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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水电八局有限公司成功取得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成为湖
南省首家“三特”(水利水电、建筑、市政公用)
资质企业。

但是翻看中国水电八局的“履历”，这家
企业给人的印象却是一支水电劲旅， 很长一
段时间业务主要集中于水电建设领域：三峡、
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全国十大水电站
中，中国水电八局参与建设了其中九座。

随着国内水利水电建设市场的急剧萎
缩，作为以水电建设为主业的老牌施工企业受
到了极大的冲击，固守传统的水利水电业务领
域已不足以支撑企业生存与发展。面对困境与
挑战，水电八局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
力发展非水电业务，创新商业模式，走出了一
条具有企业发展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后水电时代的到来，让我们面临转型
升级的迫切需要。 ”10 月 31 日，中国水电八
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素华接受了采访，讲述

了水电八局的转型之路：由单一水电业务扩
张为相关多元化业务， 由国内走向国际，由
单一承包模式向“承包 + 投融资”模式转型。

“一个老国企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从
深山走向城市，从水电走向非水电，转型升
级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朱素华说，在大
山里待得太久，很多人进了城，但思想却没
有进城。 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过经验与
教训，交过高昂的学费。

如今，水电八局已成功跻身全国建筑企
业的第一梯队， 可承揽水利水电、 建筑、市
政、电力、铁路、矿山、公路、港口与航道、冶
金、石油化工等 10 大建筑领域的全部业务。
传统水电业务保持增长的同时，基础设施业
务真正成为公司第一主业。

“发展国际业务是必然选择，是一种战略
决策。”朱素华认为，国内水电市场不断萎缩，
但放眼国际，东南亚、非洲、美洲等部分地区
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水电、
交通、市政、房建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水电八局进
一步加快海外市场布局， 在中亚、 欧洲、美
洲、东南非、中西非和中东北非，组建了 6 大
区域公司， 项目遍布亚非拉美三大洲 30 多
个国家，承建工程 70 余项，涉及诸多领域，
已经跻身国际业务第一方阵。 2016 年，海外
业务收入占到公司总产值的 1/3 以上。

“商业模式也在变，从施工企业变为总
承包商，再成为投资商。 ”朱素华介绍，自投
资公司成立至今，已形成了基础设施、水环
境治理、房地产开发、清洁能源、建材开发五
大领域，在海绵城市、地下管廊建设中不断
积累经验。

投资业务实现重大突破，2016 年，投融
资项目新增合同额占到公司新签合同总额

的 43.52%。 在安徽池州投资 100 亿多元建
设年产 6000 万吨人工砂石料厂，明年即将
投产。此外，住宅产业化业务有序推进，武穴
砂石系统、贵阳 PC 构件厂、湖南管片厂成
功投产、长九（神山）灰岩矿项目顺利开工，
这些都有力推动了公司业务转型升级。

“不转型走不出来，不升级走不长远。 ”
朱素华说，企业的方向很重要，只要大的战
略是对的， 局部失利是可以挽回局面的，不
要看一时一地一己之私的得失， 要葆有初
心，看得长远，什么是初心，初心就是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水电八局苦练
“内功”，大力推动管理思维、组织架构各方
面进行升级，新设了投资公司、铁路公司，重
组成立水电公司、基础设施公司，人员资金
向新兴产业如市政、轨道交通等转移，管理
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以标准化信息化为
特征的精细管理转变……

“既要国际化，也要本土化。 ”朱素华说，
水电八局是央企，更是一家湘企，湖南是水

电八局的家乡，要为家乡的建设作出自己的
贡献。

有着“水电湘军”美誉的水电八局，多年
来在湖南承建了柘溪、凤滩、东江、五强溪、
洪江、凌津滩、托口等水电工程，韶山灌区、
欧阳海灌区等水利工程，湘江大源渡、长沙、
土谷塘等航电枢纽工程，长潭、潭耒、耒宜、
衡桂等高速公路工程。

近年来， 水电八局积极涉足湖南房建、
市政等建设领域， 承建了长沙星城映象、卢
浮原著、湘熙水郡、蓝天保障房，株洲奥园神
农养生城、 衡阳东山安置房等房建项目，长
沙地铁 4 号线、6 号线等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湘西经开区双河文教卫新区、湘西花垣
县城乡一体化、精美湘潭绿道、宁乡玉屏山
等 PPP 项目， 为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进步很快，技术推陈出新，市场瞬
息万变。 ”朱素华说，环境变化了，企业也要
随之进行变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打造常
青企业。

10月 30 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关于核准 2017 年度第十二批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资格名单的公告”， 中国水电八局被核准
授予“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成
为全国唯一同时具有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三个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
企业，也是湖南省首家拥有“三特”资质的建筑
企业。

至此， 水电八局已取得住建部核发的 12
项建筑企业施工总承包资质中的 9 项，成功跻
身全国建筑企业的第一梯队， 可承揽水利水
电、建筑、市政、电力、铁路、矿山、公路、港口与
航道、冶金、石油化工等 10大建筑领域的全部
业务，为打造产业多元化、组织集团化、管理现
代化、经营国际化、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质量效益型企业奠定了坚
实基础。

水利水电工程特级之路
自 1952年从荆江分洪起步， 水电八局一

直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领域辗转作战，独立或
参与建设的国内外水利水电工程 300 余项。
在目前全国十大水电站中，水电八局参与建设
了其中九座。先后有数十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
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工程荣获国家和省
部级优质工程奖。 多次捧得鲁班奖、詹天佑土
木工程奖、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水电八局在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领域纵马扬鞭，先后在湖南、贵州、
江西、云南、四川、重庆、湖北、广东、广西、福
建、河北、河南、浙江、山东、内蒙古、西藏、新疆
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几十个地区承
建和参与建设水电站工程 100 多座， 并与外
国名企和兄弟单位强强联合，组建联营体参与
建设了二滩、大朝山、三峡、龙滩、构皮滩、索风
营、小湾、江口等特大型或大型水电站等。目前
正在建设国内第二大水电站———云南白鹤滩
水电站、有广西“三峡”之称的大藤峡水利枢纽
工程、云南大华桥水电站等数十个水利水电工
程项目。

1997 年，水电八局就取得了对外经营权，
获得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承建的马来西亚
巴贡水电站获国家优质工程 (海外工程) 金质
奖，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海外工程金质奖，该工
程同时获得第三届堆石坝国际里程碑工程奖；
马来西亚沐若水电站获第三届碾压混凝土坝
国际里程碑工程奖；被誉为柬埔寨“三峡工程”
的甘再水电站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莱索托
麦特隆供水项目获美国工程管理协会颁发的
“优秀基础设施奖”和“优秀国际项目奖”；柬埔
寨额勒赛工程获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加纳布
维水电站项目获加纳国家能源建设工程大奖、
卓越工程奖、“2015年度工程实施方案奖”。

经过 60多年的风雨征程， 水电八局在中
国乃至世界水利水电建设史上创造了数十个
“第一”，特别是在混凝土高拱坝施工、碾压混
凝土筑坝、基础处理工程、大容量发电机组安
装和人工砂石料生产等优势显著，多项科研成
果居国内外领先水平。

2002 年 6 月经国家住建部审查批准，水
电八局成功获得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成为中国首批特级资质企业。

建筑工程特级之路
水电八局在房建施工方面起步较早，在上

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房屋建筑施工，最初主
要承接的是项目办公住房以及基地的职工住
房。

1978 年， 水电八局参与建设了第一个局
外房建项目———贵阳电视塔工程施工，该项目
1997年荣获贵州省科技大会奖。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水电八局改革机
构，组建了建筑工程公司（后陆续更迭为工业
与民用建筑工程分局、第四分局、基础设施分
局、土木公司），除承建局内南托、东江、常德、
贵阳、武汉等五大基地房屋以及长沙长岭办公
大楼、住宅楼外，还承接了贵州茅台酒厂扩建

工程、湖南凤滩水电厂俱乐部、佛山亿达胶粘
制品有限水电八局厂房、武汉君安房地产商业
写字楼、广东华苑大楼、长沙华天大酒店扩建
工程等数十个房建项目。

多年来，水电八局的建筑业务经营范围不
断扩大，规模快速扩张，在巩固工业与民用建
筑市场的同时，还涉足市政、铁路、公路、桥梁、
隧洞、地基处理、抽水蓄能、橡胶坝、土地平整、
围海造田（地）等多个建筑领域，为产业多元化
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8 年， 水电八局取得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后，房地产市场开发和建设
力度明显加快。 同年 7 月，承建长沙“星城映
象”5 栋高层住宅及幼儿园等项目， 总建筑面
积 6万多平方米， 为水电八局近 10年来在长
沙市的第一个工程项目。

2010年 12月，水电八局开始建设长沙科
研综合楼工程。该项目是水电八局在湖南省会
长沙自主投资建设的一座大型楼宇，2016 年
12月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随后数年间，水电八局陆续中标承建了云
南昆明昙华山水园住宅小区、 长沙卢浮原著、
株洲奥园·神农养生城、贵阳中国电建·观府壹
号、武汉海赋江城、长沙湘熙水郡、衡阳滨江新
区东山安置房、贵州西南国际二手名车广场等

多个大型房建项目，扩大了建筑优势，积累了
丰富的房屋施工管理经验，加快了融入城市的
步伐，对建筑资质提升为特级资质具有重大意
义。

在努力开拓和建设传统房地产业务的同
时，水电八局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高端进军装
配式建筑领域，将其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
工作进行部署和推进。 2013年，水电八局承建
首个采用预制装配式的房建项目———长沙重
型机器厂棚改项目安置房，拿到了采用该技术
的市场准入证；同年，承建湖南省在建体量最
大的装配式住宅小区———蓝天保障性住房项
目，并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蓝天速度”和“蓝天
质量”；2015 年 9 月， 水电八局成立了贵州省
绿筑科建住宅产业化发展有限公司，全力开拓
住宅产业化市场，并建设了贵阳市第一栋装配
式公共建筑———绿筑科建清镇 PC 构件工厂
办公楼……依托于一系列装配式建筑项目，水
电八局的住宅产业化日趋完善，为建筑工程特
级资质的申报积累了丰厚底蕴。

2017 年 2 月 24 日，住建部发布《关于核
准 2017 年度第二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资格
名单的公告》， 水电八局正式被核准为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市政公用工程特级之路
早在 1953年 5月， 水电八局便承担了河

南许昌机场的建设任务，开始进入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领域。 当时的市政工程，尚未走入专业
化道路，多以工业与民用建筑为主，如各个施
工项目的仓库、机房、宿舍，后方机关一些砖木
结构的半永久房屋，湖南柘溪水电站至东坪的
部分公路、铁路及资水大桥，乌江渡公路大桥
和酉水公路大桥，湖南东江和五强溪水电站部
分房屋、公路、吊桥、供水等工民建工程……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艰
苦环境下， 老一辈八局人从水电工程出发，逐
步积累起丰富的非水电施工经验和资源，用最
原始、 最朴素的方式开启了一条进城融城之
路，为后来参与城市道路、城市桥梁、管道工
程、地铁建设等市政综合工程的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

1985 年 2 月， 水电八局提出了“水电为
主，多种经营，面向社会，在改革中求发展”的
方针，合并整合内部机构，积极参与社会竞争，
充分开拓市政市场，在随后几年中先后承担了
常德自来水三厂扩建工程、 污水泵房工程、穿
紫河桥、桃林公路、三峡房屋建筑及预制场、长
潭高速公路、零陵机场扩建工程等一系列工民
建任务。 到 1997年 1月，水电八局调整机构，

设立建筑工程分局，具体承担工民建项目的市
场开拓和现场管理等工作，让建筑和市政业务
专兼结合、共谋发展，形成了基础设施业务板
块的雏形，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后续十余年里，水电八局的市政业务依托
于基础设施板块蓬勃发展， 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市场开拓不断翻新，业绩积累逐渐完善，人
员队伍日益壮大。在国内形成了深圳、武汉、南
昌、长沙、广州、海南等多个项目群，总量加速
扩张、质量稳步提升，并成功拓展了轨道交通
领域；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做大
做强水电主业的同时，积极向海外市政工程业
务领域进军，承接了科威特、新加坡等地的多
项市政综合工程； 主动寻求 BT、PPP 模式突
破， 参与市政 BT 及 PPP 项目的投融资和施
工总承包业务十余项，把投资拉动施工变成市
政业务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
引进“双管齐下”，打造出了包含国家注册一级
建造师、设计师在内的优秀管理及技术人员团
队，为“三特”资质的申报提供了业绩保障。

多年来，水电八局承建或参建的市政公用
工程不胜枚举，为特级资质的申报积累了丰厚
基础：城市道路工程领域，有科威特萨巴新城
项目基础设施、海南文黎景观大道道路与交通
工程；管道工程领域，有江西南昌梅湖、玉带河
水系截污工程，科威特 5A&B 项目、萨巴新城
项目； 地铁隧道工程领域， 有新加坡地铁
T227，深圳地铁 7 号线，武汉地铁 8、11、21 号
线，长沙地铁 4号线；市政综合工程领域，有河
南许昌机场项目， 广东珠海临港工业园项目，
江西南昌片区花博园项目、 赣东大堤项目、象
湖及抚河项目、航空城项目……

在上述业绩的基础上，水电八局根据相应
资质发展规划，着手市政公用工程升特具体工
作，积极准备申报资料，大力引进设计人员，主
动联络政府部门，全面推进项目验收，最终满
足了申特的各项指标和要求。 2017 年 10 月
30 日，水电八局成功加冕“三特”之名，跻身国
内外顶尖建筑企业行列。

百炼而成钢。 六十余年来，中国水电八局
上下一心，团结奋进，用谦逊、坚韧、自强，在风
云诡谲的市场竞争中扫荡乾坤，筑造了一条辉
煌的“三特”之路，掀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奋斗
之旅。

———访中国水电八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素华

后水电时代的转型与升级

■杨珂欣 刘惠勇

长沙蓝天保
障房项目———湖
南省在建体量最
大的装配式住宅
小区。杨子江 摄

湘江长沙综
合枢纽工程。

汪荆江 摄

建设中的长
沙地铁 4 号线为
美丽城区添彩。

杨子江 摄

孙 娅

中
国
水
电
八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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蹞之
路

朱素华为水电
八局 2017 年新 入
职大学毕业生上培
训课。 杨子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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