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山在施工现场检查设备。 张宗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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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工作很美好，我学
到了本事，改善了全家的生活。我希
望将来能有机会到中国， 乘坐中国
高铁，品尝中国美食。 ”

———印尼爪哇 7 号电厂运维项
目属地员工阿山

我与“一带一路”

新闻特写

阿山的中国缘

■特约通讯员 杜万军 丁佳美

“完成了，顺利完成了！ ”随着显示屏
上的绿色信号灯亮起，“受电成功”的通报
传来，守在对讲机前的建设者们激动地欢
呼了起来。

当地时间 10 月 13 日， 由中国能建东
电一公司负责总承包管理和施工的伊拉
克萨拉哈丁 2 台 63 万千瓦燃油气电站项
目（以下简称“萨拉哈丁电站”）2 号机组厂
用电受电一次成功，向工程投产创迈出了
关键一步。

萨拉哈丁电站位于萨迈拉市东南底格
里斯河北岸,当地极限最高气温达 51 摄氏
度，最低气温仅零下 3 摄氏度，而且常年
烈日曝晒、雨量较少，施工环境艰苦，土建
管理和安装的同步协调难度较大。

“要保质保量如期建设好电站，以高品
质项目回报业主和伊拉克人民的信任。 ”
项目经理李国波一再强调，“条件再艰苦，

也要保障履约进度和工程质量。”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项目部面

临防疫、保产的双重压力。 在李国波的带
领下，项目部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按
三个月使用库存储备生活物资和防疫物
资，现场中国员工外出、返回现场一律采
取隔离措施，日常的文件交接采用线上远
程方式进行。

切实有效的防疫措施和保产计划为项
目全面复工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受到航班
中断的影响，现场施工力量短缺成为必须
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细致的讨论、研究，项
目部制定了“两班倒”错时作业机制，合理
调整现场人员，同时组织技术骨干加强技
术攻关，提升施工效率。

厂用受电节点近在眼前， 现场施工
压力加大， 团队成员自发投入难点工程
施工行列，支援工地施工。电气专业动力
电缆敷设难度大，项目经理、机关工作人
员主动顶上， 各工地管理人员也承担起

协助回填锅炉、 帮助物业进行生活物资
倒运等工作。

每天，黎明的晨光破开云层时，就能看
到工地火热的建设景象，傍晚落日余辉洒
下， 仍能看到施工人员井然有序地忙碌
着。 错时作业制的实行，以及建设者们的
团结努力，将一个个难题消解在白天与黑
夜之间，保障了项目如期履约。

8 月至 10 月，仅用 47 天时间，项目部
先后完成了 2 号锅炉水压试验、2 号机组
厂用受电重要施工节点。 业主方每次到现
场调研时，都会竖起大拇指点赞，脱口而
出的“Good”，显示出对项目团队严谨的工
作态度和不畏艰难的工作精神的认可。

“路虽远行则至，事虽难做则成。建
设国际精品电力工程的路还很长，我们
相信一定能够在底格里斯河畔这片蔚
蓝的天空下，不负重托和期待 ，交上一
份合格答卷。 ”李国波对工程顺利投产
充满信心。

萨拉哈丁电站来电了

■特约通讯员 杨慧 葛贤俊

在由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二公司承担
的印尼爪哇 7 号电厂检修运维任务工作
现场， 常能看见一个印尼小伙子拿着红
色笔记本走走停停、边看边记，认真得就
像一个备考的学生。 有时，汗珠“不争气”
地掉落在纸上，他才意识到现场的湿热、
高温，用手擦了擦脑门的汗水，享受扯动
衣服带来的片刻风凉， 就又拿起笔来继
续记录。

“这是我的好徒弟，阿山。 ”电气专业工
人杨汝峰介绍道，脸上透着欣赏与骄傲。

去年 8 月，21 岁的阿山还在为生计四
处奔波，由于家境困难、就业机会稀缺，家
里 4 口人都靠打零工赚到的钱过活。 一次
偶然的机会，在得知安徽电建二公司印尼

爪哇 7 号电厂运维项目正招聘员工后，他
满怀期待地投递了简历，并最终被录用。

项目属地用工比例高， 施工现场有
200 余名印尼籍员工与中方员工并肩奋
战，为帮助属地员工尽快掌握技能、熟悉
业务，项目部建立了“师带徒”培养机制。

从此， 阿山就每天跟在杨汝峰身后，
师傅进行设备解体工艺操作，他就在旁边
认真记录、仔细琢磨，学习检修运维专业
知识。 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出入现场时，随
身必带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边看边写。 意
识到语言差异是工作的一大障碍后，他在
学习技术之外， 把设备运行的各项指标、
消缺项目等拗口又难解的专业名词，一一
记在了本子上。

师傅是领路人 ， 笔记则是温故知
新、提升能力的好帮手。 不久之后，阿山
就掌握了“活动扳手”“斜口钳”“一字螺
丝刀 ”等工器具类中文词汇 ，并不停地
向中国同事请教准确发音。 为了迅速提
高中文水平 ，掌握更多专业知识 ，他给
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 每到夜深人静，
他顾不上歇息 ， 就开始对照字典学中
文，研读管理文件。

腿脚勤快、 聪明好学的阿山进步很

快，也深受师傅和同事的喜爱。 一天，杨
汝锋在检查 C1A 尾部照明整体不亮缺陷
时，有意考验他的基本功：“阿山，来查查
设备是哪里出了问题？ ” 阿山拿起万用
表，仔细检测照明开关处电源电压，确认
没问题后，发现 C1A 尾部有动土的痕迹，
于是用摇表摇了摇这段线路， 指着动土
的地方，用中文说道：“这地方，不好。 ”师
傅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高兴地说：“这
徒弟，没白教。 ”

项目部重视人才属地化管理， 对属
地员工定向培养、考核激励，表现优异的
阿山短短半年就成长为了一名电气专业
工作负责人， 带领班组独立开展检修工
作。 今年上半年，他配合项目部技术保障
组，编制了 200 张包含工作内容、工作标
准及安全注意事项的汉语印尼语双语培
训卡片。

8 月 15 日， 阿山在日常巡检中发现，
碎煤机楼 0 米 B 清水泵振动大，经过检查
确认，原因是电机轴承间隙过大。 跟随师
傅的钻研苦学和带班检修积累起的经验
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他仅用两个小时，就
独自完成了轴承更换，让设备恢复了正常
运行。 业主表扬他故障判断准、处理能力

强、解决问题效率高，他认真地说：“我有
一个很厉害的中国师傅，是他教会我的。 ”

“勤奋、好学、热情、谦逊，阿山一直都
是个好小伙。 ”家人朋友欣赏他的优秀品
质，也曾因担心这个年轻人被生活的艰辛
埋没而忧心忡忡。 在项目部，阿山抓住了
改变的机会，跟随中国师傅弥补着未能接
受系统性职业教育的缺憾。 如今，他成长
为了兼具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才，也
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盼。

“在中国企业工作很美好，我学到了
本事，改善了全家的生活。 这是我和中国
的‘缘分’，也是改变的开始。 ”回望一年多
来的时光和收获，阿山用上了刚刚学会的
中文词汇，谈及未来，他继续说道：“我希
望将来能有机会到中国， 乘坐中国高铁，
品尝中国美食。 ”

精细运维 护航胡布
■特约通讯员 温晖

“2020 年度全球特大型项目国际
工程管理大奖，我们捧回家啦！ ”

“运维、检修的同事还在项目一线
奋斗，为他们加油！ ”

11 月 1 日， 获得 IPMA 卓越奖铜
奖当天， 中国能建天津电建巴基斯坦
胡布 2 台 66 万千瓦超临界燃煤电站项
目（以下简称“胡布项目”）部的工作群
里，点赞、加油的信息不断刷屏。

“这种认可对项目团队十分重要，
尤其在运维工作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困难时期。 ”项目经理姚铁旺
说。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项目原来
360 余人的运维、检修队伍人员减半，
厂区仅剩 91 名中方员工和 91 名属地
员工。 项目部立即重新布置检修计
划，优化检修项目，确保项目运维、检
修照常进行。

今年 6 月 2 日，项目 2 号机组按计
划停机，现场最高温度超过 42 摄氏度，
湿度更是高达 80%以上，即使将汽机房
门窗都打开，也难以驱散热气。 凝汽器
内部、 炉膛内部被检修人员称为 “蒸
笼”，进入前都要做深呼吸调整气息。

停机就意味着要临修消缺，并做好
随时启机的准备，所有工作都必须“紧
凑有序、疾步行进”。 作为此次临修重
点项目，2 号循环水旋转滤网一侧滚轮
出现磨损，需要将旋转滤网解体，打开
循环水钢闸门， 用潜水泵抽干底部海
水， 再由检修人员下到底部检查磨损
原因。

“这项任务涉及大件吊装、潜水员
水下作业、有限空间、触电、淹溺等多
种风险，难度大、危险系数高，需要编
制专项方案。 ”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卢欣
介绍道。 项目部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编制方案、准备工具，并协调潜水员
清理设备底部 3 米深的贝壳和积沙。

“人少、活多、条件艰苦，但检修标
准不能降。 这是我们的口号，更是我们
的责任。 ”项目团队众志成城，顺利解
决了旋转滤网磨损等问题。

6 月 26 日， 两台机组终于如期并
网，启动后凝汽器真空、空预器漏风等
主要指标均优于修前， 空预器差压大
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

自 2019 年 8 月 17 日胡布项目投
运以来， 每年能够提供超过 90 亿千瓦
时的稳定电力，照亮 400 万巴基斯坦居
民温暖的家。 承担起运维重任的胡布项
目部检修人员，克服了高温酷暑、电网
不稳定、物流清关等重重困难，如期完
成各项工程节点，以扎实的专业能力和
一丝不苟的态度，用心守护着这颗闪耀
于中巴经济走廊的电力“明珠”。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中国能建总承
包建设的孟加拉国帕亚拉 2 台 66 万千
瓦燃煤电厂一期工程、 巴基斯坦中电胡
布 2 台 66 万千瓦燃煤电站项目分别荣
获 2020 年度国际工程管理大奖———全
球特大型项目卓越奖银奖和铜奖。

胡布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
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 132 万千瓦，由中
国能建西北院、 天津电建联合体总承
包， 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投入商业运
行。 项目投运后，满足了当地 400万巴基
斯坦家庭的用电需求， 并创造出近 1 万
个就业岗位。

帕亚拉电站是孟加拉国在建的最
大燃煤电站， 本期建设 2 台 66 万千瓦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由中国能建
东电一公司总承包建设。 项目全部采
用中国技术和设备， 主机机型是目前
国内最先进的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 。
项目投运后， 对缓解孟加拉国电力短
缺， 扩大和深化两国电力领域合作具有
现实意义。 （李鹏）

本报讯 11 月 11 日， 中国能建葛
洲坝国际公司与越南建设贸易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越南金瓯 1 号 350 兆瓦海上风
电项目 EPC 合同。 该项目是目前越南
最大的风电项目， 建成后每年将新增
发电量约 11 亿千瓦时， 节约标准煤约
4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8 万吨，
显著改善整个越南南部地区电力短缺现
状， 缓和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
的矛盾。 （满运超 李恒谋 ）

本报讯 11 月 1 日 ，中国能建葛
洲坝集团签署蒙古国乌兰巴托至达
尔汗新建公路项目第五标段施工合
同。该项目是蒙古国重点基础设施工
程 ，项目全长 202 公里 ，共分为 5 个
标段。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高乌兰巴
托和达尔汗地区之间物流和客流运
输能力， 对于改善蒙古国交通环境 、
促进贸易畅通、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兴安 ）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0 月 27 日，由
中国能建广东院参与 EPC 总承包建设
的孟加拉国沙吉巴扎 33 万千瓦二拖一
多轴天然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取得最
终移交证书。 该项目是孟加拉国首批
利用中国出口买方信贷实施的电站项
目， 也是孟加拉电力发展委员会重点
发展的大型燃机联合循环电站。 项目
的建成， 有力缓解了当地供电紧张的
状态。 （邝华健 姜峰）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1 月 3 日， 中国
能建总承包建设的柬埔寨 20 万千瓦双
燃料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该电站是
柬埔寨目前最大的双燃料发电厂， 由中
国能建葛洲坝国际公司和葛洲坝能源重
工组成联营体总承包建设，华东院设计，
安徽电建二公司负责建安工程和辅机设
备采购工作。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均发电
量 17.5 亿千瓦时， 将有效缓解柬埔寨当
前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 （孙杰）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1 月 7 日 ，由
中国能建西南院设计的越南沿海二期
2 台 66 万千瓦燃煤电站工程 1 号机
组倒送电一次性成功。 该项目位于越
南茶荣省沿海区茶荣镇东南方 45 公
里处的发电产业园内， 是在中国 、马
来西亚和越南组建自由贸易区的背景
下实施的重大能源建设项目。 项目建
成后， 将解决困扰当地多年的电力短
缺问题。 （邓星星 ）

海外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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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刘梁皓月

从科威特城出发向西北行驶 40 多公
里至杰赫拉省穆特拉沙漠， 曾经弥漫黄沙
的无人区，正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当地时
间 10 月 20 日， 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
建的科威特穆特拉住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穆特拉项目”），比预定时间提
前 10 天完成第一批移交。

该项目是 “一带一路” 倡议和科威特
“2035 国家愿景”对接的重点民生工程，建
成后，将解决 40 万居民的住房问题。 本次
移交内容包含 12177 套住房的相关地块，
占项目整体移交工程量约 70%， 是项目履
约的重要部分。

“硬核”生产 中国速度获点赞

������作为中企在科威特承建的合同金额最
大的在建民生工程， 穆特拉项目部要在规
定合同期内完成 8 个街区约 7000 多万立
方米的土石方挖填，以及 3500 千米的地下
管网、520 万平方米的沥青混凝土路面、总
体积 65 万立方米的雨水收集系统、440 多
座变电站房建及装修等施工任务。

“项目施工面广、工序复杂、资源组织
难度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给现场施
工带来了很多困难。 ”项目总经理何柏森
介绍道。 项目部防疫、生产“两手抓、两手
硬”，实行“网格化管理”，筑起“安全防护
墙”，精细施工计划，优化激励机制，为项
目履约按下“生产加速键”。

无人机镜头下，热闹的工地机械轰鸣、
人头攒动，挖沟机硕大的钻头强劲转动，挖
出一道道笔直的管沟， 勾勒出新城未来的
城市管道系统；400 多座“阿拉伯风”的变
电站星罗棋布， 为新城电力供应编织出密
集的“电力输送网”；装备齐整的中外员工
在各个施工点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为建好
工程挥洒汗水。从 500 米的高空俯瞰，项目
8 个街区的轮廓已清晰可见， 一座现代化
的美丽新城即将建设完成。

“硬核”的防疫生产举措，4000 多名中
外员工的共同努力， 成就了提前 10 天移
交工程的 “中国速度”。 在项目移交仪式
上， 科威特住房福利署代表法德尔称赞
道：“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做了很多工作，
经历了很多困难，项目今天的移交成果来
之不易。 ”

集智聚力 “海绵城市”出国门

提前移交需要优秀、能打硬仗的团队，
打造美丽街区的基础则是先进、 绿色的技
术、工艺。 在穆特拉项目部，有一支平均年
龄不到 28 岁的青年工程技术团队，他们有
热情、有活力、有冲劲，不断钻研新技术、新
工艺，为建设绿美新城贡献力量。

穆特拉项目在科威特首次引进了 “雨
水收集系统”，既方便排水、节约水资源，又
能过滤有害物质、改善地下水环境，是打造
绿色、环保的“海绵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之一。

“项目总共要建设 52 个 ‘碎石渗透
桩+泵站’超大型雨水渗透池，单个渗透池
模块体积就达到了 2 万立方米， 加之当地
地质条件错综复杂，疫情期间物资运输、工

作沟通不畅，施工难度着实不小。 ”工程技
术团队负责人李朝辉介绍说。

项目团队“摸着石头过河”，持续加强
技术攻坚，通过校企联动，与科威特大学进
行科研合作， 开展沙漠地区大面积雨水收
集和渗透系统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沉淀了
大量属地化科研成果， 并最终将成果动态
运用于实际施工中，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在施工管理上， 项目团队每天深入现
场，动态获取渗透试验、地勘成果，并以此
为依据，建立起雨水收集系统工作日报、周
计划、月总结的工作机制，加快工作推进节
奏。同时，采用视频、邮件、电话等形式定期
与外籍工程师、监理工程师交流探讨，征求
各方意见，汇集各方经验，确保新技术的应
用契合项目实际情况。

“我们努力将‘海绵城市’的施工经验
带出国门， 在当地沙漠中建起一座绿色新
城，相信汇聚了项目团队智慧的先进技术，
将极大助力新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何柏
森充满信心地说道。

匠心筑梦 新居质量有保障

过硬的质量是工程建设、 项目履约的

基础，这尤其需要坚定的信念、完善的质量
管理体系和一丝不苟的匠心。

项目大会议室“荣誉墙”上，一张张证
书和奖状彰显着项目部的付出与成绩。 在
北京市质量管理协会 QC 成果发布会上，
项目部 QC 成果已连续两年获奖，项目部
QC 工作者们通过积极开展 “提高雨水口
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场平回填压实度控
制”“污水管道高程控制”等一系列 QC 小
组活动，提高了施工质量，加快了项目整体
施工进度。

疫情期间，项目完善、高效的采购运输
体系力保生产链、 供应链不断， 获得了
“2020 国际工程绿色供应链管理领先项
目”称号。

“项目部高度重视质量控制，始终坚持
质量第一，认真落实‘三检制’，加强质量验
收检查力度。 ” 项目质量总监郭世平介绍
道。 中方和外籍质检员们每天忙碌奔走于
各个施工部位，克服艰苦的作业环境、语言
交流困难等障碍， 将项目部质量管理制度
和标准贯彻到每一道工序。

“大家要留心路基施工时的薄弱部位，
施工时一定要确保对雨水口、 雨水井周边
进行泡水处理， 道路弧形段一定要碾压密
实。 ”类似的对话经常出现在施工现场，郭
世平定期组织的综合和专项质量检查，有
力提升了工程品质

“我的中国同事们对工程质量要求非
常严格，我非常敬佩他们的这种精神。 ”埃
及质检员谢里夫说。

移交过程中， 项目工程质量得到了业
主方的高度评价， 项目接收委员会称赞中
国建设者们为科威特居民营造了更加绿色
环保、舒适安心的居住环境。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科
威特城老街区负载能力已接近饱和， 面临
住房困难问题的居民对迁居新城满怀期
待。“我们相信，这里很快就会建起学校、医
院、购物商场等配套设施，搬进新家后，大
家的生活将变得更加便利。”当地居民对未
来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