿雷纳电站土建总承包合同

摄

国内首个百兆瓦级电池储能示范工程建成投运
本报讯 日前，华中院设计的开封
兰考电池储能电站顺利并网，标志着河
南电网 100 兆瓦电池储能示范工程第二
批储能电站全部建成投运。
河南电网处于华中电网与华北电
网 、 西 北 电 网 互 联 枢 纽 位 置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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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中旬，电建水环境等公司相继中标东莞市石
马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深圳龙岗河流域、观澜河流域消除黑
臭及河流水质保障工程，并相继快速开工建设，全面拉开了中
国电建深莞两市水环境治理序幕。
龙岗区龙岗河流域、观澜河流域消除黑臭及河流水质保障
工程项目覆盖平湖、坂田、横岗、园山、龙岗、龙城、宝龙、
坪地 8 个街道，涉及面积近 380 平方公里，工程总投资额 127 亿
元，工程内容包括消除黑臭小河汊 55 条，黑臭沟渠 237 条，黑
臭水塘 44 个等。按照省、市的工作部署，工程要在今年年底前
完工，实现小区、城中村正本清源全覆盖、所有建成区污水管
网全覆盖，最终达到全面消除黑臭水体的目标。
东莞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受到中央、省、市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中国电建中标东莞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这是中国电建“全流域、全系统、一体化”治理理念的发展和
延伸，是东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电建的信任，中国电建
将坚决完成此次治水任务。中国电建各参建单位将全力以赴做
好工作，高质量完成治理目标。
两个百亿级水环境治理工程的中标，再一次彰显了中国电
建在水环境治理领域的实力和品牌。下一步，中国电建将继续
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和大兵团作战优势，全力以赴，坚决完成两
大水环境治理任务，以优异成绩回报深莞两市人民。（杜志鹏）
图为开工仪式现场。

任乐云

年，河南省电力公司与平高集团合作，
选择郑州、洛阳、信阳等 9 个地市的 16
座 变 电 站 ， 建 设 规 模 为 100.8 兆 瓦 、
125.8 兆瓦时，共计 84 个电池集装箱。
这 16 座储能电站全部由华中院设
计，标志着河南省在电网侧分布式储能

电站标准化、规模化建设上迈出重要一
步，也彰显了华中院的技术实力。
为做好国内首个百兆瓦级电池储能
示范工程的建设，华中院创新性地提出
了“分布式布置、模块化设计、单元化接
入、集中式调控”的技术方案，成功抢占

了电网侧储能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
的制高点，也为河南省特高压交直流故
障提供了快速功率支援，丰富了电网调
峰调频、大气污染防治手段，提高了能源
利用综合效益。
（王 峰）

视觉新闻

下凯富峡水电站是赞比亚在建
的最大基础设施项目。1 月 20 日，大
坝第六仓碾压混凝土顺利收盘，浇
筑方量为 25361 立方米。目前，大坝
浇筑共完成 60 万立方米，高度达到
47 米。
浇筑过程中，项目部积极推行
属地化管理，加浆、控制摊铺层
厚、上游及模板边的振捣、碾子的
行走速度及碾压遍数交给当地籍员
工管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
同时制定雨季施工方案，施工工艺
和流程得到业主监理认可，为下一
仓浇筑的顺利完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图为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混凝
土浇筑场景。 贺 伦 摄影报道

世界最大缆机群——白鹤滩 7 台缆
机全部安装完成！”
“白鹤滩水电站首台机组大件进入
安装阶段。”
“白鹤滩大坝浇筑突破 100 万立方
米。”
……
白 鹤 滩 ！一 个 常 常 映 入 眼 帘 的 名
字。我知道那里有世界在建的第一大水
时装，尺寸偏大，不够合身，但就是这样
电站，它的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是世界
衣束装扮，也抵挡不住青春脸庞透出的
第一，它的地下洞室群规模世界第一
明媚和阳光。
……它代表着全球水电站建设的最高
我最先认识的，是正在司机室一层
水平,自建设起，就不断地刷新着电站建
等待交班的杨小红，
她 24 岁，皮肤紧绷
设记录。听一条条捷报从千万里处的四
白皙，
留一头齐肩短发，
两只眼睛闪闪
川边境传到青藏高原，看一张张照片中
发亮尤为引人，
仍有一股稚气。
她与四
云雾缭绕宛如仙境的白鹤滩建设现场，
局颇有
“渊源”
，
在四局参建向家坝水电
我渐渐地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
“我
站时，她家配合电站建设，房屋被淹，机
也要去一次白鹤滩。”
缘巧合下认识了在四局工作的男朋友，
终于，机会来了。2018 年年尾，我有
之后就嫁夫随夫来到了白鹤滩，也是白
幸参加公司在白鹤滩举办的一项技术
鹤滩缆机大队招到的第一批缆机司机。
交流会议。历经 4 个小时的飞行到达西
工作这么多年，杨小红说自己现在
昌机场，再换乘小车，绕了很长的一段
操作缆机，
神经依然高度紧张，怕操作
盘山路，又 6 个小时后，我终于抵达心驰
失误、怕处理不了牵引跳了或是大钩不
神往的水电大工地。
尽管西北隆冬万木凋零，但四川、 到位等突发情况。虽然截至目前，她担
心的问题并未出现，但时刻保持专注是
云南交界还是郁郁葱葱，白鹤滩办公楼
必须的！杨小红性格非常开朗，
在交谈中，
整
旁木槿花尚未残败干枯，原来南方的冬
个人一直乐呵呵地，
有时候说着说着自己就
天真的不冷。谁知当我们去坝顶拍照
忍不住开怀大笑，
对工作也没有任何抱怨：
时，那里的风力竟达到 10 级，身上宽松
“我觉得干缆机司机挺好的，
其他工种也
的工作服被吹得鼓起来，像一只撑开的
不熟悉，
再说哪个活儿不累啊，
都一样
灯笼，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听同事说，
的。”说话间，她点的外卖到了，她突然
这风要吹到来年的春天。
有点不好意思：
“食堂的饭菜吃太久，偶
和想象中繁忙火热的工地场景不
尔点个外卖改善一下。”
同，站在平台上，我能看到的现场工作
鲁玉仙，人如其名，周身散发着一
人员并不多，只有 7 台缆机一直在左右
种仙女式的古典美和气质，在人群中你
两岸穿梭。中午时分，见一群女工人聚
一眼就能看到她，因为她真的配得上
集在缆机操作室前商议交班，我恍然大 “美丽”这一词。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柔弱
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白鹤滩缆机
的女子，竟也是一名缆机司机，而且已
大队女子运行班啊。
经是 2 个新手的师傅了。她之前在食堂
同事说，白鹤滩缆机司机目前共 50
工作，后来才成了缆机司机，这份工作
人，女司机有 37 人，男司机反而成了“熊
要求必须细心、冷静，所以女性相对来
猫血”，算是国内建筑工地一道
“奇景”
。
说有优势，鲁玉仙文文静静的性格看着
带着五分敬佩，五分好奇，我短暂
就让人觉得靠谱。但这样的老司机其实
地走进了这群
“铁娘子”的
“世界”
。
也有黑历史，此前白鹤滩施工局的缆机
运行是两班倒，工作强度比较高，一次
工装遮不住青春光彩
夜班工作中，她犯困，把大车和大钩的
白鹤滩水电站建设世界瞩目，其标
手柄弄混了，导致罐差点撞到仓号。白
准化管理也较为严格，在工地，水电四
鹤滩的安全管理非常严格，就为这点没
局职工都穿着统一的浅灰色工装，相比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 月 16 日下午，
中国电建在洪都拉斯北部城市圣佩德罗
苏拉与亚瓜拉清洁能源公司 （以下简称
亚瓜拉） 签署洪都拉斯阿雷纳水电站土
建 I 期、Ⅱ期总承包合同。
该水电站项目位于洪都拉斯北部约
罗省奥朗奇多市，总装机 61 兆瓦。项
目主要内容为碾压混凝土坝、引水隧洞

成都院

中标遂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PPP项目

本报讯 日前，成都院与相关企业
组成联合体，成功中标遂宁市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全市统一打包建设运营 PPP
项目。
该项目是遂宁市“十三五”重点
建设项目，实施范围涉及市域城乡规
划范围内新建、改扩建、存量污水处
理及配套设施，污水处理设计总规模
37.158 万立方米/日、污水管网 1228.85
千米、河道整治 77.80 千米。

参建的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

本报讯 1 月 22 日，由水电三局、
水电五局参与建设的黄河海勃湾水利
枢纽工程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组
织的工程竣工验收，标志着该工程正
式投入运行。
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是 《黄
河流域防洪规划》 和 《“十一五”全
国大型水库规划》 中的黄河干流梯级
工程之一，是水电五局承建的第一个

——水电四局白鹤滩缆机大队女子班群像速写
有构成事故的“小事”，施工局专门开了
事故分析会，她本人被罚了 500 元。
“虽
然当时有点小郁闷，但后来想想也是应
该的，错了就要挨罚，也能给自己和别
人一个警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必须
有安全保障。”鲁玉仙突然提高音量，坚
定地说。
白鹤滩上白鹤难寻，但因为有群年
轻的女司机，她们乐观、开朗又坚韧，用
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装扮照亮了白鹤
滩！

兰花生处路难行
精致的艺术品，需要一刀一刀雕刻
完成，美丽的风景，要历经艰难跋涉才
能寻到，你看兰花盛放幽香诱人，却不
知它们在大山深处，是如何用力，才把
根扎进了岩石峭壁……
金志燕从水电四局技校毕业后，就
来到了白鹤滩水电站，她见证了第 1 台
缆机到第 7 台缆机的全部出生过程。刚
来时，她主要负责值班、打扫卫生、给缆
机基底上黄油等一些琐碎的工作，直到
第 3 台缆机安装完毕后，她才开始正式
学习缆机操作，之后把在宁夏银川管廊
项目工作的男朋友也叫了过来，一个做
报话员，一个人做缆机司机，成了工地
最和谐的搭档。
“缆机司机太辛苦了，一双眼睛，既
要盯着看电脑屏幕分析数据，又要看着
窗外的缆机实际运行情况，稍不留心就
可能造成失误，压力太大了。”金志燕
说，
“其实一开始，我是和一个女同学过
来的。记得第一年过春节，我们两个人
还在清理轨道混凝土，不知道怎么地，
她一个人突然就坐在地上哭起来了，我
看她哭，也跟着崩溃了，大过年的，两个
人泪水涟涟……”后来，女同学走了，现
在，金志燕离开了缆机运行班，在综合
办公室负责数据统计，她觉得，这样的
状态更适合她一点。

黄小云
走掉了少数，留下来了大多数，她
们承受住了那些难以承受的压力和磨
难，把根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壤中，适
应着，成长着。吕玉萍谈起这份工作对
她最大改变，是让自己那么急的一个
人，变成了最慢的人。缆机操作需要全
神贯注，2 个小时内，不能玩手机也不能
喝水，更不能随意串岗，是很枯燥的事
情，而且是两班倒制度，一天工作下来，
非常累，工程量大，项目工作假期很少，
她好几年春节没回家了，就休过几次
假，还是为了儿子高考的事情才出过白
鹤滩……
潘德地自认为是个胆子挺大的人，
结果干了这一行，变得越来越胆小。压
力大，几乎是所有缆机司机共同的感
受，耳、手、眼并用，一刻也不能松懈，当
初学习缆机的时候，鲁玉仙是她的师
傅，她跟着学了一段时间，就慢慢上手
了。
“缆机操作其实不难，关键是要精神
高度集中，有一次下面是老报话员配
合，我觉得比较放心，就没看数据，结果
罐就盯错了，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特别
深刻，此后我再也没心存过侥幸，工作
是用百分之一百二的精神在支撑。”
在这里，每一位缆机司机，都是这
样坚持下来的。白鹤滩主体大坝要浇筑
10 万立方米的量，大约 9 立方米，约 28
吨的混凝土罐从起吊到落地，需要 8 分
钟的时间，一罐接着一罐，需要 52 个月
才能浇筑完成，四局这批女司机已经完
成了约 165 万立方米的浇筑量……2018
年，白鹤滩女子缆机运行班被评为全省
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荣誉称号，这
份肯定，属于所有在这个岗位上奋战
过的人，哪怕她们有人已经离开。

项目为经营性、非经营性结合的
综合性水务 PPP 项目，新建、改扩建项
目采用 BOT 模式、存量项目采用 O&M
模式，合作期约 29 年 （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7 年），回报机制为“使用者
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的中标，
是成都院深耕水务水环境业务取得的
又一大突破，同时也是公司拓展合作模
式，成功实现了极小比例持股带动勘察
设计及施工总承包业务拓展。（邱 云）

水电三局水电五局

大 山 深 处 兰 花 开
本报记者

及地面厂房土建施工，计划于 2019 年 2
月中旬开工。
该项目是中国电建继洪都拉斯推动
成功第一个未建交国中国融资项目帕图
卡Ⅲ水电站之后，在该国凭借优质履
约、较强的竞争力赢标的又一重大现汇
项目，树立了中国电建在洪都拉斯的良
好品牌形象。
（郭 际）

滩很多人是携带家眷一起来上班的。
“我给你去找孙宝峰，她 40 多了，经
历丰富，肯定能给你多讲点东西出来。”
一位同事热情地给我推荐采访对象。
“我这次只了解一下女司机，男司
机就先不打扰了。”
“哈哈，女的！”同事推门而去，不一
会，带着一位微胖的中年女子进来，她
穿着淡蓝色的薄毛衫，脸圆圆的，红红
的，
一双大眼睛透露出稳重和成熟。
孙 宝 峰 丈 夫 因 工 伤 退 休 ，为 了 养
家，她带着儿子、儿媳妇一副无所畏惧
的气势来到了白鹤滩。此前因为她跟随
四局参建过金安桥、功果桥、毛滩水电
站，已经接触过缆机操作，在白鹤滩属
于带技入班，面对缆机，显然比其他多
出一份淡定从容，而且这份从容也渗透
到她的生活之中。
“到了我这个年纪，什
么都能看开了，已经不像年轻人一样，
有很多情绪起伏了，也不会有抱怨，对
业余生活也没有什么追求，只想勤勤恳

沙漠水库。
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自试运
行以来，配合龙羊峡、刘家峡水库的
防凌调度，调蓄上游槽蓄水量，有效
减轻了下游凌灾损失，缓解了下游凌
汛负担。累计发电 19.52 亿千瓦时，为
提高西部电网供电率，改善局部生态
环境，为促进乌海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
（黄贵海）

恳地赚钱”。今年，孙宝峰计划把婆婆和
孙子也接到白鹤滩，在县城租个房子，
方便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互相能有个照
应。
工作就在不远的地方，而关心的人
就在身边，能吃到家里的饭菜……白鹤
滩像上世纪 70 年代的老水电工地一样，
宛如一个小型社会，刺激了一个小镇的
经济，接纳了一个个新建的小家，让漂
泊的四局人有了短暂停留的港湾。
石秀安两口子是经由表嫂李艳介
绍过来干缆机司机的，下班后经常能聚
在一起，在异乡孤单感也就减少了；杨
小红的丈夫、公公都在白鹤滩上班，对
他们来说，业余时间能和家人在一起，
加上还不错的薪资，日子这样就很不
错；卢梦，2017 年毕业后和男朋友一起
来 到 白 鹤 滩 ，今 年 是 他 们 恋 爱 的 第 5
年，现在的白鹤滩就是他们的家……
白鹤滩的自然环境很美，早起时，
太阳已经露出半个头，为天边的云镶上
了金边。有人说，每天看着连绵的大山
和那些流云，已经厌倦了，但也有人说，
这里的草木和白云落日，怎么看都不会
厌倦，他们有时白的晶亮，有时像一抹
胭脂……2021 年，这座电站就要下闸蓄
水，所有人都在等待和盼望，我只是一
个匆匆过客，而她们却会陪着它，直到
那一天真正来临。

把家搬到工地来
大工地的优势之一，是工期较长，
能在一个时间段里给人安稳，所以白鹤

世界最大缆机群——白鹤滩电站缆机群全貌。

郭明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