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建工集团加纳电网项目
当地员工正在工作。

由 湖 南
建工集团承
建的中国援
利比里亚三
所农村学校
交接仪式。

塞 内 加
尔竞技 摔 跤
场内景。

攻坚克难建设援建项目，彰显国企担当与品牌实力

湖南建工集团从上世纪 70年代就开始涉足非洲市场，优质高效承建了一项项精品工程———

享誉非洲的“建筑湘军”

大批精品工程竣工，“湖南建工”品牌享誉非洲
湖南建工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涉足非

洲市场， 当时主要是承建援外工程项目，“建筑
湘军”优质高效地完成了一项项民生工程，随着
大批高质量的精品工程在非洲各地竣工，“湖南
建工”的品牌获得非洲人民广泛赞誉。

一直以来，湖南建工集团秉承合作共赢、差
异化发展的理念，大力推进中非国际产能合作，
基本形成以坦桑尼亚、 加纳为中心拓展延伸的
非洲经营大区。

湖南建工集团在非洲参与的援外项目有 9
个， 分别是援几内亚金康和丁基索两水电站维
修项目、 援几内亚金康和丁基索两水电站技术
合作项目、 援利比里亚 SKD体育场维修项目、
援利比里亚三所学校项目、援利比里亚 SKD体
育场技术合作项目、 援塞拉利昂夏洛特和马卡
里水电站项目、 援塞拉利昂坡特洛科水电站项
目、援布隆迪总统府项目、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
场项目等 9个项目，共计合同金额 8.96亿元。

在非洲参与的国际工程总承包项目有 6
个， 分别是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城市供水项
目 2A与 2C标段、 坦桑尼亚克多哥水坝项目、
中航技坦桑尼亚 AVlC房地产项目前期道路及
排水工程、坦桑尼亚松巴万加 - 木潘达 76.6 公
里道路升级项目、 坦桑尼亚松布万加机场修复
升级项目、布隆迪国道 RN18 公路 24KM 项目
等 6 个项目，共计合同金额 8.2 亿元，已完成产
值 7.2亿元。

在非洲参与的 EPC买方信贷项目：加纳北
部省农村电网项目，加纳北部、东部和沃尔特省
电网项目，肯尼亚 BOSTO 水坝项目，毛里塔尼
亚糖厂项目等，共计合同金额约 57 亿元，已完
成产值 9.12亿元。 其中，加纳北部省电网 EPC
项目是湖南省首个出口买方信贷项目， 标志着
湖南省开启了一条享用国家“421 出口融资保
险专项安排” 政策的新路径， 并由省商务厅推

荐，作为湖南唯一参评商务部“一带一路丝路明
珠”的项目。 此外，项目还属于贸易项下对外承
包工程，出口额占比 60%，中国成分达 77.3%，
机电产品全部采用中国自主品牌， 开创了湖南
省机电产品出口及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的新纪
元，提升了中国产品形象，极大地促进了中加两
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关系。

2018年 7月 22日，由中国政府援建、湖南
建工集团承建的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竣工移
交，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移交典礼现场向塞内
加尔总统马基·萨勒移交“金钥匙”，并听取湖南
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有关工程建
设情况汇报。

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是中国在塞内
加尔规模最大的援助项目， 是非洲首座现代化
摔跤场，也是“建筑湘军”在海外承建的又一地
标性建筑。

2016 年 5 月，500 多名湖南建工人来到塞
内加尔，克服施工难度大、工期紧张、文化差异
大、 语言不通、 气候多变等难题，“恪守质量第
一，筑造精品工程”，为塞内加尔人民建设了一
座独具特色的摔跤场。该项目如期保质完成，竣
工验收评定为优良工程。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
理念、中国制造、中国速度”，为非洲人民奉献了
一座独具特色的摔跤场、 一座象征中非友谊的
文化体育地标。

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竣工移交后， 中国驻
塞内加尔使馆给湖南省委、省政府发来表扬信，
对湖南建工集团在承建竞技摔跤场时所做的努
力给予高度肯定与表扬。

今年 2月， 塞政府决定授予湖南建工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新平“国家雄狮勋位团骑士
勋章”， 授予湖南建工集团六公司董事长陈光
乐、副总经理李朝、项目施工技术组长薛利春三
人“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

援建民生项目，传播中非友谊

近 10 年来， 湖南建工集团在非洲先后
承建项目 23 个，合同金额 120 亿元，大部分
是基础性民生项目。

作为国有企业承建援外工程， 湖南建工
集团要求全体参建人员除了优质高效建好工
程外，还要注重维护国家与企业形象。叶新平
强调，建设援外工程，项目部要始终坚持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援布隆迪总统府项
目是布隆迪地标性建筑。 总工程量 1.47 亿
元，合同工期 24个月。 工程标准和建设质量
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实施， 每个工人上岗前都
要经过岗前培训， 项目实施期间解决了当地
300多人的就业问题。

在建设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时，湖
南建工人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
念，实施了“一对一”的施工技术指导及工艺
教授， 以提高当地工人的操作水平及施工管
理能力。

54 岁的塞内加尔技术工人阿马杜·西塞
从 2016 年勘探时期就进入工程队， 见证了
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他说，中国人愿将技术
传授给他们，令他深受感动！

在建设过程中， 项目部为塞内加尔提供
了 4000 余个就业岗位，培养了如电工、电焊
工等约 1000 名技术工人，并采取捐赠、助学
等多种方式帮助当地民众， 赢得了塞国民众
和政府高层的肯定。

中塞两国员工在工程建设中团结协作，
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如今，在塞内
加尔，看到有中国人经过，很多塞内加尔民众
都会高兴地双手竖起大拇指：“你好，中国！ ”
“中国，好朋友！ ”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
表示，当前中非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湖南建工
集团将以这次中非经贸博览会为契机，进一步
深化与非洲的合作，坚持弘扬伙伴精神、不忘
合作初心，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积极的姿
态，全力投身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加
强与非洲各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对接，坚定不
移地推进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筑中非人民
命运共同体。

胡信松 邓建英 何力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心相通。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
湖南召开， 这是深化中非合作的新
平台、湖南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湖南
建工集团与非洲渊源深厚， 在非洲
承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项目，湖
南建工人与非洲人民结下了真挚友
谊， 我们希望在这次博览会上能掌
握大量经贸信息、 推动在非洲的项
目尽快落地。 ”

6 月 25 日，湖南建工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叶新平介绍，湖南建工
正全力以赴准备参加在家门口举行
的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制订方案
接待非洲客商参访团、 梳理项目在
会上签约、 邀请非洲朋友到建工集
团来做客……

成立 60多年的湖南建工集团，
是一家具有勘察设计、工程投资、施
工运营、建筑科学研究、高等职业教
育、建筑安装、路桥施工、水利水电
施工、新能源建设、工程设备制造、
房地产开发、对外工程承包、劳务
合作、进出口贸易、城市综合运
营等综合实力的大型千亿级
国有企业集团，是“建筑湘
军”的领头羊。集团注册资
金 200 亿元，年生产（施
工） 能力 2000 亿元以
上，连续 15年入选“中国
企业 500 强”， 位列 191
位， 连续 19 年荣获 104
项鲁班奖，在 2018 年度美
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
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榜
单中，位列第 211位。

近年来， 湖南建工集团全面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企业
品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集团于
2016 年成立中湘海外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优化整合海外市场拓展资
源和施工能力。 目前集团海外业务
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房建、
公路、能源、桥梁、电网、水利、环保
等多个领域。 近 5 年累计商签合同
22 个，金额 138.55 亿元。

2004 年以来， 湖南建工集团大力加强国
家对外经援项目建设，先后在几内亚、利比里
亚、坦桑尼亚、塞拉利昂、布隆迪、塞内加尔等国
家援建项目，主要包括总统府、体育场、摔跤场、
水电站、实验室、学校、医院等，彰显国企的责任
与担当，塑造良好的中国建筑企业形象。

2014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驻塞拉利昂大
使馆向湖南建工集团寄来一封感谢信，对该集
团开展的援助行动表示衷心感谢。 自塞拉利昂
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向塞不断提供各类
援助。 作为在塞留守单位之一， 湖南建工集团
驻塞夏洛特水电站和波特洛科水电站两个项
目组，在援助行动中为援助物资运送和中塞友
好医院改造提供了巨大支持。

当年 9 月 17 日， 中国援塞埃博拉实验室
相关人员和物资抵塞，准备将我国援建的中塞
友好医院改造为埃博拉留观中心和移动实验
室。 由于当时援助物资数量巨大， 急需卡车协
助运送， 而在塞留守的中资企业已经不多。 作
为在塞留守单位之一，湖南建工集团驻塞夏洛
特水电站和波特洛科水电站两个项目留守的
负责人积极响应，立即派出 4 辆装载卡车协助
运送物资，并确保物资顺利运抵弗里敦。

在中塞友好医院改造过程中，项目组派出
精干施工队伍，加班加点，加快医院改造进度，
留观中心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开业。

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在感谢信中表示：在
此次援助任务中，湖南建工集团两个援塞项目组
为我国援助物资运送和中塞友好医院改造提供
了巨大支持，为巩固发展中塞友谊贡献了自己的
力量，凸显了中国速度，扩大了我国援助影响。

2004年以来， 湖南建工集团积极参与国际
公开招投标市场的竞争，先后中标了坦桑尼亚 32
公里道路项目、坦桑尼亚 76公里道路项目、达累
斯萨拉姆城市供水项目、多哥水坝项目、松布万
加机场修复升级项目， 布隆迪国道 RN18 公路
24KM项目等， 充分体现了集团的履约能力、综
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2018 年，湖南建工集团牵头成立省“一带
一路”产业促进基金，基金总规模 200 亿元，为
湖南省属国有企业“抱团出海”和创新国际化

战略、共同推进“走出去”发展，搭建融资新平
台。 充分借助“中湘海外”整合集团海外经营资
源，在非洲等国家地区深耕布局，全力参与全球
市场竞争，国际化经营不断取得突破，企业品牌
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在非洲建设项目，所遇困难难以想象。 湖
南建工始终坚持‘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
精神，攻坚克难，日夜奋战，始终保持着一种不
服输、不懈怠的劲头，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
一个一个项目，彰显了品牌实力。 ”湖南建工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新平表示。

2008年 8月，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援利比
里亚 3 所学校，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项
举措对非承诺援建 100 所学校中的 3 所，援利
比里亚 3 所农村小学是一个集勘察、设计和施
工一体化的总承包经济援助项目。 远离家乡的
“建筑湘军”在极其艰苦的居住条件和恶劣的施
工条件下，精心组织、认真施工、克服了种种困
难，如期高质量完成工程。

移交仪式当天， 成千上万名当地群众和中
小学生手持“感谢中国”和“感谢湖南建工”的横
幅和标语聚集在学校大门道路两旁，载歌载舞。

利比里亚总统盛赞湖南建工一流的施工
质量和精良的配套设施，赞扬中国是“急人所急
的真正朋友”。

中国政府援建、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布隆迪总统府项目。

�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坦桑尼亚塔拉基亚-容该-卡姆旺加 32 公里道路。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建工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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