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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撒哈拉

“看，沙尘暴来了！ ”
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家停下手中的活儿，

看向远处。
说时迟那时快，浓烟滚滚，黄沙漫天，沙

暴像一面巨大的幕布，瞬间由远而近。 砂砾、
石子猛地击打到脸上、身上，大家赶紧蹲下或
趴在地上。 那么一会儿，好像世界末日。 沙尘
暴过后，个个满脸尘土，成了土人。

彩条布搭设的窝棚不见了踪影， 只剩几
根孤零零的钢管戳在那里，被子、褥子、锅、
碗、瓢、盆，工具、用具散落一地，几只碗、盆被
沙土埋掉了半截。

这是 2007年，中建五局“走出去”的第四
年， 刚进入撒哈拉沙漠， 就被来了一个下马
威。多年以后，看五局在海外遇到的挑战和困
难，就如同这场沙尘暴一样，看似不可战胜，
但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扛过去。

在经历最初的极度困难后，2007 年五局
阿尔及利亚经理部迎来转机，承接阿国 3个省
的监狱项目。 三个项目都位于撒哈拉沙漠，分
别是：比斯卡拉———沙漠之门，拉哥瓦特———
沙漠边缘，特贝萨———沙漠之路。 工期 3到 5
年不等。

踏进撒哈拉沙漠，眼前一望无际的沙海。
没有电，没有水，除了满目黄沙，什么都没有。
他们很快编出了歌儿：“没有草，没有水，连个
鸟儿也不飞……”

周边十多公里没有水源，只能到二十多公
里外的小镇买水，水比石油贵。项目部规定：洗
脸水不能倒，要用来洗脚，洗完脚再拌砂浆砌
墙；食堂的淘米水、洗菜水也要用来施工。

靠买水怎么能完成体量庞大的工程？ 即
使能，成本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终于，项目部
在工地旁打出了一口 200多米深的水井。 水
井也解决了当地人世代用水的难题， 被亲切
地称为“西洛瓦井”，意思是“中国人打的井”。

建设者们不仅要战胜漫天黄沙、 炎热酷
暑、干燥气候、强紫外线辐射等恶劣环境，还
要应对从未遇到过的困难： 所有材料都要从
500 至 1000 公里以外的海边港口和其他城
市采购运输过来。为了一车水泥或钢材，材料
人员要到几百公里外蹲守几天。

当地没有带叶子的蔬菜， 小镇上只有法
式面包棒（因其形状似棍棒，且又干又硬难以
下咽，大家戏称为“打狗棒”）和可乐、咖啡等
饮料。 所谓蔬菜只有一堆一堆像驴蛋一样黑
的土豆。 一锅米饭，煮一锅土豆，加上点盐和
辣椒酱，就算是一顿美餐了。

项目管理者和劳务人员大都来自湖南和
四川。几乎所有人都无法适应沙漠环境，程度
不同地出现咽喉肿痛，鼻腔充血、肠胃不适等
现象。 按规定，劳务人员工作两年才能回国，
但大部分只能坚持一年半载， 有些几个月就
不辞而别，发誓再也不踏进撒哈拉沙漠半步。

在工地外围，还驻扎着阿国部队，他们守
卫工地，一天 24 小时在工地周围巡逻。 他们
也仿佛在提醒中国建设者，这里还有着“基地
北非组织”和恐怖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建五局建设者在
撒哈拉沙漠扎下了根。几年如一日，书写着忠
诚与担当、责任与使命。

时针拨到 2015年。阿尔及利亚十三省监
狱项目被授予“2015 年中国建筑优秀项目管
理奖”。颁奖词写道：“该项目为阿尔及利亚政
府 2008 年重大工程，克服了环境恶劣，资源
匮乏、 设计审批时间长等诸多不利因素……
为中建拓展非洲及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

决胜撒哈拉沙漠， 是中建五局海外发展
的转折点。 自此， 五局人征战阿尔及利亚
TIPAZA48 公里公路项目和南北高速 53 公
里公路项目， 勇闯马永贝原始森林建设刚果
（布）国家一号公路，驰骋中巴走廊建设卡拉
奇—拉合尔高速公路项目， 不断创造着奇迹
和佳绩！

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桥梁工程

五局海外发展 16 年，业务规模从小到大，组织体系从缺失到完备，思维视野从狭隘到广阔，管理
水平从生疏到娴熟，人才队伍从紧缺到裂变，绘就了一部五局海外业务的奋斗史、成长史、发展史。

———中建五局党委书记、董事长 田卫国
“ ”

非洲夏季，太阳毒烈。
2008 年 5 月的一天上午，中建五局土木公

司刚果（布） 一号公路项目经理魏乐荣带着 10
多个管理人员正在征用地上平整场地。 热气蒸
腾，汗如雨下，但他们紧裹长衣长裤。 原因就在
那一群群飞来飞去的小虫上，被它们咬上一口，
轻则痛痒难忍，重则在皮肤下产卵生崽。

一群人毕恭毕敬地簇拥着一个人慢慢靠
近，翻译说：“当地村长来了！ ”

魏乐荣从村长眼里看到了不友好。
事先他对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刚果（布）一号

公路工地所在的这个村子做过一番考察： 村名
撒哈村，村民祖先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游牧民，
早期来此修大西洋铁路；铁路通了，就在当地扎
根，几代人繁衍生息，已有 8000多人规模。

民风彪悍，难打交道，是撒哈村人跟其他地
方不同之处。

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在这片广袤的原始森
林里，魏乐荣和伙伴们时时感到孤立无援。

村长指手画脚，口气急促，一番话下来，通
过翻译，魏乐荣大致明白了：这里不能动，是某
个领主的；那里不能拆，是某个人的……魏乐荣
耐着性子解释：我们用地是政府征用地，手续完
备，合法合规。

村长语气不容置疑：这里我说了算！
用地、材料、劳动力……一个个难题都必须

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解决啊。 原计划在当地招募
民工，但村子仅有四五十人愿意做事。 只得考虑
从黑角市（刚果布大城市）招募，单价贵一倍以上。

怎么办？
10月， 工地上一批十六七岁的当地打工者

（在非洲已算成年），突然约好似的没来工地。一了
解，原来学校 10月开学，他们都上课去了。 魏乐
荣到学校看了看，学校破败不堪，当即决定帮他
们维修学校。 第二天，拉着水泥和石料的汽车开
进了学校。 几天后，学校整修一新。 村长和校长

满面笑容赶来项目部，送上感谢信。
当天，项目部一下子来了 300多名当地人，

都说要报名做事。
魏乐荣这个高兴啊！
从那以后，学校一年一度运动会，项目部都

主动提供奖品赞助。 一包包的学习用品和体育
用品，先在国内采购，然后漂洋过海。“大姐书
记”陈超英在世时，每次都亲自选购，有两年还
利用出差机会参加捐赠仪式。 那一张张和黑人
孩子开心大笑的合影， 成为撒哈村孩子和村民
们永久的温暖回忆。

魏乐荣发现，学校到村子是条土路，凹凸不
平。 晴天飞尘扑面，雨天泥水没了脚踝。 大家商
量：用工地余料修路，方便孩子们上学。 经过三
个月努力， 一条崭新平整的马路出现在撒哈村
村民面前。

从此，村里人见了中国人，都会满面笑容地
竖起大拇指，说一声：“中国朋友，你好！ ”

而加入到五局项目的当地劳务工人迅速从
200多增加到了 2000多。 原来这里不能动、那
里不能拆的地方，村长一挥手，爽快地说：“只要
是政府征用的，你随便动！ ”

2011 年 10 月，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一
期工程接近尾声，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刚果（布）
公路项目部和多家驻刚中国公司决定投资 2 亿
非郎，免费为刚果（布）古依路省暮屋地区撒哈
村修建一条进村公路，连接火车站。

不到一个月， 一条 3 公里长的公路就修好
了。 从此，从村子到黑角每天有车，只坐两小时就
到了。而以前，一周只开两班车。通车那天，撒哈村
村民围了一圈又一圈，唱歌跳舞，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白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刚果（布）一号公路竣工后，土木公司撤往
500公里外的布拉柴。 告别那天，村长带着村民
们依依不舍送行，500 多名村民自愿跟着前往
做事。

不管到哪里， 中建五局人总能收获深厚的
友情。

据了解，刚果（布）一号公路打通交通动脉，
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黑角港是中非地区最
大港口，刚果（布）工业基础落后，几乎所有生活
用品和工业品都要进口后从黑角转运。修路前，
从黑角到布拉柴维尔至少 3 个星期才能走完全
程，现在只需要七个小时。 各类轿车、运木车、拉
着集装箱的重型卡车在柏油路上呼啸而过，货
车组成的车队经常排成长龙。 公路沿线随处可
见近几年越做越大的集市和商铺，深山的木材、
各类水果等自然资源流通到各个城市。

2018年 5月 3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左边是

中建五局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卫国，右边是老
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
拉吉。

之后短短 5 个月， 田董事长在长沙拜会
来访的塞拉利昂总统朱利叶斯·马达·比奥先
生，赴老挝回访本扬主席，赴印度尼西亚会见
雅加达省长安尼·巴斯维丹先生……

密集会见，连轴走访，传递的是“一带一
路”背景下，中建五局正贯彻落实“海外优先”
战略，构筑大海外格局！

五局的海外发展轨迹， 最早可以回溯到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在改革开放的号召下，中
建五局跟着中建总公司开启了“走出去”步
伐，进入伊拉克市场，参与库法坝工程建设及
后续多项伊拉克的水利工程建设， 两伊战争
开始后，五局海外之路被迫中断。

2003 年，中建五局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一
届会议背景下，着眼长远发展，制订“走出去”
发展战略， 跟着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进入了
北非阿尔及利亚市场， 从事住宅类房建项目
建设，10 多年间， 共在阿尔及利亚承建了住
宅、医院、大学城、监狱等房建项目 16个。

2008 年 ， 五 局 承 接 阿 尔 及 利 亚
TIPAZA48 公里公路项目，并承接刚果（布）
国家一号公路一期项目，以此为标志，五局海
外正式转型基建业务， 并逐渐形成了以基础
设施业务为主、房建业务为辅的格局。

2011年，在阿尔及利亚 TIPAZA48 公里
公路项目荣获鲁班奖、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
一期项目受到刚果（布）总统高度称赞的效应
下， 五局又陆续承接了单体合同额过 120 亿
元的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 53 公里公路项目、
谢尔谢 17 公里绕城公路项目，以及刚果（布）
国家一号公路二期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

经过这些项目的磨炼， 五局逐步积累起
了丰富的管理和人才培养经验， 队伍不断壮
大，区域不断延伸，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五局
海外已完工及在建公路达 600 多公里， 海外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人才超 2000人，海外自有
大型机械设备共 2500多台套、 价值 10 亿人
民币，形成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比较优势，是
中建股份当之无愧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排
头兵”！

进入“十三五”，中建五局积极践行中国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优先”指导思想，持续加
大海外资源投入，拓展海外市场。 3年间，五局
共召开 7次大型海外工作会议，总结成绩，分析
形势，统一思路，部署发展。 3年间，按照“跟着
走”与“合作走”并行的营销思路，五局始终坚持
高端营销策略，不断完善市场布局，共承接海
外项目 11个，新签合同额超 150亿元。 秉承优
质履约的指导思想，超前谋划，精准施策，设计
先行，精细管理，承建的巴基斯坦 PKM 项目、
埃及新行政首都 CBD项目等多个项目多次受
到业主高度称赞。 3年共完成海外营业收入超
120亿元， 海外经营业绩连续 3年位居中建前
3、湖南第二，成为中建股份和湖南海外发展的
骨干力量！

进入 2019 年，中建五局继续落实“海外
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发展战略优先谋划、支
持政策优先制定、资源投入优先保证、存在困
难优先解决、经营业绩优先计算、海外人才优
先使用的“六个优先”。

一是继续强化海外业务发展力量，新增 3
家二级单位承担海外发展任务， 至此全局海
外发展队伍达到 9家。

二是继续加强海外市场布局， 派出精兵
强将驻地拓展，目前五局已在阿尔及利亚、刚
果（布）、加蓬、埃及、乌干达、科特迪瓦、津巴布
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新加坡、印度、波
黑、泰国、马来西亚等 15 个国家有在建项目，
在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几内亚、摩尔多瓦、加
纳、赞比亚、贝宁、越南、老挝、柬埔寨、斯里兰
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科
威特、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 32 个国
家进行布点。

未来， 中建五局将继续按照既有海外发
展思路，在非洲、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上，做大
规模、做优项目、做响品牌，让 CCFED 名扬
四海，构筑五局“大海外”发展新格局！

走向“大海外”

近年中建五局承接的部分海外项目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要有
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中国五局“走出
去”的四十年，见证并参与了伟大祖国
强大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要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建优势是
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越是条件艰苦
的地方，越能体现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越能体现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要有
久久为功的坚守， 国际化道路并不平
坦，海外事业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保持
战略定力，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方能
实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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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 TIPAZA48 公里公路项目
● 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 53 公里公路项目
● 阿尔及利亚谢尔谢 17 公里绕城公路项目
● 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项目
● 刚果（布）恩卡伊机场跑道及连接线项目
● 加蓬市政公路项目
● 巴基斯坦 pkm 项目第七标段
● 孟加拉中孟友谊展览馆项目
● 埃及新行政首都 CBD 项目
● 新加坡地铁隧道项目
● 乌干达 73 公里公路项目
● 科特迪瓦阿比让四桥项目
● 碧桂园印度孟买塔那住宅 THE ICON 项目
● 马来西亚 HENNA 住宅项目

……

中建五局“走出去”三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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