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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年

我爱你，我的祖国，
爱你物藏丰富无尽的广博，
爱你千古流传美丽的传说，
爱你五十六个民族的团结，
爱你中华古老文明的闪烁。

我爱你，我的祖国，
爱你绵延起伏千里的丘陵，
爱你五岳之首泰山的巍峨，
爱你万里长城烽燧的狼烟，
爱你风光旖旎石窟的题刻。

我爱你，我的祖国，
爱你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
爱你明末八大山人的书画，
爱你识得人间黑白的棋局，
爱你酣畅浑厚天成的书法。

我爱你，我的祖国，
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
爱你包罗万象壮丽的山河，
爱你袒护人民豪迈的气魄,
爱你不改初心不变的执着。

我爱你，我的祖国，
爱你长河落日浩瀚的沙漠，
爱你极光变幻极北的漠河，
爱你五千年壮美的诗行，
爱你微笑起来迷人的酒窝。

我爱你，我的祖国，
爱你炊烟袅袅宁静的村落，
爱你天高云淡初秋的硕果，
爱你晚风吹过深夜的星火，
爱你五星红旗上那片红色。

作者单位院非洲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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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袁已
经坐在了前往施工现场的皮卡车上袁
拥挤的车厢和颠簸的山路无一不在述
说着环境的艰苦遥 他已经来到非洲半
个多月了袁他感受过都市的繁华便捷袁
也见过原始的部族村落曰 经历了与同
伴们相聚的欢乐袁 也体会过离别的伤
心不舍袁就像是一个梦随时都会醒来袁
直到袁耳边传来了师傅让下车的声音遥

在施工现场袁 当地工人们从事着
辛苦的工作袁 但小金没有从他们的脸
上发现疲惫与愁苦袁 他们反而非常感
恩袁感恩从中学习到很多的知识技能袁
感谢中国水电提供就业岗位赚取一家
人的生活来源袁 感谢能有机会用自己
的双手来建设国家遥 这瞬间让小金觉
得自己并不是简单的出国工作袁 自己
还肩负着某种社会责任感遥

再次回想从机场前往项目部的路

上袁随着汽车逐渐驶离市区袁贫穷的人
充斥着他的视野袁黑夜降临袁他才发现
公路的两旁居然连路灯都没有遥 在此
之前袁他明白生活不易袁但绝对没想到
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人在为生存而不
是生活在努力挣扎着袁他开始明白袁不
是所有合理的美好都能按照自己的愿
望去实现遥

这令他想到一直坚守在十一局国
际工程事业上的前辈袁 他们用自己的
血汗打下南部非洲这片市场袁 为后人
披荆斩棘袁开山劈路遥 现在袁小金带着
自己所学来到了非洲袁 炽烈的阳光可
能会让他皮肤脱落袁 工地的尘土可能
会让他满脸沧桑袁也许慢慢地袁他将变
得沉默寡言袁甚至不再年轻遥

但他终将会收获一样东西袁 叫做
成长遥

作者单位院非洲分局

非洲，我来了

陆浑工程局成立后袁 我被
任命为保卫科科长遥1961 年 10
月初袁 局领导让我带领保卫干
部先走一步袁 去陆浑水库了解
一下安全情况袁 维护一下工地
的治安秩序袁 为以后大批职工
进点创造安全的工作生活环
境遥

我们一行五人 10 月中旬
到达工地袁 立即对原来工区内
和周围社会现状进行了调查袁
从中发现了工地存在着逐多不
安全隐患院 一是原来施工的大
批民工散伙回家后袁 两岸山坡

上留下一排排的空窑洞袁 现在
居住了很多来历不明的人袁这
些人对今后生产生活有什么危
险袁我们当时无法知道遥二是省
劳改一队尧 劳改二队和洛阳地
区劳改队的人员正在撤退袁留
下了林立的低矮的茅草房袁这
些房子极容易发生火灾袁 是严
重的不安全因素遥 三是大批库
区的移民散居在工地内外袁和
工人混居在一起袁 职工都分散
地住在 11 个自然村里袁给管理
工作带来麻烦遥 四是从关林转
运站到工地袁 从工地到朱庄采

石场袁全长达 50 多公里袁真可
谓是野线长点多冶袁这也大大地
增加了管理难度遥 我们接收了
原来施工队伍的大批茅草房袁
自己又计划建筑大批的油毡顶
的房子袁 再加上老百姓的茅草
房袁11 个居住片所建宿舍袁还
有商店尧学校尧大食堂尧俱乐部
等易燃房不下 20 万平方米遥
房屋林立袁人口密集袁建筑物
是用易燃物品建造的袁火灾等
级特别高遥 因此袁整个工区始
终处于高火险状态袁一但发生
火灾袁势必野火烧连营冶袁扑救
难袁逃生更难袁必将会出现群
死群伤的恶性事故袁那将是一
场塌天大祸袁工程局会受到毁
灭性的灾害袁因此袁防火形势
十分严峻袁如何预防特大火灾
事故的发生袁就成为全局上下
最关切的问题遥当时在丹江口
曾发生一起火灾袁造成数十人
死亡袁在我们进工地前也曾发
生仓库着火的事故袁 损失惨
重遥

根据了解的情况和对问
题的分析袁我们初步确定了工
作思路院把威胁工地安全的火

灾尧重大交通事故尧爆炸危险物
品的管理这三大因素作为安全
保卫工作的重点袁 坚决贯彻预
防为主尧防患于未然的方针遥根
据工地的实际情况袁 制定了一
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工作制度

由于采取了切实措施袁实
际工作中收到较好的效果遥 陆
浑水库工程建设四年间袁 始终
处于高火险状态袁 周围环境一
直十分混乱袁 但由于局领导的
重视和职工的支持袁 干警的努
力袁四年中没有发生一起火灾袁
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的交通事
故袁没有发生一起爆炸事故袁没
有发生一起哄抢物资案件袁仅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袁 我们用
了 35 个小时就把这起凶杀案
件的嫌疑人抓到了遥 四年来工
地的生产生活秩序井井有条遥

1964 年 3 月袁大坝填筑到
海拔 330 米高程袁 工程进入了
收尾阶段遥 一部分职工开始从
岗位上撤离下来袁 一小部分职
工调回三门峡搞增建工程袁大
部分职工向刘家峡转移袁 工地
成立了工作班子袁 由我和林伯
先等人负责收尾工作遥

回忆陆浑水库的几件事

1965年和陆浑工程局保卫科同事合影（前排右一为陈德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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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金霞冤 国
庆节前夕袁 公司相继中标尼泊尔三
金考拉水电站项目尧 广西桂西北治
旱百色水库灌区工程林逢和保群输
水工程土建及安装芋标尧 沈阳市浑
河渊大挨金-王纲堡桥段冤河道岸滩
综合治理工程渊二期冤施工项目第四
标段等三个工程施工项目袁 中标合
计约 10.45 亿元人民币遥

三金考拉水电站项目位于尼泊
尔中北部袁 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公路里程约 180 公里袁 坝址取水口
流域面积为 156 平方公里袁 流域海
拔均在 3000 米以上袁厂址位于坝址
下游 3 公里处袁 计划于厂房安装三
台机组袁共装机 78 兆瓦遥 主要施工
内容包括 20 公里进场道路尧混凝土
重力坝尧进水口结构尧沉砂池尧引水
隧洞尧压力钢管和地下发电厂房尧尾
水系统工程袁包括土建尧金结和机组
安装遥合同额约 1.05 亿美元袁工期为
42 个月遥

百色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野172
项冶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袁工
程建设范围涉及百色市的右江区尧
田阳县和田东县共 12 个乡镇遥 灌区
设计灌溉面积为 59.2 万亩袁 对右江
灌区进行补水遥 公司中标项目金额
2.48 亿元袁工期 37 个月遥

浑河河道岸滩综合治理工程项
目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境内袁 公司承
担项目左岸 3.15 公里的河道综合治
理施工任务遥

公司中标尼泊尔三金考拉水电站等三个工程项目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冤 9 月
20 日袁公司党委召开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
第二批部署会议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在会上讲话袁 总经
理尧 党委副书记夏水芳主持会议袁
股份公司党委巡回指导组成员徐
辉到会指导遥

张玉峰指出袁在第一批主题教
育过程中袁公司党委严格落实总要
求袁紧扣目标任务袁把学习教育尧调
查研究尧检视问题尧整改落实贯穿
全过程袁 取得了一批理论成果尧实
践成果和制度成果袁总体实现了主
题教育的预期目标遥 张玉峰指出袁
第二批主题教育是第一批的延伸

和深化袁覆盖的范围更广尧面临的
矛盾更具体尧 群众的期望更高尧肩
负的责任更重袁要充分借鉴第一批
经验做法袁以第一批整改来推动第
二批开展袁以第二批落地来巩固第
一批成果遥 要聚焦主题主线袁抓实
学习教育曰要聚焦解决自身难点瓶
颈问题袁抓实调查研究曰要聚焦推
进自我革命袁抓实检视问题曰要聚
焦突出问题袁抓实整改落实遥 要扎
实做好动员部署尧学习教育尧调查
研究尧讲专题党课尧检视问题尧整改
落实尧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专题
组织生活会尧总结固化成果等第二
批主题教育的重点工作袁切实强化
第二批主题教育的组织领导袁把主

题教育谋划好尧组织好尧开展好遥
徐辉指出袁水电十一局主题教

育取得明显成效袁要持之以恒强化
理论武装袁 统筹兼顾抓好整改落
实袁严格要求保质保量抓好第二批
主题教育袁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遥

夏水芳对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提出具体要求袁指出要切实做到即
知即改尧 阶段整改和持续整改袁让
基层职工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
育取得的成效遥

公司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 标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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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下凯富峡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突破百万方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金平冤

日前袁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大坝
10R 仓碾压混凝土顺利收盘袁总浇
筑方量也随之突破 100 万方遥

下凯富峡碾压混凝土大坝于
2018 年 6 月 6 日开仓袁作为公司在
建的最大单体项目袁集团尧公司及
非洲分局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全力
支持遥 各作业处密切配合袁全力以
赴袁克服了融资受阻尧混凝土入仓
方式变化尧 模板翻升速度要求高尧
雨季气候条件不利等各种挑战袁集
中所有力量保证浇筑顺利进行遥 项
目部发布了质量管理办法袁作业处
内部进一步细化质量管理体系曰试
验人员 24 小时随时待命袁 要求加
浆振捣尧摊铺碾压等所有工序的合
格率必须达到 100%袁 赢得了业主
和监理团队的一致认可和赞誉遥

下凯富峡碾压混凝土大坝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伟
杰 秦文婷 喻家乐 吴静冤 9
月 19 日,由我公司作为核心
企业袁建信资本作为计划管
理 人 储 架 发 行 的 供 应 链
ABS 产品 野水电十一局-建
信资本-联易融首期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冶在上交所成功
发行遥 本次成功发行袁实现
了公司在资产证券化领域
零的突破袁开创了公司融资
新渠道袁在不增加公司债务
规模的情况下袁依靠自身优
质主体信用袁较好地解决了
上游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融
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袁同时实
现公司间接融资的目的遥

该项目储架规模为 10
亿元袁首期发行 9000 万元袁
其中优先级 8900 万元袁获
AA+评级袁基础资产为上游
中小企业供应商尧分包商及
设备租赁方对我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的应收账款遥 该项

目 2019 年 7 月 22 日上报上
交所袁8 月 12 日取得上交所
无异议批复函袁首期产品于
9 月 19 日上交所成功发行袁
是集团内较早发行成功的
子企业遥 在当前债券市场整
体流动性较好的背景下袁该
产品凭借公司良好的主体
资质尧 完善的结构设计袁以
及各机构投资人的高度认
可与支持袁一年期优先档证
券发行利率为 3.9%袁发行利
率创下了 AA+评级企业同
期新低遥 同时利用商票过桥
等方式袁有效地降低了资金
成本袁实现多方共赢局面遥

本次资产证券化产品
的成功发行袁提升了公司在
资本市场的品牌效应袁通过
发挥自身金融创新能力袁以
供应链 ABS 作为支付方式袁
实现普惠共赢的目的袁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资金
保障遥

公司成功发行首期 万元供应链 产品

茗国资委在我公司召开部分中央企业老干部
工作野三化冶建设调研会

茗股份公司纪委到我公司开展专题调研
茗公司举办 2019年档案业务培训班
茗青海黄藏寺大坝首仓碾压混凝土开盘浇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