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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

水电八局拥抱改革、拥抱转型，积极融入和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以工程建造为主体，以

绿色建材和绿色能源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产业发

展新格局。

基础设施的建设者

人民期盼光明，他们便治水发电；人民渴望安

澜，他们则兴修水利：从荆江分洪、汉江分洪，到韶

山灌区、欧阳海灌区，再到南水北调、长沙湘江航

电枢纽、大藤峡水利枢纽……水电八局始终追随

江河的足迹，治理水患、守护民生。2022 年 4 月 11

日，李克强总理到水电八局承建的赣江尾闾水利

工程调研，点赞八局建设者，建设了既利当前又造

福子孙后代的大工程。

“居者有其屋”，房屋建筑事关百姓民生。水

电八局作为装配式建筑的先行者，承建了湖南体

量最大装配式住宅——长沙蓝天保障房等一系列

工程，拥有长智建工等多处工厂，获评国家级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依托工程建造领域的核心实力，

高质量打造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安徽以

及雄安新区等多个城市片区开发项目，建设内容涵

盖住宅、写字楼、学校、公园及相关配套设施，为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添砖加瓦。

交通，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血脉。水电

八局助力“交通强国”，参与京港澳高速（湖南段）、

天津塘承高速、福州绕城高速、云南建个元高速、

海南文黎景观大道、贵州贵龙纵线等多个省市的

道路桥梁建设；参建京沪高铁、石济铁路、青连铁

路等铁路工程；除长沙地铁 4 号线、6 号线、7 号线

外，还在深圳、武汉、福州、南京、郑州、西安等地建

设 30 多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不断延伸的交

通线，正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生态兴，则文明兴。水电八局积极参与湖南

岳阳、江西九江、江苏南京等多个长江大保护项

目，让河湖恢复生机，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承建湖

南耒水风光带、雄安府河湿地、深圳茅洲河、南昌

梅湖水系、萍乡海绵城市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赋能城市生态文明，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水电八局坚持市场导向，

不断转型升级，从单一水利电力业务转向多元大

基建领域，积极布局国家改革发展最前沿的京津

冀、珠三角、长三角，在全国 20 多个省份承建基础

设施工程近 300 项。

水电八局自豪地向世人展示：他们不仅能造

一流的大坝，也能盖一流的房子、修一流的大桥、

建一流的铁路。

“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中国从落后封闭走向开放进步，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中国高度、中国速度、中国气度。作为中央

企业的水电八局，至今已在海外拼搏近 30 年，项

目遍布亚非拉美 30 多个国家，是湖南省最大的海

外工程承包企业。

早在 1991 年，水电八局与意大利英波吉诺公

司等外国承包商组成“中外联营体”，承建二滩水

电站大坝工程，登上了国际竞技场。

1996 年，水电八局参建巴基斯坦巴罗塔水电

站，那是当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包的最大水电项

目。工程建设期间“911”事件发生，外国使馆、企

业在战火中纷纷撤离，但水电八局临危不乱，保证

了按期发电。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称，水

电八局是“最可信赖的朋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水电八局

深耕亚太、欧亚、美洲、东南非、中西非和中东 6 大

区域市场，承建工程 110 多项，涉及水利水电、火

电、市政、房建、铁路、公路等诸多领域——柬埔寨

甘再、马来西亚沐若、加纳布维水电站，接连获评

“鲁班奖”；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中乌两国元首共

同推动，获得乌干达总统盛赞；委内瑞拉新中心电

厂，走出火电新天地，点燃加勒比海的光亮；科威

特大学城正式投用，全面打造中东乃至世界最大

的大学城；沙特沙巴机场，提前 4 个多月移交，获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杰出执行奖”；印尼雅万高铁，

中国高铁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习近平主席与印

尼佐科总统共同观摩试运行……

走出水电、走出大山、走出国门，水电八局秉

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乘着“一带一路”东风，

迎风破浪、行稳致远。

“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八局砂石，世界品牌，绿色典范。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水电八局就在贵州乌江渡

水电站建设中，开创了采用人工砂石骨料先河。

此后，水电八局深耕绿色建材领域，致力于集

约化规模化开发、生产、销售和应用，为国家大型工

程建设供应了优质、环保、充足的绿色砂石骨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电八局取材于安

徽 池 州 ，建 设 全 球 最 大 绿 色 建 筑 骨 料 生 产 基 地

——长九神山灰岩矿项目。从开工那天起，大到

一条隧道的开凿，一个码头的奠基；小到一个爆点

的位置，一棵树木的挪动，都精心设计，反复斟酌，

把绿色环保作为发展的前提。

2019 年 6 月，长九神山项目正式投产，矿山、

廊道、码头、航运、建筑一体化运作，为长江经济带建

设和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绿色

方案。水电八局控股的长九公司，更是以排名第一

的成绩入选中国砂石行业大型绿色砂石生产基地。

2022 年，水电八局绿色砂石产业的全国布局

基本形成，总储量达 26.78 亿吨，预计年产销量约

1.3 亿吨——在东部的长江之畔，长九绿色矿山正

在源源不断地向码头输送着绿色砂石骨料；在西

部的青藏高原，尼洋河砂石加工场，气膜成品料仓

满满当当；在华中的湖北黄冈，长崃绿色矿山的工

程建安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即将全面投产；而在

华南，广东省阳西县凤凰岭项目也正扬帆起航，以

昂扬的姿态扎根粤港澳大湾区……

“双碳”目标的奋斗者

十成抽蓄，九成电建。

作为中国电建旗下抽蓄建设的骨干子企业，

水电八局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发

挥 70 年来在绿色能源领域积累的核心实力，在湖

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辽宁等地建设了

20 余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

机量约 2500 万千瓦。

抽水蓄能，是动能与势能的优雅转换，也是传

统能源向清洁能源的科学转变。

——黑麋峰抽水蓄能电站，湖南省第一个抽蓄

电站。在这里，水电八局全力以赴，为家乡人民奉

上了科技与创新，也收获了一座金灿灿的鲁班奖。

——深圳抽水蓄能电站，我国第一座在城市核

心景区中建设的大型水电站，水电八局将山水的艺

术与城市的需求完美融合，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阳江抽水蓄能电站，我国抽蓄电站中最

高（101 米）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水电八局将坝工

技术发挥到极致，创造了抽蓄电站 25.5 米长碾压

混凝土芯样的世界纪录。

抽水蓄能，对建设进度与技术创新的要求也

极高，而水电八局无疑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梅州抽水蓄能电站，得益于多年累积的

快速施工核心技术，项目从开工至首台机组试运

行，仅用时 41 个月，其中机电安装工程仅用时 18

个月，创造国内最短纪录。

——厦门抽水蓄能电站，福建省最大抽蓄电

站，下斜井扩挖支护施工最大月进尺达 116 米，创

造全国最高纪录。

——平江抽水蓄能电站，湖南省最大抽蓄电

站，全国首批采用 TBM（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

掘进，月进尺达 602.1 米，创造全国最快纪录。

……

除了在抽水蓄能领域的杰出贡献，水电八局

在湖南、云南、江苏、安徽等地区建设有 40 余个大

中型光伏、风电项目，新能源总装机量 2028.5 兆

瓦，项目类型从单一施工逐步转变为 EPC 施工总

承包、投资建设。参建的江苏如东风电项目获国

家优质工程奖，云南小羊窝光伏电站在金沙江下

游国家级大型水风光储示范基地率先投产。

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当地铁遍布城市角落，交通拥堵留在过去；

当江水蔚蓝水天一色，脏乱差臭不见踪迹；当高楼

大厦拔地而起，破瓦残垣成为历史；当乡村青年迈

入职场，无望人生得以重启……遇见美好，是因为

有人建设美好。”

这是国务院国资委官方微博对水电八局暖心

广告片《遇见美好》的点赞。赞美背后，蕴含着水

电八局建设美好生活的担当与责任。

这份责任，在精准扶贫的战场上。2018 年 4

月，水电八局入驻湖南洞口县老艾坪村，大力推进

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基础设

施改造、人居环境建设“六位一体”新模式，通过两

年时间，带领老艾坪村胜利脱贫，水电八局获评

“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这份责任，在乡村振兴的脚步下。2021 年 5

月，水电八局入驻湖南泸溪县五里坪村，充分发挥

工程专业优势，以“三沟两路两房一中心”为主线，

修缮溪坝、引水灌溉、升级路网、改善房屋，同时带

动村民发展“烟稻连种”等产业，让一方水土富一

方百姓，致力塑造“千斤鲤鱼大塘有，万担良田五

里坪”的繁荣盛景。

这份责任，在抢险救灾的潮流中。湖南洪水，

青年突击队闻讯而动，志愿者挺身而出，抗沙袋、

筑堤坝、战洪峰；四川地震，满载设备物资的卡车、

工程车、挖掘机，第一时间奔赴前线；重庆山火，蟠

龙电站员工迅速响应，协助扑灭森林火灾，守护人

民群众安全；疫情初发，海外员工辗转奔走，采购

医疗物资，跨越重洋支援家乡……

这份责任，在守望互助的祝福里。2019 年，应

乌干达友城恩德培市请求，长沙援资修缮恩德培·

长沙示范学校，水电八局精心组织，高质量完成全

部修缮工程。竣工后，恩德培市长卡杨嘉·文森

特·德保罗发来感谢信，长沙市市长郑建新亦回信

致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深层次的追求，是

不分国度、不分时期、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对于

水电八局来说，“建设美好生活”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矢志不渝的追求。

起始江河 起势未来
——记驻湘央企中国水电八局成立70周年

杨珂欣 孟姣燕

1952 年，毛泽东主席为荆江分洪工程题

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

胜利。”

参建的 30万军民在现场顽强拼搏、日夜奋

战，以 75天的惊人速度建成荆江分洪第一期主

体工程，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施工奇迹。

就在这治水大军中，诞生了一支新中国最

早组建的水利水电机械化专业施工队伍，它就

是中国水电八局的前身。这支几乎与新中国

同龄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带

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开启了与共和国同行的

使命之旅。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约 36

万千瓦，年发电量仅 18 亿千瓦时，无论是装机

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无法和国外相比。在党

和国家领导下，水电八局顺势勇为，辗转河山，

推动中国水电建设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上世纪 60 年代。水电八局建成中国最大

装机支墩坝——湖南柘溪水电站，以及湖南韶

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极大鼓舞了中国水利

水电事业的士气。

70 年代。中国岩溶发育地区第一座大型

电站——贵州乌江渡水电站正式开工。万余名

建设者一路高歌，拼搏十载，胜利完工，荣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

称赞：“八局是支好队伍！”几乎同一时期，水电

八局承建的中国第一座空腹重力拱坝——湖南

凤滩水电站落成。截至 1978 年，中国水电装机

容量达 1728 万千瓦，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

80 年代。水电八局建成当时中国最高混

凝土双曲薄拱坝——湖南东江水电站。1986

年，超百万千瓦级水电站——湖南五强溪水电

站破土动工，水电八局制造安装了“中国第一

大”水电机组转子。1989 年，世界最高全断面碾

压混凝土拱坝——贵州普定水电站开工，依托

该工程开展的“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普定

碾压混凝土拱坝筑坝新技术研究”获科技进步

一等奖。

90 年代。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长

江三峡工程开工。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性

工程，寄托着华夏儿女的世纪之梦。水电八局作

为主力军之一参与三峡建设，完成了世界规模最

大的厂房、船闸施工；制造安装了世界最大的蜗

壳等机组埋件和船闸闸门；建设、管理、运营了世

界最大的人工砂石骨料系统；安装的发电机组精

准度控制在头发丝的四分之一，并光荣地成为

“三峡第一度电的生产者”。到 2000 年底，中国

水电装机容量达 7700万千瓦，跃升世界第二。

21 世纪。水电八局始终走在水电开发的

前列：攻破了小湾水电站系列难题，参与建成当

时世界最高混凝土拱坝；挑战 300米级溪洛渡超

级拱坝，建成“最聪明”的数字化大坝；扎根白鹤

滩，推动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球在建规模最大

的水电工程全面崛起……2021 年 6 月 28 日，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白鹤滩水电站首批

机组投产发电。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嘱托：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重大贡献！”

到 2022 年，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约 4 亿千

瓦、年发电量约 1.2 万亿千瓦时，双双保持世界

第一。70 年来，水电八局承建或参与建设了水

利水电工程 300 余项座，总装机容量超过 5200

万千瓦，创造单个企业年装机 1000 万千瓦的世

界纪录，中国十大电站参建前九。

过往未远，未来已来。

水电八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姜清华在带头

领学党的二十大精神时，铿锵有力地表示：“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一直镌刻于水电八局的血脉——为广大

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红色基因。”

2022 年，水电八局迎来 70 周年华诞，这支

因 水 而 生 、驭 水 而 强 、携 水 而 进 的“ 共 和 国 长

子”，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五百强——中国电建集

团旗下的骨干企业，是湖南省首家拥有水利水

电、建筑、市政公用三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与

设计甲级资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水电八局新

一届领导班子正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

中国电建“立足大基建，聚焦“水能砂城数”，集成

投建营，推进全球化”的战略部署，构建“一体两

翼”产业格局,以“建设美好生活”为使命，坚定不

移地朝着“成为最具行业特色的一流国际工程公

司”的目标迈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70 年，随江河起舞，改写山川。

70 年，与时代同行，敢为人先。

70 年，迎潮流而立，胸怀天下。

70 年，为幸福而生，共建美好。

那些奋斗的历史，从不随时间湮没。

那些志建山河的奋斗者，定会被山河铭记。

他们吹过的风霜、走过的泥泞、带来的光

明，终将指向未来。

而未来，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团结奋斗里。

“十大电站”参建前九 “一体两翼”龙行天下

团结奋斗制胜未来

（本版照片均由中国水电八局党委工作部提供）
印尼雅万高铁。

湘西高新区双河片区开发。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

安徽长九绿色矿山。

2022年，水电八局新一届领导班子率队扬帆起航。

19521952 年年，，毛泽东主席为参与荆毛泽东主席为参与荆

江分洪工程的江分洪工程的3030万军民亲笔题词万军民亲笔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