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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 报 讯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
勇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结合公司实际对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作出安排部署。会议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
断和作出的战略部署上来，抢
抓重要战略机遇期，全力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国
资委党委的工作部署要求，扎
实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会议认为，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入关键阶段、隆重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即将迎来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
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总揽
全局，思想深邃、视野宏阔，通
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做好明年及今后
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系
统阐述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强调
必须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李克强总理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具
体部署。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对于扎实推动公司改革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切
实将其转化为公司改革发展的生动实
践；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对我国发展重
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分析，进一步增强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战略定力，在严峻
复杂形势下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明年经济工

会议现场。
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部署安排，
找准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深入
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提高党领导经济
工作能力和水平的要求，切实把党建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会议强调，要真抓实干、攻坚克难，
全力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各
项任务。要加强经济形势研判，紧密围
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扎实有效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稳预期”作出积极贡献。要针对
三大攻坚战存在的突出问题，打好重点
战役；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
方针，持续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
全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突出重点深化
市场化改革，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
国有企业制度、优化布局结构、积极推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上下更大功夫；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积极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积

陆 文摄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稳妥开展
国际化经营，加快推进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坚决贯彻落实好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
线，更加注重提升公司党建质量，切实
为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会议要求，一是公司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抓好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的学习。要充分认识本次
会议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
总结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判断
和工作部署上来。二是要坚决抓好落
实。会议继续明确了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强调了“六稳”工作
要求，确定了明年工作的具体任务和重
要举措，目标明确，任务清晰，措施有
力，必须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

公司9项工程获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本 报 讯 ( 记 者 张 晓 秋 李 泱）日
前，水利工程行业优质工程的最高奖项
——2017-2018 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
（大禹）奖评选结果揭晓，全国共有 40 项
工程上榜，公司旗下水电四局、十五局、
十二局、十四局、十六局、水电基础局、电
建市政公司和电建港航公司等 8 家子企
业承建的 9 项工程喜获这一殊荣。
此次获奖的工程分别是：电建市政
公司承建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鲁北段工
程大屯水库工程，水电十五局承建的黔
江区老窖溪水库工程，水电十二局承建
的江西省峡江水利枢纽工程、扩大杭嘉
湖南排杭州三堡排涝工程、宁波市甬新
闸泵站工程，水电十六局、水电四局、水

电十四局承建的右江百色水利枢纽工
程，水电基础局承建的河南省沁河河口
村水库工程、山西省柏叶口水库工程，电
建港航公司承建的长江澄通河段通洲沙
西水道长沙河—福山塘段边滩综合整治
工程。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是全
国水利行业优质工程的最高荣誉奖，也
是水利行业唯一工程建设质量奖。由中
国水利工程协会组织评选，两年评审一
次，两年颁奖一次，授予建设规范、设计
优秀、施工先进、质量优良、运行可靠、效
益显著的优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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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燕

理、协助融资＋EPC、投资拉动 EPC 等
商业模式参与实施海外项目，足迹遍及
亚非拉 33 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企业国
际业务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人民带去
了福祉，成为“一带一路”上闪亮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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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广东片区市场经营及一体化业务研讨会召开

地坚决抓好落实。三是要坚定
信心、强化担当，通过加强领导
带头、统筹协调、转变作风等，坚
决克服空喊口号的形式主义，创
造性地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到位。要认真谋划部署公司
2019 年改革发展各项工作，锐意
进取，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
各项工作，确保 2019 年工作开
好局、起好步。要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目标，认真对标对表，精
准发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着力加快调整转
型、加强精益管理、突出风险防
控、做好业务与生态环境的协
同、确保安全发展和职工队伍稳
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公
司开启做强做优做大新征程、实
现高质量新发展、迈上全球化新
台阶，展现公司在新时代的新气
象和新作为。要加强合规建设，
牢牢把握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要求，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严
格控制增量，稳妥化解存量，有效防范
和化解重大风险。要深入开展安全隐
患大排查，严防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要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着力在抓重点、补短板、提质
量、强效果上下功夫，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切实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基本
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三基建设”，
确保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切实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各
级党组织对经济发展的领导能力和领
导水平，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
严治党引向深入，推进公司做强做优做
大、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以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梁景颂）

水电十一局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国际业务实施30年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张 超）2018 年 12 月
会责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
26 日，水电十一局召开庆祝改革开放 40
共商、共建、共享；五是强化风险管
周年暨国际业务实施 30 年座谈会，股份
控，健全管理体系、制度体系，贯穿
公司副总经理李燕明出席会议，强调要
于全生命周期，将前方和后方有机结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深刻领会“一带一
合，形成有效的控制；六是加强人才
路”倡议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提升国
队伍建设，坚持内外并济，积极实施
际化能力是新时代推进企业高质量发
人才属地化管理，建立完善外籍人才
展的必由之路”，以 30 周年为新起点，团
录用、培训、聘用、晋升的规章办
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努力开创国际业
法，为外籍人才培养奠定好制度基
务发展新局面。
础；做好海外员工的人文关怀，加强
李燕明首先转达了公司党委书记、 海外员工的交流和培养，保证海外项
董事长晏志勇，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孙
目运作平稳有序。
洪水对十一局国际业务实施 30 年的祝
座谈会上，水电十一局参与过国
贺，充分肯定了十一局 30 年来的发展成
际业务建设的老领导、老职工代表和
就和奋斗历程。
国际业务合作单位代表，国际业务
李燕明结合股份公司当前发展形 “开拓者”代表、“传承者”代表、“服
势、国际业务发展现状，对十一局国
务者”代表、“见证者”代表畅所欲
际业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一是股份
言，真情回顾了走向国际的曲折坎
公司具有懂水熟电的核心能力和产业
坷，抒发了立足本岗、推动国际业务
链一体化的突出优势，要积极借助股
高质量发展的拼搏精神，分享了奋战
份公司的品牌和影响力，进一步开拓
海外的感人故事和不舍情怀，表达了
好海外市场；二是勇于创新，提升能
推动十一局国际业务再上新台阶的坚
力，运用好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和国
定信心和良好祝愿。
家“一带一路”等宏观政策相结合，
水电十一局作为股份公司参与国
惠及沿线，优势互补，通过我们的能
际业务较早的施工企业之一，30 年间紧
力孵化项目落地；三是要做好履约， 紧追随国家“走出去”战略，大力践行
提升 EPC 总承包能力，深耕细作，打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拓展国际化视
造自身特色；四是加强属地化管理， 野 ，不 断 提 升 国 际 化 经 营 能 力 ，通 过
了解当地国家政策、文化等，承担社
EPC 总 承 包 、卖 方 信 贷 ＋ 应 收 账 款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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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电建股份海外事业部、国际公司、
海投公司领导，水电十一局领导班子及
部分兄弟单位代表、国际业务合作单位
代表等参加座谈。

本报讯 （记者 杜志鹏）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广东片区市场经营及公
司一体化业务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公
司副总经理王民浩参加会议并讲话，
总工程师周建平、总经理助理张建文
参加会议。
会上，参会代表对公司市场营销
工作建言献策，并就本企业广东片区
近三年市场经营情况、一体化及总承
包业务推进情况等进行了专题发言和
交流研讨。
王民浩在讲话中总结了今年以来
市场营销工作情况，肯定了 2018 年的
工作成绩，认真剖析当前市场营销及
公司一体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入
分析了当前市场营销形势，并就 2019
年工作提出了要求。他强调，广东作
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集团公司所属

企业 2018 年新签合同额广东排在前四
名，广东、深圳市场营销和履约经营
好坏对集团品牌影响较大。各子企业
要坚持按照集团公司部署，切实把思
想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市
场营销一盘棋的思想，要以市场为导
向，以集团战略为引领，有序开展营
销工作，在广东、深圳水环境治理事
业中再创佳绩。要坚持按照集团一体
化战略，充分发挥集团全产业链优
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精耕细作，
确保年度目标完成，树立中国电建良
好品牌形象。此次会议还对海南区域
市场进行了研讨，并就军民融合业务
进行了培训。
总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各相关平台
公司、设计院、工程局分管领导及市场
部门负责人九十余人参加会议。

公司召开全球电力能源数据库与规划平台研讨会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全球电
力能源数据库与规划平台（
“一库一平
台”
）研讨会在公司总部召开。股份公
司副总经理姚强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上，规划总院汇报了“一库一平
台”在数据库建设、规划平台开发、获得
奖项及成果宣传推广等方面工作情况。
姚强就平台顶层架构设计、分阶段
实施、部署模式、知识产权、体制机制设
计等方面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一库一
平台”项目建设至今，可以总结冠名为

海博平台（HEP），是一个核心业务平台，
一个管理平台，一个开放平台，一个云
平台。要紧紧围绕平台在纵向上数据
库、知识库、智库的发展脉络，打造成一
个横向上连接集团、合作伙伴、公众的
平台。平台在知识产权归属上要严格
控制，从非盈利性做起，各单位在基础
数据层面共享。
规划总院、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
有关子企业领导参加会议。
（刘思源）

公司获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海外履责奖”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7 日，由国务
院国资委综合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指导，
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责任
云社会责任研究院主办的
“第七届分享责
任年会”上，
公司凭借多年来在海外丰富
的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经验，荣膺“2018
年中国社会责任海外履责奖”
。
会上，公司分享了海外的社会责任
工作经验，并首次发布的《中国电建一
带一路社会责任影像志》，获得多方认
可和点赞。
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作为中国企
业首次在境外获得以全流域整体规划
和 BOT 投资开发的项目，也是中国电建
创新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式投资建设
的首个项目，
“以最少的移民搬迁，最少
的耕地、林地淹没损失，最小的环境影

响”为原则，创新“一库七级”开发新模
式，在老挝坚持治理属地化、经营属地
化、资源属地化、发展属地化、责任属地
化和文化属地化”的“六位一体”属地化
管理体系。
该项目采取先进工艺除尘降噪，竭
力保护电站建设区域的绿水青山，维护
河流健康。同时为当地修建了移民村
及配套基础设施，有效地改善当地民
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该项目成
为中国电建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的典
范精品工程。
中国社科院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于
今年 9 月向中国电建海外投资老挝公司
颁发了首个海外“社会责任示范基地”
荣誉，鼓励中国电建持续提升品牌传
播，
向外界展示社会责任成果。
（王 海）

二滩 世界水电史上的丰碑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二滩水电站发电 20 周年
本报记者 邱 云
回望改革开放 40 年壮阔的历程，一
个个中国奇迹随之产生，中国水电事业
的飞跃发展无疑是其中之一。回顾改革
开放以来具有影响力的水电工程，无须
多言，雅砻江二滩的名字会第一时间出
现在人们的头脑中。
2018 年，正好是二滩工程首台机组
发电 20 周年。特以此文以记之，追忆那
些年代的人与事。

洛渡、白鹤滩等一大批特大型水电站的
设计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再度触摸那段艰难岁月，我们更能
感受到成都院人的梦想与追求的分量。

寻找二滩密码

1956 年初夏，共和国“一五”规划进
行到第四个年头，为适应大西南水电建
设的发展需要，成都院适时组织了一支
普查队率先来到四川西部这荒无人烟的
感受二滩分量
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之中。雅砻江就发
二滩水电站，被国外同行誉为中国
育在这块奇异的大地上，天生具有奔腾
20 世纪内建成投产的最优秀水利工程， 呼啸的性格。进入雅砻江中游，地形切
它标志着中国水电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
割越来越深，河谷越来越窄，江水如飞箭
历史阶段，其辉煌的成就和留给我们的
离弦。江中，险滩连绵，礁石林立，浪花
启示，
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
四溅，滔声如雷，但是，它没有难住来这
在当时，33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
里从事普查的工作人员。他们抱着与天
55 万千瓦的单机容量均雄居国内水电
斗与地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知难而
站之首；240 米双曲拱坝为中国第一高
进的大无畏精神。
坝，在世界同类型高坝中居第三位；双曲
为了尽快寻找打开能源宝库大门的
拱坝的坝顶长度和坝身泄洪量为世界之 “密码”，时隔两年，在 1958 年 4 月夏初，
最；大坝能够承受 980 万吨的水压力，也
成都院又开始了雅砻江的勘查工作，着
为世界之最；被称为“世界第一洞”的两
重在下游河段做了大量艰苦工作，终于
个大断面导流隧洞高 23 米，
宽 17.5 米。
在 1958 年 7 月 2 日第一次发现二滩，使
在水电人眼中，雅砻江是大自然馈
二滩这颗明珠，
第一次露出了熠熠光芒。
赠给中华民族天然的能源宝库。在
随后，成都院在 1965 年查勘了二滩
1500 多公里的奔流中，雅砻江落差竟高
坝址。从 1972 年 11 月起，一支又一支规
达 3000 多米，可开发的水力资源达 2200
划、勘探和设计队伍走进了这条深深的
万千瓦。
河谷，全面开展了二滩水电站的规划和
追寻二滩水电站论证和设计脚步， 设计工作。
看一看当时的成都院人克服了怎样的艰
1972 年，原院党委书记刘显辉带领
难险阻，才走在了水电设计的前列；又取
300 人的勘测设计队伍，来到了二滩，在
得了哪些骄人的成绩，奠定了中国水电
坝址附近的阿布郎当沟安营扎寨。这么
设计的地位；她的成功设计，对小湾、溪
壮观的队伍，在中国水电设计史上也是

极为罕见的。阿布郎当，在彝族语当中
已铸进了雄伟的坝体，他们的生命和大
是没人去的地方。没有住房，他们自己
坝一起历经了岁月沧桑，而论证建坝时
动手用竹席围起油毛毡棚，用作住宿和
的艰辛在从遥远的时光中向我们走来。
办公。晴天闷热难忍，
雨天断炊断粮。
有一个现在还不断引用的故事，无
1987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二滩
不说明了一项具有开创意义工程的艰辛
水电站。从发现到被批准，这 30 年间， 和不易。
数以千计的水文、测量、地质勘探、设计
当时有专家根据卫星图片，认为二
和科研工作者在雅砻江两岸和崇山峻岭
滩坝址正好坐落在一个巨大的顺河断层
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终于在二滩找到
上。如果是这样，这里就无法作为一个
了打开雅砻江能源宝库的钥匙。以刘显
大型电站的坝址。在成都院总工领导
辉为代表的老一代成都院人，远见卓识， 下，当时还不到 40 岁的地质专家刘克远
执着追求，为二滩忘我工作；他们不为名 （后获评全国勘察大师）率领勘测设计人
誉、地位和金钱，孜孜不倦地为二滩电站
员，经过无数次的实地勘测与资料分析、
当好奠基石。
论证，
否定了
“顺河断层”之说。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们，在这条宽
夯实二滩基础
500 多米、长 1000 多米、深 400 多米的峡
谷里设计了当时亚洲第一的水电大坝、
在二滩水电站展览中心的陈列馆，
世界第四大的地下厂房和世界第一的水
有一张图片特别引人注目。画面中，一
工导流隧洞。
群勘测设计人员在江边记录着忙碌着，
人们更不会忘记，为二滩献出生命
神情专注，
头顶上是火红的太阳。
的第一任设计总工程师、原成都院副总
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在深山峡谷中坚
工程师殷开忠同志。1983 年 4 月，刚刚
定跋涉的开拓者。今天，二滩巨大的效
绘成二滩水电站可行性设计蓝图的殷开
益和盐边新县城可喜的面貌昭示着前辈
忠陪同我国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前往工
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今天的中国水电能
地考察，突然，一块小脸盆般大的流石从
有如此辉煌的成绩，与前辈们的奉献与
公路上方的悬崖上飞滚而下。飞石击破
报国情怀是分不开的。
车窗，猛击在殷开忠的腹部，使其顿时失
陈列馆四周格外宁静，抬头回望大
去了知觉。当汽车急驶至医院时，殷开
坝，犹显庄严而奇伟。思绪飘扬，当时的
忠已经合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他所热
情景浮现眼前，建设者们最宝贵的青春
爱的二滩和战友们。
(下转第二版)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