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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规模最大输电线路投产送电
本报讯 日前，由湖北工程公司承
节之际送电。
建的埃及 EETC500 千伏输电工程布鲁
埃及 EETC500 千伏输电线路项目
斯-沙曼诺、沙曼诺-本哈两条线路段
是中埃产能合作下首个成功签约项
送电成功。
目，也是该国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
埃及 EETC500 千伏输电工程布鲁
高的输电线路工程。该项目由国网中
斯-沙曼诺、沙曼诺-本哈两条线路均
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总承包建
采用同塔双回路四分裂设计，全长共
设，湖北工程公司建设公司承担施工
约 174 公里，约占湖北工程公司建设公
建设任务。两条线路的投产送电，将
司在埃及所有承建线路总长度的三分
进一步优化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电
之一。其中布鲁斯-沙曼诺输电线路工
网结构，提高电网安全运行能力，对
程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开工建设 ，2017
促进埃及经济发展和电力能源合理利
年 9 月 17 日竣工，湖北工程公司承建
用影响深远，树立了中国电建湖北工
该线路约 94 公里；沙曼诺-本哈输电
程良好的品牌形象。
线 路 工 程 于 2017 年 2 月 11 日 开 工 建
中国电建集团自 2011 年进入埃及
设，2018 年 11 月 26 日竣工，湖北工程
市场以来，一直积极开拓埃及工程承
公司承建该线路全部 80 公里。两条输
包市场，成就了多项精品工程。其
电线路均位于埃及北部三角洲地带， 中，山东电建三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
线路大部分处于农田和果园内，征地 （GE） 组建联合体中标的埃及奔赫 750
协调难度极大，且跨越多处河流、高
兆瓦燃机项目 （1.3 亿美元，3×250 兆
速公路、普通公路、铁路、既有高压
瓦， 2012 年-2014 年） 和吉萨北 1500
线路等，施工难度大。施工过程中， 兆瓦燃机项目均已竣工投产，为促进
项目部克服设计迟缓、征地受阻、商
当地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发挥了十分
品混凝土紧缺、物资衔接不畅等不利
重要的作用。
因素影响，成功实现了 2019 年元旦佳
（朱贤亮）

埃及 EETC500 千伏输电工程布鲁斯-沙曼诺输电线路工程现场。
朱贤亮 摄

京沈客专承德至沈阳段正式开通运营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9 日 13 时 20
分，京沈客专承德南至沈阳段首列和
谐号始发动车组准时由承德南站发
出，开往沈阳，标志着由水电三局、
水电六局承建的京沈客专按时通车。
京沈客运专线是 《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四纵四横”客运专线主骨架京

哈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华北
和东北两大经济区紧密相连，是沟通
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的重
要通道、经济纽带。承德南至沈阳段
线路全长 506 公里，开通后最高运行速
度为 300 公里/小时，最短运行时间为 2
小时 21 分，比既有铁路列车最短运行

时间压缩近 9 个小时。
施工过程中，水电三局、六局采
用了大量信息化技术和施工工艺，包
括混凝土拌和信息化监测系统、路基
连续压实质量控制技术、高铁桥面防
水施工技术、钢管柱加贝类梁现浇梁
施工技术等。采用了大量的铁路核心

技术，如严寒地区的路基采用的基床
混凝土基床结构，有效解决了辽西北
高寒地区路基的冻涨危害；铺设了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 CRTSⅢ型
先张板式无砟轨道板，保质保量地完
成了建设任务。
（宋秦鲁 付红军 金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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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滨海300兆瓦海上风电首台机组并网
本报讯 日前，由华东院承担全过
程勘测设计的江苏滨海 300 兆瓦海上风
电项目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
该项目作为国家第一批海上风电场
特许权项目。工程位于滨海县废黄河口
至扁担港口之间的近海海域，风电场总
装 机 容 量 301.8 兆 瓦 ， 涉 海 面 积 为
48 平方公里，离岸距离约 21 公里，平
均水深约 20 米，是目前江苏海域水深
最深的风电场。
本工程海上升压站为当时亚洲容量
最大、技术最为先进、工期最短、水深

最深海上升压站。华东院开展了大量的
优化及施工方案研究工作，集中了华东
院自主研发的多个专利和专有技术，如
采用了海上升压站的整体式布置方式、
钢和耐火材料组合的防火结构型式、海
洋防盐雾腐蚀的正压通风的解决方案；
风机基础采用带围脖砂被防冲刷技术；
220 千伏海缆登陆段采用铜丝和钢丝混
合结构，避免了对全段海缆的结构改型
或增设登陆段过渡接头，并保证了海缆
敷设机械强度，从而节约了工程费用，
该项优化技术系国内首创。 （华东院）

新疆卡拉贝利水电站投产发电
本报讯 1 月 7 日，新疆卡拉贝利
水电站 3 台机组实现了“一日三投”的
发电目标。
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是 2015 年
国家 172 座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也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十二
五”期间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电站
总装机容量 70 兆瓦，水电五局机电安
装分局承担了该电站压力钢管制造、
安装及厂房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任务。

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是克孜河
流域的控制性工程，将有效控制克孜
河洪水灾害，使克孜河下游南疆重镇
喀什市的防洪标准从目前的 5 年一遇提
高 至 50 年 一 遇 ， 可 有 效 缓 解 喀 什 地
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两地州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图木舒克市能
源、电力不足的矛盾，对实现农牧业
增效、增收，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
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杜 鑫）

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首台机组上水成功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9 日，经过 3
年的建设，由水电十四局承建的山西
省中部引黄水源工程在忻州市保德县
迎来首台机组上水，标志着山西中部
引黄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沿线
320 万老区人民即将用上黄河水。
据悉，山西中部引黄工程通水后

能有效缓解山西省广大地区的旱灾困
境，切实解决山区劳动人民“靠天吃
饭”的窘况，促使山西省不再受“水
问题”困扰，为工业、农业、经济的
长远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也更好地
实现了华夏母亲河黄河水的联合调
度、优化配置。
(周双雄 潘文娟)

黄登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本报讯 1 月 1 日,由昆明院勘测设
计、水电十四局等单位承建的黄登水电
站 4 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
电站全部机组实现投产发电。
黄登水电站位于云南省兰坪县境
内，采用堤坝式开发，以发电为主。电站
装机容量为 190 万千瓦，年发电量 85.7
亿千瓦时。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619 米，
库容为 15.49 亿立方米。黄登水电站 203

视觉新闻

12 月 31 日，水电七局参建的雅
康高速公路全线建成并试通车运
营，从而结束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州府所在地康定市不通高速公
路的历史。
雅康高速全长约 135 公里，起于
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向西经天全
县、泸定县，止于康定城，是成都
平原连接甘孜藏区进而通往西藏的
重要通道，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四
川雅安至新疆叶城的重要组成部
分。开通后，从成都绕城高速出
发，3.5 小时就可以到达康定市，时
间缩短近一半。该项目桥隧比高达
82%，是目前全省乃至全国桥隧比最
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之
一，“被称为云端高速”
。

米世界最高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施工
中，创造了智慧碾压新技术和碾压混凝
土重力坝取芯世界新纪录。电站建成后
在系统中承担腰荷、调峰和调频任务，
除向云南电网送电外，还担负着“西电
东送”的任务。截至目前，黄登电站 4
台机组全部顺利投产发电，且各机组运
行稳定，各项参数指标优良。
（倪元景 昆明院）

巫山 195 兆瓦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本报讯 1 月 4 日，重庆工程公司承
建的巫山县三溪两坪 195 兆瓦光伏发电
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重庆工程公司承建的巫山县三溪两
坪 195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位于重庆市巫
山县境内，建设场址范围覆盖两坪乡、
三溪乡、骡坪镇等三个乡镇，平均海拔
950 米 ， 气 候 、 运 输 条 件 差 ， 施 工 用
水、材料资源匮乏，是典型的山地光伏

图为雅康高速始阳天全河大桥
形象。
李俊敏 摄影报道

发电项目。
该项目占地 5200 多亩，总投资为
14 亿元人民币，不仅是目前重庆市最
大的光伏发电项目，更是重庆市巫山县
光伏扶贫的重要项目之一。该项目预计
2019 年 3 月底所有机组并网发电后，年
发电量将达到 1.72 亿千瓦时，每年为巫
山县财政带来两千多万元税收。
（熊亚军 何茂珠 董 静）

100 亿 千 瓦 时 背 后 的 故 事 ……
（上接第一版）
不仅仅是在南欧江，在尼泊尔上
马相迪 A 水电站，在“四位一体”组织
管控模式下，即便是遭受 8.1 级大地震
和印尼边境口岸关闭双重考验，仍用
时不到 4 年时间投产发电，而就在距离
上马相迪项目下游 20 公里处，一座规
模相当，由德国企业开发建设的水电
站耗费了近 9 年时间才发电。
但对于海外投资项目来说，建成
投产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接下
来的 20 年～40 年的运营期，确保电站
稳健运营，保障投资回报收益则成为
了第一要务。
为此，在海投公司召开的 2017 年
度电力生产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在
各发电企业建立“两位一体”运营组
织管理模式理念。这一管理模式是以
运维合同为基本依据，坚持电力生产
运维和电力营销并重的工作理念，强
化对“电量、电费、安全、效益、责
任”五大要素的全面管控，通过将投
资方和运维方的生产经营目标有机融
合，全员构建主动、担当、执着的运
行价值观，建立高效一体化的管控体
制机制。
在此模式下，两年来，各发电公
司生产组织体系逐步优化，工作流程
提速增效，安全监督保障到位，精益
管理全程实施，业务水平持续提升，
对标管理有效开展，评先树优考核落
地，信息化手段不断强化，助推着电
站稳健运行，发电综合效益日益显
现，最终迎来了 2018 的完美冲刺。
2018 年，卡西姆电站突破 75 亿千

瓦时、南欧江一期突破 14 亿千瓦时、 月月均超额完成 PPA 合同电量，完成
甘再水电站突破 5.41 亿千瓦时、南俄 5
年度计划发电量的 114%，PPA 合同电
水电站突破 5.07 亿千瓦时、上马相迪 A
量的 116%。
水电站突破 3.65 亿千瓦时，均刷新历
史新高。
从互信到共识，构建人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电力营销
类命运共同体
是电力投资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海投
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最核心工作之
2018 年的岁末，25 岁的学霸穆巴
一。“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危机意识，
沙又火了一把。以穆巴沙为主人公的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决策。”在 2018
《我的一带一路故事》 在新华社海外客
年的电力生产经营工作会上，海投公
户端重磅推出，引起强烈反响。为穆
司总经理杜春国说。
巴沙“造星”的背后，是他所在的巴
在公司专门成立电力营销委员
基斯坦“明星工程”卡西姆港燃煤电
会，运营部门与前方无缝对接的同
站，正源源不断为全巴注入约 10%的优
时，各发电公司坚持一站一策、全员
质电能，每年为 400 万户家庭带去光明
营销理念，全力推进电费回收工作，
和温暖。
确保颗粒归仓。
对于外籍员工来说，电站就意味
南欧江一期成立电力营销部，加
着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宽广的人生舞
强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高层沟通，构
台，对于发电公司所在国来说，电站
建“兵对兵、将对将”的营销结构
就意味着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澎湃
网，环环紧盯、步步为营，形成全方
的动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位、全时空的电力营销工作机制，超
对于有着 20 年～40 年运营期的海
额完成年度电费回收计划的 102.4%。
外投资电站，大力推进跨文化管理，
卡西姆发电公司面对国际煤价波
有效实施属地化经营，这是投资项目
动大，送出线路、电网故障频发，货
能够得到所在国政府民众理解、支持
币兑换不及时，非传统安全风险加大
与信赖，确保投资项目稳健有序运行
等不利因素，加强煤炭采购管控力
的基本路径和前提条件，更是中国电
度，加大对送出线路的巡查维护和清
建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一
洗，与巴国家电力公司建立日常联系
带一路”倡议原则，践行义利相兼、
对接机制，缩短电费回收周期，持续
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彰显出的
做好电价核定和电费回收工作。
“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中国胸怀，诠释
上马相迪 A 水电站面对枯水期上游
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国行动，
来水量较去年同期总体偏小的不利形
汇聚起“众行者易趋”的中国力量。
势，管好水库每一滴水，最大限度发
因此，海投公司确立了“全球绿
挥水资源利用率，将“度电必争”的
理念落实到生产营销的每一个环节， 色清洁能源的优质开发者，项目属地

经济社会的责任分担者，中外多元文
民们修了路、架了网、建起了学校、 谊之花，领略花香芬芳，共享友谊魅
化融合的积极推动者”的企业定位， 诊所、沼气池和引水系统，让这里的
力，这已成为国与国之间互利共赢、
各发电公司与当地政府民众，合作互 “生活配套”远近闻名，散居在周围山
携手同行的美好写照和典范。
鉴，以心相交，遵守法律法规，尊重
里的民众陆续聚集到这里。几年的时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
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关注民生
间里，人口数量翻了三番，南汀村也
其壮阔。100 亿千瓦时是一个节点，也
改善，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成了周边最富裕的村庄，现已成为一
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昭示着中国电建
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
个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
。
推进海外战略实施的光明前景，它砥
界。中国电建人的智慧与担当，给世
“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 砺着中国电建加快转型升级的铿锵步
界人民带去了光明、温暖和富足，结
富裕一方百姓，改善一方环境，传承
伐，它倾注着中国电建构建人类命运
下了深情厚谊，一切都在发生着美丽
一方文化，培养一批新人。”这是中国
共同体的美好期盼，也必将激励鼓舞
的嬗变。
电建走出去的初衷，更是一份沉甸甸
着中国电建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勇
一个设计的改变。在老挝南欧江
的责任和情怀。
于担当，开拓进取，为高质量稳步建
畔，自今还流传着一个一百亩“电建
江河壮丽，山高水长。大坝耸
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质量效益型世界
稻田”的故事，每当老村长讲起这个
立，厂房巍峨。用真诚和汗水浇灌友
一流综合性建设投资集团而不懈奋斗！
故事，都会伸出大拇指，由衷地说一
声:POWERCHINA，very good!这是因
为中国电建把原本用来修建营地的 100
亩稻田，经过反复讨论后，修改了设
计专门为村民保留下来，还专门修建
了水泥灌溉沟，确保稻田旱涝保收，
而营地则修建到了附近的半山坡上。
老村长感动地把这块稻田叫做“电建
稻田”
。
一个人的改变。在甘再水电站，
柬埔寨籍员工 Nychom Nan，已在中国
电建投资的这座水电站工作了 10 年。
10 年里，他勤练技术、苦学中文、娶
妻生子、建房买车，人生的轨迹和家
族的命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他说，
因为大坝，他来到了中国企业，因为
中国企业，他喜欢了中国和中国文
化。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
字“钱喜华”，要载上幸福，出发！
一个村的改变。7 年前，南俄 5 水
电站发出的电，让大山深处的南汀村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海投公司供稿
第一次点亮了灯光。中国电建还为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