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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我们追寻五凌人的脚步，来到
了托口水力发电厂，感受五凌电力沅水流域水
电梯级开发的收官之作。

站在雄伟壮丽的托口水电站副坝上远眺：群
山中的沅水迤逦而行；因修电站而形成的湖取名
为“清江湖”。湖面宽广，船只穿梭；蜿蜒宽广的公
路绕山穿水；不远处，电厂的综合楼在青山绿水
的掩映下清新雅致；托口新镇整洁靓丽，热闹繁
华……

“是托口电厂让我们这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带给了我们新希望。 ”在我们采访
的过程中，当地不少群众发出如此的感慨。

托口，这座湘黔边境袅袅腾腾延续了两千
多年的古镇，居住着汉、侗、苗等众多民族、上
万群众。“水到托口始称沅”，作为水路交通枢
纽，托口上达贵州，下顺沅水直通洞庭。 因地理
优势，明清时期，托口形成了九街十八巷的繁
华局面。

进入改革开放后，由于托口水路交通的优势
不再，昔日九街十八巷的托口古镇逐渐没落。

随着托口电厂的新建，托口集镇重新焕发
了新姿，如今，它巍然屹立在沅水河畔，见证着
水电开发给沅水流域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巨变，
见证着五凌电力迈向新的征程。

而托口水力发电厂，只是五凌电力开发沅
水流域众多大手笔中的一个。

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 50年代， 那时的沅水
沿岸，由于山水阻隔，交通闭塞，一直处于贫困落
后的状态。“沅水急，水急好修大水坝”，“沅水流，
岁月流，流走的都是煤和油”……这些流传已久的
民谣反映了人们对于开发利用沅水改变当地面貌
的急迫心情。

而对于当时的湖南人来说，开发沅水不仅
出于对水能白白流失的痛惜，更是基于湖南长
期饱受缺电之苦的现实。

作为一个煤炭和石油资源匮乏，水资源相
对丰富的省份，大力发展水电成为了湖南突破
能源瓶颈的最佳选择。

当时的湖南虽先后建设了一些水电站，但
总体而言数量少、规模小，远远满足不了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沅水流域，改革开放前只有凤滩一座

电站，被当时的百姓誉为“守着金矿没钱用”。
于是，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力发

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就上书毛主席， 建议
“二五”期间在沅水开工建设五强溪水电站。

可水电工程一直有“投资大、工期长、移民
难”之说，五强溪水电站更有作为三峡电站“试
验田”的作用，责任重大。

1987年 3月， 五凌电力的前身湖南五强溪
水电工程建设公司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以产业报
国的情怀，勇挑重担，拉开了沅水流域一系列大
规模开发的序幕。

从此，一条河与一个公司紧密联系在了一
起。

时光飞逝。
如今，已过去 20多年，五凌电力也实现了质

的飞跃。它从一个电厂、单一水电开始，发展到今
天的近 30个电厂、 水电火电风电光伏多种能源
并存的综合能源企业；从沅水流域、湘黔区域出
发，到今天实现跨流域、跨省区的发展，先后在四
川、新疆、云南、甘肃等省自治区建成了一个又一
个的电站、树起了一座又一座风塔、造福了一方
又一方百姓。

风物长宜放眼量。 经过近两年的筹划和深
入细致的工作，2015年 12月中旬，在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授权下， 五凌电力与澳大利亚
IFM 基金正式签订太平洋水电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此项目的成功收购，被列为中国年度十
大海外并购之一，产生了极为正面的影响。

今年 11月 22日，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智
利总统巴切莱特的见证下，五凌电力的母公司国
家电投集团与太平洋水电智利公司、中国建设银
行共同签署《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智利和拉美地区清洁能
源开发，这也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具体行
动。

“太平洋水电公司的成功收购，对于国家电
投和五凌电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公
司的海外发展提供了平台、锻炼了队伍。下一步，
我们一方面要培育新生动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
略定力，坚持变中求新、稳中求进，走出一条具有
五凌特色的清洁能源发展之路。 ”五凌电力董事
长、党委书记邓志华踌躇满志地说。

敢为人先的五凌人
实现“一个公司开发一条流域”的壮举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央企业先进
基层党组织”、 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建设
示范单位、 湖南省“抗冰保电先进单位” 、
“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

五凌电力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荣誉。
而这些荣誉的背后，诠释的是五凌电力

勇挑社会责任的国企风范。
一直以来，五凌电力就始终秉持“建设

一座电站、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方民众”的
发展理念。

五凌电力一座座电站的修建，不但改变
了沅水流域封闭的环境，也改变了沅水百姓
的精神面貌，沅水儿女告别了破旧斑驳的吊
脚楼，扔掉了血泪斑斑的背纤绳，融入到现
代文明中。

“以前我住在离托口老镇 15里远的罗岩
村， 整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穷日子，不
仅生活环境差，交通还不方便，小孩子上学要
走很远。 ”如今在托口新集镇经营饭店的老板
龙向军告诉我们。“现在日子好过多了，小孩
子上学 300 米就到了， 一家人守着饭店，日
子简单倒也悠闲。 ”

而托口镇阳荆村的龙大爷从库区搬到
了公路边， 住进了 200 多平方米的新房，他
打算等库区旅游做起来后， 开一家农家乐，
让生活更有奔头。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据五凌电力集控中心副主任王立介绍，

因修建五强溪、三板溪电厂，整体搬迁的湖
南沅陵、湖南泸溪、贵州剑河三座新县城，目
前发展势头迅猛。 沅陵新县城以创建国家级
森林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为目标，城区面积
达到了 8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由当初的 2 万
达到现在的 10万。

五强溪镇更是因为电厂的修建，被誉为
沅陵的“小香港”，这里街道整洁，高楼林立，
超市、饭店人来人往，车辆穿梭如织。

有专家指出：“沅水开发，使沅陵、泸溪、
剑河的城市发展至少提前了 20年。 ”

修电站带来的效益远不止如此。
以托口电厂为例， 电站的建设不仅提高

了沅水梯级开发效益， 还为地方政府提供约
1.4亿元的税收收入，同时将洪江区和安江区
河段整体防洪能力从 5 年一遇提高到 20 年
一遇， 将贵州锦屏县至湖南洪江河段 166公
里航道变为深水航道， 完善的交通网络和水

上交通等更是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生态文
明进步、人居环境改善、新农村建设等。巍峨的
大坝以及其特殊的布置、坝前形成的巨大湖面
等，给洪江市乃至怀化市增加了一个优良的旅
游景点和旅游开发区。

不仅如此，在为地方修路、筑桥方面，五
凌电力也是不遗余力。

这么多年来，五凌电力光是无偿为地方
修公路就达到 300多公里。仅三板溪展锦公
路，就修了 100 多公里高等级公路，修建 22
座桥，其中 10座特大桥。

如今的沅水流域，不但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而且不少公路的等级也因修建水库而提
高。

水电站的修建，对节能减排的贡献也是
巨大的。

水电是世界公认的优质、 绿色清洁、可
再生能源。 沅水梯级电站每年发电超过 16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 636.8万吨原煤燃烧，
每年减少排放 1668 万吨二氧化碳、5.4 万吨
二氧化硫、4.7万吨氮氧化物。

可以说， 沅水流域开发为湖南的两型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 在沅水流域的梯级开发过程中，
五凌电力还始终坚持项目开发与生态保护
的和谐统一。

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他们建设了水
生生物资源保护研究基地与鱼类增殖放流
站；为了保护施工区的植被，他们实行就地
或移栽保护；他们更高度重视电站开发建设
过程中的历史文物保护，2002 年，在建设碗
米坡电厂过程中，湘西龙山里耶镇发现了里
耶战国古城遗址和“中华第一井”，从井中发
掘出 3.7万余枚足以“复活秦代历史，改写中
国古代史”的秦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保护这一遗址，五凌电力对原有的设计
方案进行了更改，追加投资 1140 多万元，修
建古城护城堤，为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作出
了贡献。

“不积细流何以成大海。 ”五凌电力始终
勇挑社会责任这副重担，书写着辉煌璀璨的
湖南电力史。

当然，追求远不止如此。“下一步五凌电
力将以‘清洁化’、‘走出去’为战略目标，在
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上创业、兴业。 ”

五凌的未来，值得我们憧憬与期待。

“一块大的显示屏，上面 12 个水力发电厂
呈两排并列，圈内显示红色，标志正常运转，黄
色表示待机状态，蓝圈白×则表示正在检修。 ”
一块大屏幕，电厂的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这是我们在五凌电力长沙总部集控中心
看到的场景。

这也是五凌电力经营管理模式创新的一
个举措。

“原来一个电厂的运行需要 8 到 10 个人，
而且不能离开各自的电厂， 有了集控中心后，
一个人一个班次可以管两到三个电厂的运行，
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还不用和家人两地分居
了。 ”集控中心区域值长胡浩远告诉我们。

集控中心就是五凌电力“四集”（集中经
营、发电集控、财务集约、物资集中）“三化”（标
准化、信息化、精益化）的具体实践。

简单来说，“四集三化” 管理模式就是精
简、高效。 如五强溪电厂，装机 120 万千瓦，传
统定员需要 1450 人，实行精简高效管理后，现
在只要 70 余人就够了；托口电厂装机 83 万千
瓦，目前也只有 60余人。

截至 2015 年底 ， 五凌电力投运装机
623.07 万千瓦，总资产 407.34 亿元，但员工人
数只有 2200 多人。 劳动生产率一直在国家电
投集团乃至全国电力行业中名列前茅。 如此的
精简高效，在我国国企内并不多见。

在五凌，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五凌电
力虽然是一家国有企业，却从没有吃“大锅饭”

的思想，而是在改革创新、追求卓越的路上越
走越远，越走越好。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是水
电企业曾经十分流行的一句顺口溜。 早在十多
年前， 五强溪水电厂就在水电行业率先实行
“新厂新办”，“生产区进山，生活区进城”，趟出
了一条水电建设新路。

二十多年来，五凌电力不断创新管理，优
化企业管控模式。 五凌电力总经理姚小彦介
绍道：“目前，五凌电力实行的是‘四集三化’
的集中管控模式， 将公司总部定位为战略决
策中心、经营管控中心和生产指挥中心，统一
调配资源，集中经营管理，将电厂定位为生产
中心、成本中心，只负责现场管理、队伍建设
和地方关系协调， 从而始终保持了电厂机构
的精简，人员的精干。 我们每个电厂的基本配
备，有个形象的说法就是‘12345’，即一栋综
合楼、两个部门、三个厂领导、四个中层干部、
五六十名员工。 这在同规模、同类型企业里是
不多见的。 ”

从新厂新办肇始，减员增效在五凌电力各
业务领域广泛展开。 通过采用“小业主、大监
理、招评标、总价承包、建管结合”的工程建设
管理模式，五凌电力投资几十亿元的工程建设
现场统一只设 6个业主人员。

严格的管理，高强度的工作，没有吓退干
事业的人， 而是吸引了更多的人留在五凌、扎
根五凌，而这与五凌的企业文化密不可分。

追求卓越的五凌人
精简、高效打造“电力湘军”金字招牌

勇担责任的五凌人
“建设一座电站、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方群众”

张福芳 刘科 熊飞萍 王星亮

沅水，长江的第三大支流，全长
1028 公里。

它从黔东南的峡谷深壑中奔涌
而出，经湘西一路向东，掠过崇山峻
岭和丘陵平原， 扑进浩渺无垠的洞
庭湖。

在湖南的湘、资、沅、澧四大水
系中，沅水的水流最为丰沛湍急，多
年平均径流量 659 亿立方米，比黄
河还大 ，1033 米的落差中蕴藏有
700 多万千瓦的水力资源。

尽管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水力
资源禀赋， 可沅水还是沉寂了数千
年。

直到 1987 年， 五凌电力的前
身———湖南五强溪水电工程建设公
司获准成立， 才拉开了沅水流域一
系列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1996 年，国务院授权五凌电力
全面负责整个沅水流域梯级电站的
开发、建设与经营。

从此， 奔流不息的沅水迎来了
全流域推进的大开发时代。

五强溪、凌津滩、三板溪、挂治、
白市……这些水电厂的建成， 让千
里沅水变成了一条绿色的能源走
廊、交通走廊、富民走廊。

2014 年 3 月， 五凌电力迎来
了沅水流域的收官之作———托口电
厂正式投产运营。

至此， 五凌电力沅水流域水电
梯级开发之役完美落幕。

沅水电力开发的今朝圆梦，正是
五凌人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
国梦”、“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与湖
南省委、 省政府提出建设 “绿色湖
南”、两型社会的构想一脉相承。她彰
显了五凌人的魅力与责任，谱写了中
国水电开发史上新的篇章。

五凌电力办公大楼

托口水电厂蓄水后的水库“清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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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提供)

在五凌，“为社会繁荣创造财富，为企业
发展创造价值，为员工进取创造平台”的“三
为”不是枯燥空洞的口号，而是根植于每个
人心中的信念。

“自动、自觉、自发”；“不等、不靠、不
怨”；“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既
要出效益、又要出人才”……

五凌的每一句口号，都是其真抓实干的
行动指南。

“一直以来，我们把企业文化提升到‘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高度，精心进行培育，经过
多年的发展，五凌已经逐步由‘制度管人’迈
向了‘文化管人’。 ”五凌电力总经理助理、办

公室主任丁国强表示。
在五凌文化的浸润下，托口电厂就克服

了地质条件复杂， 移民工程艰巨等困难，实
现了一月六投，两年就盈利的目标，这不仅
给五凌电力带来了惊喜，还不断刷新了我国
水电行业的纪录。

当我们问起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起托
口电厂在不足百人的情况下，创造了这么多
的“不可能”时，托口电厂厂长肖遥笑着说：
“要说靠什么支撑我们， 我想更多的是五凌
人‘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吧。 ”

文化，俨然已经成为了五凌发展源源不
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