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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工作让我收获
很多，感谢中国师傅耐心传授我
专业的种植知识和技术，将来我
也要开个像这样的农场。 ”

———安哥拉公司员工安东尼

我与“一带一路”

安东尼：安哥拉的种植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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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荀卫东 徐飞

当地时间 8 月 19 日， 由中国能建葛
洲坝集团承建的巴基斯坦 Mohmand 水电
站项目 1 号导流洞顺利进入洞室开挖，标
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快车道”。

项目位于开普省斯瓦特河畔，是巴基
斯坦“旗舰工程”，总装机容量达 80 万千
瓦， 建设高峰期将创造近 6000 个就业岗
位。 机组全部投产运营后，年平均发电量
将达 28.62 亿千瓦时， 能为当地民众每年
提供 1.4 亿立方米饮用水， 年经济效益近
25.8 亿人民币。

属属地地化化管管理理助助力力疫疫情情防防控控

“自 2019 年 6 月项目开工以来，半
年内相继实现营地建设、 首次爆破等重
要节点。 今年初， 正当项目团队干劲满
满地准备推进永久道路开挖、 关键线路
导流洞开挖等工作时， 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施工节奏。 ” 项目经理
陈永健介绍道。

保障安全是工程建设的基础，项目团
队迅速形成了“高度警惕，严密防控”的共
识，实施网格化管理，组建起“4+1”专责小
组，政策宣传组、疫情防控组、物资保障
组、 疫情督导组和网格化管理组各司其
职， 开展了一系列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有
力保障了项目安全，为复工复产打下良好
基础。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现
场施工逐渐恢复， 此前因巴方劳务人员
流失形成的人力缺口亟需填补， 项目部
结合实际情况， 迅速制定了巴方劳务人

员招聘方案。
在当地， 项目部通过推动属地用工、

修建公益水井等举措积累下良好口碑，再
加上合理的招聘条件，招聘活动进行得十
分顺利，短时间内大批新成员的加入也对
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项目部总结前
期防疫经验，完善管控措施，将属地化管
理与常态化防疫相结合，大大提升了防疫
复工效率。

巴籍营地医生 Adnan Amir 与部分巴
籍员工组成专责小队，承担起招聘活动疫
情防控的重要工作。 招聘活动准备期间，
小队成员提前联络当地具有核酸检测资
质的机构，利用属地优势精准识别应聘人
员是否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提高工作效
率，节约检测成本。

“请大家排好队，相互间隔一米，戴好
口罩，不要近距离接触。 ”由于应聘人员较
多， 为防止交叉感染，Adnan Amir 在招聘
现场耐心地提醒大家佩戴好口罩，并详细
记录下每个应聘者的体温。 在中巴员工的
共同努力下，属地化管理与常态化防疫效
果叠加，项目建设平稳有序。

与与时时间间赛赛跑跑确确保保如如期期履履约约

Mohmand 项目履约本就具有施工强
度大、节点密集、工期紧张的特点，疫情又
对施工计划造成影响，如何抢回滞后的进
度成为重要挑战。

“根据计划，办公楼建设共需投入21名
中方员工，目前缺口11人，现向各职能部门征
招突击队员参与办公楼建设。 让我们一起
努力，尽早入住新的办公大楼，欢迎大家踊
跃报名。 ”3 月 24 日，为如期推进项目办公

楼建设，项目行政总监胡自强在项目交流
群发起倡议。

“计划管理部 2 名员工报名参加。 ”
“设备物资部 5 名员工报名参加。 ”“安
全管理部 3 名员工报名参加。 ” 群内报
名信息一条接着一条， 不到一分钟，就
组成了一支 31 人的办公板房安装青年
突击队。

建设过程中，青年突击队不仅发挥了
青春能量与拼搏精神，更展现出团结一心
的凝聚力与良好的组织能力，队员们按照
分工有条不紊地推进框架搭建、 墙体安
装、水电安装等工作，于 4 月 12 日提前完
成了办公楼封顶工作。

6 月，随着项目交通洞、导流洞等永久
工程陆续开挖，施工节奏明显加快，项目
部全体管理人员下沉到施工一线，参与开
掘工作，缓解现场人员紧缺情况。

洞室施工不仅要克服复杂的地质条
件，还要解决施工环境温度高、混凝土温
控难度大等问题。 “工期再紧，节奏再快，
质量把控上也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施
工前，陈永健如此强调。

为保障施工质量 ， 项目部改造升
级了拌合站制冷系统 ， 调整施工时
间， 将喷射混凝土等工作安排在夜间
或早晨进行， 并依据不同围岩等级设
计洞身支护方式 ， 顺利解决了地形 、
施工环境、 混凝土温控等难题 ， 确保
按时高质量履约。

截至目前，Mohmand 项目已完成导
流洞出口明挖 491775 立方米，导流洞出
口网片安装 12750 立方米 , 右岸进场道
路路基开挖 480250 立方米，交通洞洞挖
及相应支护 222 米， 项目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

■特约通讯员 丁佳丽 曹政 衣井友

随着通信技术不断发展，不同地区
居民形成了不同的通信习惯 。 在菲律
宾，民众尤其偏好使用手机短信进行交
流，“短信之都” 的称号也因此流传开
来。 在当地越来越发达的通信网络中，
也凝结着中国企业的贡献。

近年来 ，中国能建东电一公司 （以
下简称“东电一公司”）、广东院不断加
快 “走出去 ”的步伐 ，持续拓展海外非
电业务市场，深度参与菲律宾通信网络
建设 ，以 “中国速度 ”助力当地通信事
业发展。

发挥优势 力保工期

2019 年 7 月 8 日，中国电信参股的菲
律宾 Mislatel 公司成功获得 CPCN 电信运
营牌照， 成为菲律宾三大电信运营商之
一，围绕其开展的第三块电信牌照通信网
络项目也随即启动。 东电一公司、广东院
组成 NEPC&GEDI PTO 联营体项目部，
承接了包括站点建设、设备安装、机房建
设、外线工程、站址获取、土壤检测在内的
全产业链任务。

“‘先本领，后规模’，这是菲律宾网信
业务的发展方针， 也是项目部成员的共
识。 在将近一年的工作中，项目部不断磨
练自身能力， 依托专业优势拓展业务规
模，相继完成了 Mindoro 区域所有换塔站
点交付、北 NCR 区域屋顶站建设等工作，
顺利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 ”项目经理夏

禹介绍道。
过硬的专业素质与良好的应变能

力确保了项目部能够高效应对各类突
发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项目部多
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并迅速转
变工作方式，启动“云办公”模式，通过
网络会议、在线文件协同等方式 ，保障
了客户交流、项目投标、执行策划等工
作稳步推进。

今年 5 月， 项目部成功中标南吕宋
区接入网监理服务项目， 但国内监理团
队因出入境限制无法前往菲律宾开展工
作。 项目部及时优化方案， 调整人员安
排，加大服务人员本地化比例，理顺国内
外协同办公流程。 国内团队与菲律宾团
队虽未谋面，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共同推动项目高效运转。 截至
目前， 身处国内的后台监理团队完成了
近千份基础监理工单， 菲律宾一线工作
团队完成现场工序检查 800 多项， 在非
常时期保障正常履约， 获得了业主方的
好评。

属地管理 共建共赢

由于项目的建设规划有别于菲律宾以
往的通信项目，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
无到有的突破， 让规划图上的一个个站
点，迅速转化成一座座点亮的基站，织成
一张能够服务菲律宾人民的通信网络。 这
样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尤其需要中菲员工
共同努力。

“加强属地化建设是项目部一直

以来的重点工作之一 。 作为整个项目
的一线指挥部 ， 马尼拉中心项目部属
地员工比例超过 40% 。 通过体系完整
的培训计划 ， 属地员工迅速熟悉了工
作，在项目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
夏禹介绍道 。 属地化管理加深了中菲
员工之间的友谊 ， 也让菲律宾员工与
当地居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项目对于
改善菲律宾通信服务质量 、 降低沟通
成本的意义所在。

菲籍工程师 Jomer 是一名有着 3 年
工作经验的土建工程师，加入项目部后，
项目建设难度一度令他感到惊讶。“按照
交付目标， 项目团队需要在半年时间内
完成菲律宾以往超过两年的基站开工建
设量。我曾经对如何按时完工充满疑惑，
直到亲身体会了站点建设“流水作业、海
量交付”模式，了解了项目同事的专业素
质、拼搏精神后，我便认定，奇迹将在这
里发生。 ”依靠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这
一高难度工程顺利完工，Jomer 也在实践
中成长为具备全面项目管理能力的跨专
业工程师。

“项目团队始终秉承‘干一项工程、树
一座丰碑、交一方朋友、拓一片市场’的理
念， 能为菲律宾通信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大家都很自豪。 今年是项目建设关键年，
虽然面临疫情等困难，但中菲员工携手同
心，迎难而上，确保项目稳步推进。 下一
步，项目部将再接再厉，以更高的要求、更
强的信心和更积极的姿态推动项目建设，
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的答卷。 ”夏禹自信
地说。

本报讯 9 月 1 日， 中国能建广
西工程局中标肯尼亚道路升级沥青
路面和维护项目。 该项目位于肯尼
亚扬扎省尼亚米拉郡， 将升级和维
护总计 33 公里长的道路。项目建成
后，将对恢复当地交通系统，完善公
共区域道路与配套设施建设起到重
要作用。 （王荣梅）

本报讯 9 月 9 日， 中国能建湖
南火电中标迪拜 950 兆瓦光热光伏
混合型电站项目 PT 化盐服务工
程。 该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光
热+光伏综合电站项目，采用“一塔
三槽+光伏”太阳能发电组合。 项目
建成后， 可实现 24 小时运营发电，
为该国 32 万户家庭提供绿色能源，
每年可减少 160 万吨碳排放量，是
迪拜 2050 年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王瑶）

本报 讯 近日， 中国能建天津
电建签约伊拉克米桑油田 132 千伏
电网北线总承包项目。 该工程位于
伊拉克米桑油田区域内， 天津电建
负责设计、采购、施工、调试等全部
工作，包含 60 公里线路及 4 个变电
站。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米桑油
田北线井场的电力供应现状， 助力
油田增产。 （陈雨 ）

本报讯 当地时间 9 月 3 日，由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印尼巴
比巴卢燃煤电站项目 1 号机组移交。
该项目的建设，有效缓解了西加里曼
丹岛的电力供应紧张情况，为当地创
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张亚琦）

本报讯 当地时间 8 月 28 日 ，
由中国能建广东火电总承包建设
的约旦阿塔拉特油页岩电站项目
1 号机组首次实现油点火成功。 该
项目是全球最大的油页岩电站，建
设 2 台净出力 23.5 万千瓦循环流
化床汽轮机空冷发电机组。项目投
产后， 预计年发电量达 37 亿千瓦
时， 可以满足约旦 10%-15%的用
电需求。 （吴苏珊 犹访修）

本报讯 当地时间 8 月 25 日 ，
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
的巴基斯坦 SK 水电站项目引水隧
洞主通道 A7a 支洞顺利贯通，标志
着电站引水隧洞支洞全部贯通。该
项目位于巴基斯坦开普省，电站总
装机容量达 87.3 万千瓦， 是迄今
为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绿地投资的
最大水电项目 ，也是 “中巴经济走
廊”第一批优先项目清单中的重点
项目。 （王彤 汪龙 ）

本报讯 当地时间 8 月 28 日 ，
由中国能建湖南火电承建的柬埔
寨 20 万千瓦重油天然气双燃料
电厂项目升压站受电一次成功 。
该项目位于柬埔寨干拉省列威艾
县 ， 是迄今为止柬埔寨最大的双
燃料电厂。 （潘尚斐 ）

本报讯 当地时间 9 月 3 日，由
中国能建广西院勘察设计、葛洲坝集
团承建的老挝会兰庞雅下游水电站
正式下闸蓄水。 该电站是一座以发
电为主的坝后式水电站，控制流域面
积 380 平方公里， 水库正常蓄水位
198 米，最大库容 7390 万立方米，总
装机容量 1.5 万千瓦，建成运行后将
为老挝南部四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优质能源。 （常飞 伍杰添）

哨声响亮 建设正忙
■特约通讯员 温晖

清晨的阳光穿透云层，在“欧洲粮
仓”潘诺平原点染出一幅灿烂的画卷，
当地时间 8 月 18 日，由中国能建天津
电建承建的塞尔维亚潘切沃 16 万千
瓦联合循环电站项目现场， 作业人员
一大早就列队整齐， 为实现汽轮机扣
盖这一关键节点做好准备。

“嘟———嘟———嘟———”
项目汽机主任石晓琳核对时间

后，吹响了开启作业的哨声，时针指向
上午 8 点，建设者们纷纷忙碌起来。

汽轮机扣盖程序繁琐复杂，要求精
细严格，基础验收、台板就位、轴系找中
心等各项工作，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汽机房内，工器具盘点、上缸人
员着装检查一经完成， 安装工潘英东
就开始了“大扫除”，他小心翼翼地拆
除汽缸内各种临时堵头， 仔细检查键
槽、疏水孔、各类仪表安装孔，确保各
部件畅通无杂物。

2个小时的清缸工作结束， 潘英东
抬头擦了擦汗水，望向老搭档汽机安装
组长宋传璐，“老宋是天津电建的‘优秀
工匠’，实战经验丰富，他的手就像‘钳
子’一样，能把隔板摆弄得服服帖帖。 ”

汽缸上的宋传璐就像一位 “舞
者”，沉稳而有节奏地抓住每个即将落
入安装位置的下隔板，缓慢调节、旋转
位置， 对键槽、 压板位置进行精确标
记，一切确认无误后，“听话”的下隔板
稳稳落入安装位置。 不到 5 个小时，所
有下隔板、部套全部安装完成。

“嘟———嘟———嘟———”
半天过去了，现场作业节奏也渐渐

加快。 “转子开始吊装！ ”项目经理温顺
利下达命令，石晓琳的哨声再次响起。

早已做好准备的起重工于学友
缓缓吊起转子，将其稳定在半空中，
一旁的潘英东用压缩空气将转子表
面清扫干净， 安装工马国志将颈轴
两端用框式水平校平， 几个人配合
默契，稳稳地将转子吊入汽缸。

“嘟———嘟———嘟———”
石晓琳的哨声逐渐密集起来，于

学友心领神会， 跟随哨声将吊车行至
汽缸正上方，先调整好行车位置，再瞄
准上缸孔将导杆缓慢落入，5 秒、1 分
钟、3 分钟……在场人员屏住呼吸，等
待着大盖降落的声音。

“哐”的一声，大盖终于落下，大
家随即欢呼起来，石晓琳则显得颇为
冷静，抓紧时间清点，确保工器具与
总清单一致，把好最后一道关。

“嘟———嘟———嘟———”
最后一声哨声终于响起，此时已是

晚上 10 点，14 个小时的奋战迎来胜
利， 也宣告着汽轮机扣盖这一里程碑
节点顺利实现。

“潘切沃项目是塞尔维亚重点能
源建设项目，今年正值施工高峰期，施
工进度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面
对困难，项目部团结一心，克服了高温
天气作业、人力紧缺等困难，保障项目
高质量履约。 ”温顺利自豪地说。

截至目前， 潘切沃项目施工进度
已完成 78%，即将迎来锅炉水压、厂用
受电等关键节点。

新闻特写

■特约通讯员 曾素兰 赵馨

在本戈湾畔的广袤平原上， 环抱着中
国能建广西工程局安哥拉公司 （以下简称
“安哥拉公司”） 巴亚营地的一片片田地生
机盎然，瓜果蔬菜长势喜人。

一大早，非洲小伙安东尼就忙得不亦
乐乎，他时而蹲下查看蔬菜的长势，时而
提桶浇水施肥， 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季打
基础。

今年28 岁的安东尼是安哥拉公司农场
种植区的一名属地员工， 来自当地的一个
小山村。 “我的家乡虽然有大量可以耕种的
土地， 但村民们普遍缺乏农业知识和耕种
技术，不知道种什么、如何种。 大家平时吃

的都是自然生长的香蕉、木薯，大片可耕土
地就这样荒废了。 ”谈及家乡的情况，他唏
嘘不已。

三年前，在朋友的推荐下，安东尼来
到安哥拉公司巴亚营地农场种植园 ，跟
随中国师傅学习耕种技术 。 这片生态
农场凝结着公司员工的汗水与期待 ，
2005 年，第一批中方员工入驻营地，为解
决当地蔬菜种类单一的问题，建设者们在
一片盐碱湿地中开辟出农场，经过数年的
开垦、耕作，农场面积达到 420 亩，种植菜
品数十种，不仅满足了中方员工“舌尖上
的期待”， 还将专业的种植技术带给了当
地居民。

刚到农场时， 安东尼只能完成简单的
浇水工作， 看到青翠欲滴的黄瓜叶子上冒
出了黄色斑点，他还误以为是缺水所致，只
顾一个劲儿地浇水，结果叶子更黄了，还出
现了倒苗的问题。 直到中国师傅告诉他这
是黄瓜得了角斑病， 并耐心地教授他配比
磷肥和钾肥的方法，他才恍然大悟。 一番追
肥剪苗后， 奄奄一息的黄瓜藤渐渐恢复了
往日的生机， 安东尼也掌握了给黄瓜 “治
病”的妙招。

一两场雨过后，田里的玉米苗齐刷刷地
露出青嫩的小脸， 待到一簇簇的幼苗抱团，
越长越密，农场种养员开始手把手地指导安
东尼间苗。看着长相讨喜的小芽儿被“狠心”
拔掉，安东尼百思不得其解，直到间苗后的
苞谷拔节生长， 蓬勃舒展的叶子随风舞动，
金灿饱满的玉米丰收在怀，他终于明白了中
国师傅拔掉良莠不齐的杂苗，留住最好那一
棵的初衷，“舍不得苗，抱不住飘”也成了他
常挂嘴边的口头禅。

开荒填沟、除草整形、挖坑培土、植苗
施肥， 如今的安东尼已经成为了能够独当
一面的“种菜高手”。

今年春耕时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农场的种子用完后无法及时从国内引
进，安东尼依照中国师傅传授的传统农产
品种植“土方”，尝试留存蔬菜种子。 他从
长成的丝瓜中挑选出十来个品相好的，任
它们继续生长，待其自然老去后，摘下晒
干取出种子。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很多丝瓜种
子，剩下的瓜瓤还可以用来洗碗刷锅。 ”谈
起种植的“门道”， 安东尼滔滔不绝，“种植
蔬菜讲究‘三分种，七分管’，技术要到位，

照顾要周到。 ”
尝到甜头的安东尼用同样的方法成功保

留住了农场辣椒、玉米、南瓜等种子，解决了
疫情期间蔬菜种子采购困难的问题，为保障
“菜篮子”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面对大家的赞美， 他说：“在中国企业
工作让我收获很多， 感谢中国师傅耐心传
授我专业的种植知识和技术， 将来我也要
开个像这样的农场。 ”

东方破晓，夜幕褪去，又是一天早晨，
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的安东尼与同事们
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在日渐葱茏的农场
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中方员工与属地
员工共同耕耘，分享喜悦，追逐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