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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高电压等级、最大输送容量柔性直流换流站完成试运行
本报讯 1 月 31 日，位于湖北恩施
咸丰县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
量最大、功能最全的柔性直流换流站
——渝鄂直流背靠背联网工程南通道
换流站顺利完成试运行。

换流站配套的 500 千伏线路由湖北
工程公司设计院负责设计，该工程位
于恩施州咸丰县境内，将 500 千伏张家
坝-恩施线路π入换流站，新建同塔双
回线路全长 9.366 公里。2016 年 12 月获

得国家核准，2017 年 4 月开工，2018 年
从根本上解决 500 千伏长链式交流电网
12 月启动现场调试，试验指标达到或
的稳定问题，有效降低特高压电网
优于设计要求。
“强直弱交”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大幅
据悉，渝鄂工程投产将实现川渝
提高川渝电网与华中东部电网间的互
电网和华中东四省电网的异步互联， 济能力。
(黄 震)

明古鲁项目签署商业运营许可证书认证服务合同
本报讯 2 月 7 日，公司投资建设
的明古鲁发电公司与印尼国家电力公
司认证机构签署 《商业运营许可证书
认证服务合同》，为明古鲁 2 台 100 兆
瓦燃煤电站项目按时进入商业运营保
驾护航。
根据印尼电力法规定，所有印尼
境内运营电力设备设施均需要取得商

业运营价值证书，发电公司与电网公
司签署的购电协议规定，项目厂区主
要设备、送出线路工程、对侧变电站
扩建间隔工程、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及电站商业运营等均需要取得运营价
值证书。
2019 年是实现项目双投产的目标
年，明古鲁发电公司主动对接印尼国

家电网公司，提前梳理项目进入商业
运营的各项条件及电网公司的相关要
求。精心谋划，通篇布局，积极寻求
与电网公司的合作。双方通过签署合
作咨询协议，共同推动项目进入商业
运营的各项涉网工作，为项目按时进
入商业运营实现重大节点目标提供保
障。

明古鲁项目是中国电建在印尼的
第一个投资项目，陌生的投资环境让
明古鲁项目的建设面临诸多困难。发
电公司持续研究印尼当地相关法律法
规、制度条例，确保项目合规合法顺
利推进，为 2019 年双投产目标奠定基
础。
（刘辰睿 王东方）

电建水电公司春节期间安全发电1.2亿千瓦时
本 报 讯 2 月 4 日 ～10 日 春 节 期
间，电建水电开发公司累计发电 12137
万千瓦时，为确保节日期间的电网负
荷和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
春节期间，两级公司严格遵守领

导值班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值班
跟班，及时掌握和处置各类情况。各
电站值班员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精
心操作，确保了电站运行安全稳定。
地处四川阿坝州黑水县的阿水毛

尔盖公司精心部署，电力生产运行正
常，顺利完成了春节保电工作。新疆乌
恰的克州新隆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坚守
岗位，在风雪里守护一方光明。乐山大
渡河流域四川圣达中水圣达公司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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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建国际公司

签署阿根廷圣胡安省2个光伏电站项目

本报讯 2 月 5 日，电建国际公司
与拉美能源公司旗下的绿色能源公司在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圣胡安省
2个光伏电站项目的EPC总承包合同。
这2个光伏电站分别位于圣胡安省的
潭贝利亚市和迪亚吉塔斯市，
总装机 6 兆
瓦，
由拉美能源公司投资，
中国电建作为
EPC 总承包商实施项目建设。
至此，
中国

电建在阿根廷承建的新能源项目已经超
过10个，
合同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
该项目在竞标过程中，阿根廷、西
班牙、巴西、希腊和挪威等国承包商同
台竞技，中国电建最终以技术标和价格
标排名双第一中标，标志着中国电建在
阿根廷的属地化发展初见成效。
（蔡 岳）

电建市政公司

中标肯尼亚塔图城别墅区市政道路工程
本报讯 2 月 12 日，电建市政公司
收到肯尼亚塔图城有限公司发来的授标
函，中标肯尼亚塔图城别墅区市政道路
工程。
该项目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北部
瑞如镇，是继肯尼亚塔图城供水和排污
工程项目及肯尼亚塔图城工业园区市政

工程后，市政公司在塔图城中标的又一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电建市政公司自 2015 年进入塔图
城。该项目的中标有助于公司积累海外
市政工程施工经验，进一步提升公司在
肯尼亚市场的影响力。
（宋 旭）

电建国际公司

安谷两站 53 名职工坚守岗位，累计完成
发电量 5787.42 万千瓦时。西昌盐源飓源
公司在春节期间有 35 名电力生产一线
员工坚守岗位，水风光累计发电 3318.24
万千瓦时。
（王晓东）

签署墨西哥帕查玛玛375兆瓦光伏项目
本报讯 2 月 1 日，电建国际公司
签署墨西哥帕查玛玛 375 兆瓦光伏项目
总承包和运维合同。
该项目装机容量为 375 兆瓦。建设
期主要内容为光伏厂区及高压联网部分
的设计、采购和施工工作，项目计划于
2020 年 1 月竣工移交。随后为 20 年的
运维期。

帕查玛玛光伏项目是中国电建在墨
西哥继水电、水务和输变电领域之后，
在新能源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该项目
的中标巩固了中国电建在准高端的墨西
哥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电力建设领域内
中资承包商中的领先地位，为中国电建
在墨西哥甚至拉美地区新能源市场打开
了新局面。
(杨 双)

电建水电环境公司
视觉新闻
由水电四局承建的蒙华铁路 21 标
项目目前已完成铺轨约 52 公里，完成
架梁 227 孔，按计划，标段内所有铺架
施工预计于今年 3 月底全部完成。
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简称：蒙华
铁路）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铁
路项目，是国家发改委批复的第一条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型铁路工程，也
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
铁路。全长 1837 公里，跨越蒙、陕、晋、
豫、
鄂、
湘、
赣七省区。
该项目是水电四局一次性中标施
工里程最长的煤运重载铁路，同时也
是蒙华铁路湖北段线路最长的标段。
预计 2019 年年底建成通车后，将成为
国家
“北煤南运”
新的战略运输通道。
图为蒙华铁路跨石栗公路特大桥
形象。
景 军 李祯昌 摄影报道

“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
住上了干净宽敞房子。相信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一定会走上脱贫致富的幸福
路。”看着自己的新房，傈僳族贫困户
三秀华笑得合不拢嘴。她紧握钥匙的
手有些颤抖：“今后自己再努把力，过
上好日子，绝不拖咱们村发展的后
腿。共产党阿克几 （傈僳语：共产党
太好了）！”
1 月 28 日，由水电十四局承担的国
家扶贫重点项目——怒江泸水市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建设工程，隆重举行整
体移交仪式。泸水市古登乡马俄河安
置点彩旗飘扬、欢歌笑语，“迁新居从
此告别穷乡僻壤、跟党走旋即迎来温
馨小康”的对联鲜艳夺目，“过新年、
住新房、大家心里暖洋洋，感谢亲人
共产党！”喜迁新居的贫困户兴高采
烈，齐声欢呼。
从此，当地 1379 户 5205 名傈僳族
贫困群众喜圆安居梦，彻底告别“竹
篱为墙、柴扉为门、茅草为顶、千脚
落地”的木楞房、杈杈房、吊脚楼，
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永久住房，开启了
“走出大山奔小康”的幸福新生活。

缺 条 件

本报讯 1 月 24 日，电建水环境公
司牵头与中南院中标鹰潭市中心城区
供水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EPC） 总承包
项目。
该项目是将鹰潭市月湖区江南水
厂、信江新区夏埠水厂的取水口从鹰潭
市中心城区河段迁移至贵溪冶炼厂取

本报记者 冉路超

中标西安市太平河生态综合治理PPP项目
本报讯 日前，电建路桥公司牵头
与水电三局、
水电十五局组成的联合体中
标西安市太平河生态综合治理PPP项目。
太平河生态综合治理 PPP 项目综合
运用工程、技术、生态的方法对现状河
道及太平河沿线滩区水环境合理规划，
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可以解
决一定的水环境污染问题，降低太平河

不 缺 精 神
通讯员 张建斌
益民说。项目部充分认识扶贫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和施工任务的艰巨性，一
手抓施工进度，一手抓安全质量。“怒
江扶贫虽然缺条件，但我们不缺艰苦
奋斗的精神，必须按期完成安置点建
设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传承工匠精神，打造精
品工程”

分房交钥匙现场。
时，针对泸水市还有 76.37％的建档立
卡户居住在危房中，解决贫困人口安全
住房的任务十分繁重的实际，充分发挥
中国电建施工管理、技术及融资优势，
承担起 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施工
建设任务。
2018 年 4 月 13 日，水电十四局与
怒江泸水市政府正式签订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工程包括
泸水古登乡干本村马俄河、称杆乡双奎
地村恩感思落、六库镇双米地村大龙塘
和苗干山村瓦子打妈 4 个集中安置点建
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
住房 1181 套，商铺 74 间，以及 4079 米
江堤砌筑。
“工程规模不算太大，但位置特
殊。当地物资匮乏，交通条件差，并且
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给施工带来很大
影响。可以说，我们承担的是全市易地

赵 航

摄

搬迁安置建设中最艰难的施工任务，啃
的是最硬的一块骨头。”项目经理曹顺
玉介绍道，易地搬迁安置建设是扶贫攻
坚战中“挪穷窝”
、“断穷根”的治本之
举。作为攻坚项目，我们的 4 个工点较
为分散，造成了施工组织异常困难。马
俄 河 安 置 点 最 远 ， 离 项 目 部 80 多 公
里；瓦子打妈安置点最高，从海拔 800
米的江边，绕过 188 道狭窄大弯，爬升
到 2300 多米的山顶。怒江正全面实施
的“美丽公路”建设，严重影响了项目
部塔吊、挖掘机等大型设备和钢筋、水
泥、砂石料等外购建材的运输。横跨怒
江的桥梁仅能通行小型货车，许多建筑
材料和机械设备只能通过船只横渡怒
江，又使工程成本陡增……
“扶贫攻坚的‘攻坚’
，就是要求我
们打硬战、啃硬骨头，”一同前往施工
现场的十四局建筑事业部党委副书记李

易地搬迁作为泸水脱贫攻坚决胜
阶段中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受到
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面对任务重、
工期紧、要求高的巨大压力，水电十
四局领导多次深入到现场调研指导工
作，建立协调机制，加大资源投入，
定目标、理思路、强措施……总经理
王曙平要求项目部：争当泸水脱贫攻
坚排头兵，不仅要打赢这场硬仗，更
要赢得漂亮！
一场传承工匠精神，围绕工期进
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打造易
地安置建设精品工程的施工热潮，在
怒江峡谷迅速掀起。项目部迎难而
上，梳理施工重点难点，严守质量安
全“红线”，不等不靠统筹安排，超前
采购、超前储备。3 名副经理全天候坚
守施工现场，针对各节点目标优化施
工组织，时间倒逼、任务倒逼、责任
倒逼，以攻坚态势、攻坚节奏，高标
准、严要求确保工程施工顺利推进。
“主体工程进入施工高峰时，正值
雨 季 ， 而 2018 年 恰 巧 雨 水 多 、 雨 量
大，”负责大龙塘和瓦子打妈 2 个施工
点的项目副经理刘振东说。瓦子打妈
安置点坡大弯急，9 立方米的混凝土搅
拌车只能装 4 立方米，装多了就从车尾
部泄漏了。由于磨损大，有的搅拌车
一个月就换了 9 条轮胎。这里的混凝土
卖到 800 多元一立方米，但运输费比材
料费还贵。

水泵房取水口取水，项目设计供水规模
近期 16.2 万立方米/天，远期 27.1 万立
方米/天，总输水管线总长 30.7 公里。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取水泵站更新，配水站
至取水泵站、配水站至鹰潭城区(江南水
厂和夏埠水厂)、中心水厂与输水管道连
通管道铺设等。
（梁 财）

电建路桥公司

——水电十四局怒江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纪实

“扶贫攻坚就是打硬战，
啃硬骨头”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缅滇藏结
合部，这里山高坡陡、道路崎岖，是
集“边疆、民族、贫困、宗教、山
区、直过”为一体的典型代表，全国
深度贫困“三区三州”地区之一。这
里边境线长 136.24 公里，40%的人口不
识汉字、不会讲汉话，少数民族贫中
之贫、基础建设难中之难、深度脱困
坚中之坚。因地制宜，将 16.4 万建档立
卡的散居高山峻岭的贫困人口，易地
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县城、集镇和平缓
地带，是怒江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
措和标志性工程。
自 2007 年来，水电十四局勇担央
企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
号召，按照电建集团相关要求，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帮扶长效机制，
定点、定时、定项目投身泸水市脱贫
攻坚主战场，在全面开展“领导挂
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活动的同

中标鹰潭中心城区供水工程EPC项目

在项目部看来，工期目标就是政治
目标，必须背水一战。“这是一项特殊
任务，不讲条件，不讲困难。我们脱层
皮，百姓能脱贫。”凭借专业施工优
势，发挥团队整体合力，他们以非常之
策解非常之难。一次，项目部的运输车
堵在公路上三四天，水泥就是运不到施
工现场。曹顺玉急红了眼，七找八找，最
后直接走进怒江州副州长张杰的办公
室，
才算解决了问题。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六库镇双米地
村大龙塘安置点经过 6 个月顽强施工，
顺利实现 161 户 626 名贫困百姓喜迁新
居目标，成为怒江州第一个搬迁入住的
易地扶贫安置点。
10 月 30 日，称杆乡双奎地村恩感思
落安置点按时交房，水电十四局易地搬
迁安置建设再下一城！
2019 年 1 月 27 日～28 日，苗干山、
马俄河安置点先后交房，在新春佳节即

入皂河污染负荷，改善太平河水质，确
保城市供水安全。
本项目是继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
新城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BT 项目、汉中
市兴元新区城市水系综合治理及生态
环境提升建设 PPP+EPC 项目之后公司
在陕西省中标的又一水系治理项目。
（王 萍）

将来临之际向党和政府交上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新建搬迁安置点俨然一道独
特风景，
夺人眼目。
易地安置点建设，圆了双米地村母
肯瓦基组村民余海荣一家的安居梦:“有
客厅、厨房、卧室，洗澡间、炉灶、电视、
家具都给装好了，这辈子做梦都没有想
到还能和城里人一样住上楼房。以前一
家 5 口人，吃饭睡觉全挤在不到 40 个平
方米的木楞房里。搬出大山天地宽，
我们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新房建好了，道路宽敞了，网络开
通了，生活改善了……六库镇大龙塘安
置点作为怒江易地扶贫搬迁建设的标
杆，频频亮相。国家发改委稽察办副处
长谢仁军带队的检查组来到这里，国务
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徐福顺带队
的调研组来到这里，云南省委副书记、
省长阮成发带队的检查组来到这里，对
口帮扶怒江的各大企业 30 多位主要领
导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对水电十四局投
身扶贫攻坚建设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肯
定，对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赞许。泸水
市委领导在“云南省脱贫攻坚交流推进
会” 大龙塘安置点现场，真诚地感谢
水电十四局为泸水市扶贫攻坚争了光。
“只要看到老百姓住上结实的新
房，能安居乐业，我们付出多少都觉得
值！” 曹顺玉说。

大龙塘安置点楼房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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