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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彭宗卫）5月22
日至23日，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
卢纯，三峡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王
琳一行赴乌东德水电站工程调研，并召
开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推进会，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和在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再次动员推进“五大工程”
建设，将乌东德水电站工程打造成为共
和国新时代大国重器。卢纯指出，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导，以更高的站位进一步深化

“五大工程”内涵，牢固树立为共和国打
造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崇高使命感，将乌
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成为新时代的精
品工程典范、创新工程典范、绿色工程
典范、民生工程典范和廉洁工程典范。

22日清晨，卢纯、王琳一行从北京
赶赴乌东德工地。下午3时许，卢纯、王
琳一行一到工地，随即赴工程建设现场
进行调研，先后调研了乌东德水电站工
程右岸电站进水口、右岸地下厂房、左岸
地下厂房、大坝基坑、坝顶等关键施工部
位。当晚，卢纯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乌东
德工程建设部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当前
工程建设中的有关事项。23日上午，三
峡集团召集各参建单位召开乌东德水电
站工程建设推进会。会议由三峡集团党
组成员、副总经理范夏夏主持。

卢纯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
峡工程和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卢纯指出，贯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
和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是三峡集团和金沙江
水电工程各参建单位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牢固树立“千
年大计、质量第一”意识，始终以对党、
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将乌
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成为新时代的精
品工程典范；要坚持自力更生、不懈奋
斗，牢牢掌握打造大国重器的核心关键
技术，将乌东德水电站工程打造成为新
时代的创新工程典范；要牢固树立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工程建设与
环境保护、生态修复三位一体，将乌东
德水电站工程打造成为新时代的绿色

工程典范；始终牢记乌东德水电站工程
的国家属性、民族属性，要将工程建设
与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将
乌东德水电站工程打造成为新时代的
民生工程典范；要恪守诚信守正、廉洁
敬业的自我要求，始终牢记廉洁是三峡
的第一品牌和生命线，全力以赴把乌东
德水电站工程建设成为新时代的廉洁
工程典范。

卢纯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乌东德
水电站工程当前各项工作取得的成
绩。他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质量放
在首要位置，坚持“千年大计、质量第
一”理念不动摇。要将“如临深渊、如履
薄冰”的态度贯穿建设全过程；要正确
处理好安全质量与进度的关系；要继续
完善机制和制度，建立起工程安全质量
的保障体系，要以“零容忍”态度反对偷
工减料；要以慎终如始的精神加强全过
程监控；要加强协作队伍特别是民技工
的管理，要加强现场设计力量，提高在
施工中处理工程技术难题的工作效率；
要始终高度重视做好防洪度汛工作。

卢纯指出，2020年7月下闸蓄水、
8月首台机组发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一重大时间节点高度契合，确保乌东

德水电站按期蓄水发电具有十分重大
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要
坚定首台机组发电目标不动摇，全力以
赴推进各项工作，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献礼。要加快推进乌东德水电站移民
工作，为电站按期下闸蓄水提供基础保
证。全体建设者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迎
难克艰、奋力拼搏，全力以赴把乌东德
水电站建设成为新的大国重器。

卢纯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把乌东德水
电站工程打造成为新的大国重器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一是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个
岗位、每一名员工。二是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全面领导
贯穿于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全过
程。三是大力弘扬新时代三峡集团精
神，充分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四是扎实
推进施工区大党建工作，以党建促工程
建设。

三峡集团总师、相关部门和单位主
要负责人，乌东德工程建设部和各主要
参建单位负责人参加推进会。

本报讯（特约记者 彭宗卫）5 月 23
日至 24 日，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
长卢纯一行赴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调
研，并召开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建设推
进会。会议号召各参建单位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和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新部署、新要求与白鹤滩水电站工程
建设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推动“五大工程”建设，建设美丽白
鹤滩，把白鹤滩水电站工程打造成为社
会主义新时代大国重器典范。

这是卢纯第十次赴白鹤滩水电站
工程调研。23 日下午，卢纯一行风尘
仆仆地从乌东德工地赶到白鹤滩工
地，当晚就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白鹤滩
工程建设部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当前
工程建设中的相关工作。24 日上午，
卢纯一行赴白鹤滩工地，现场查勘坝
顶平台、左岸地下厂房、左岸 2 号调压
室、2 号泄洪洞、大坝 24 号坝段、右岸
地下厂房等关键部位。下午，三峡集
团在现场召开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建设
推进会。

卢纯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三峡工程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更高
的站位进一步深化“五大工程”内涵，牢
固树立为共和国打造新时代大国重器
的崇高使命感，将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成
为新时代的精品工程典范、创新工程典
范、绿色工程典范、民生工程典范和廉
洁工程典范。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
发电计划安排与建党一百周年这一重
大时间节点高度契合，确保白鹤滩水电
站按既定计划目标于 2021 年 7 月 1 日
前蓄水发电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
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各参建单位要

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奋力拼
搏，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青山不放松，
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按期实现
首批机组发电目标，向建党一百周年献
礼。

卢纯指出，三峡集团提出建设美丽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美丽金沙江的号
召，提出让绿色能源在绿色生态中运行
的目标，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响应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建设美丽中国”号召的切实举措。
三峡集团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发挥骨
干主力作用，把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成为
绿色工程和美丽工程本身就是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推动共抓长江大保护的重
要一环，要应用最先进的环保理念，运
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将工程建设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工程建设、生
态保护和环境修复要实现同步规划、同
步建设、同步运行，让白鹤滩水电站工
程与周边自然环境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和谐共生体，把生态资本转
化为发展资本。同时要把金沙江水电
开发中积累的先进环保理念、技术、经
验、模式复制运用到中下游省市共抓长
江大保护实践中去，打造更多的生态文
明典范工程。

卢纯充分肯定了白鹤滩水电站工
程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充
分认识白鹤滩水电站在中国水电史乃
至世界水电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
义。卢纯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质量
放在头等位置，坚持“千年大计、质量第
一”理念不动摇。要将“如临深渊、如履
薄冰”的严肃态度贯穿建设全过程；要
正确处理好安全质量与进度的关系；要

继续完善机制和制度，建立起工程安全
质量的保障体系；要加强全过程监控；
要加强协作队伍特别是民技工的安全
质量管理；要加强现场设计力量，提高
在施工中处理工程技术难题的工作效
率；要扎实做好防洪度汛工作。

卢纯要求，要以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全力以赴打造白鹤滩百
万千瓦机组精品工程。机电工作和土
建交面要实现无缝交接，要让每一台机
组都成为精品工程，以“零容忍”态度消
灭所有缺陷和瑕疵，慎终如始完成 16
台机组制造安装调试工作。希望东方
电气集团和哈尔滨电气集团共同努力
把百万千瓦机组打造成能经得起历史
检验的真正精品，做到内在品质一流、
外在形象一流、管理过程一流，向党和
国家、向人民、向历史交上一份满意答
卷。

卢纯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把白鹤滩水
电站工程打造成为新的大国重器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要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和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要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把
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白鹤滩水电站工
程建设全过程。要大力弘扬新时代三
峡集团精神，充分发挥精神引领作用。
要扎实推进施工区大党建工作，以党建
促工程建设。

推进会由三峡集团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范夏夏主持。东方电气集团总经
理张晓仑，哈尔滨电气集团党委副书记
孙智勇出席会议并发言。

范夏夏要求，下一步白鹤滩水电站
工程建设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基础
的原则不动摇，坚持科学有序、争分夺
秒的原则不动摇，坚持统筹兼顾、合作
共赢的原则不动摇。各参建单位要迅
速传达学习落实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现
场推进会精神，进一步凝聚共识，把确
保2021 年7 月1 日首批机组发电和建
设美丽白鹤滩工程作为全体建设者共
同努力的奋斗目标，用新时代“五大工
程”建设理念推动白鹤滩工程高质量完
成建设任务。

张晓仑、孙智勇在发言中表示，东
方电气集团和哈电集团高度重视白鹤
滩百万千瓦机组设计制造工作，将全力
以赴落实好推进会各项要求，进一步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把百万千瓦机组打
造成精品工程。

三峡集团总师、相关部门和单位主
要负责人，白鹤滩水电站工程主要参建
单位负责人参加推进会。

“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
里。”

“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升。”

“我们自己迎难克坚，不仅取得了
三峡工程这样的成就，而且培养出一批
人才，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
细雨霏霏的戊戌仲春，注定要被载

入三峡集团史册。2018 年 4 月 24 日，
三峡坝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
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三峡工程的
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高度赞扬三峡工
程建设者做出的巨大贡献，鼓舞三峡集
团员工继续砥砺奋进。

总书记看的是三峡，思考的是大水
电。寥寥数语，承载着万钧嘱托，汇入
细雨，洒向长江，溯洄从之，游抵金沙。

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
……在万里轴线另一端的金沙江，四座

掌握了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的水电工程，
正踩着清洁能源开发的时代浪尖儿，拓
印出新的“大国重器”模板。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不仅建
设了三峡，还培养了一批人才队伍，掌
握了全面的自主创新技术，现在又开发
了一个又一个的‘三峡’。”

做自主创新的领跑者

每一段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诞生，都
离不开创新“车轮”的驱动。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一些领域
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领域
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
变，完全有能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
跨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在
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
中得到充分印证。

白鹤滩头白鹤飞。作为曾经的三
峡工程建设者，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党委

书记樊义林对习近平总书记“要通过自
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的
话语极有共鸣。“成功不是抽象概念。
总书记之所以给予三峡工程如此高的
评价，不仅在于三峡工程的象征意义，
也在于我们不断自主创新，形成了属于
自己的核心技术。”他说。

若论白鹤滩工程自主创新的核心
技术，单机容量1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
巨型机组绝对无出其右。然而，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评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
程一般，探索世界水电机组“无人区”，
同样“不会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敲锣
打鼓那么轻而易举就实现的”。

在三峡工程之前，国内自主生产的
水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只有 32 万千
瓦。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和再
创新，三峡工程实现了 70 万千瓦机组
的自主设计、制造和安装，追上了国外
脚步。 （下转二版）

过去五年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参与到全球贸易、产能合作及跨国并购
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三峡集团高擎共商共建共赢的大
旗，坚持稳健经营和文化融合并重，推动
海外清洁能源事业迈向世界一流。

在相距近 8000 千米之外的德国

湾，一群可爱的“三峡人”正在茫茫的海
上风电场上谱写着生动的篇章。

跨国并购：做成，更要做好

对三峡人而言，跨国交流与合作自
20多年前三峡工程兴建之时便已植入
自身基因。然而，在“一带一路”大潮
下，三峡集团扬帆出海、从基础设施建

设转向清洁能源行业和高端制造领域，
却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新挑战。2016年
7月，德国稳达海上风电加入三峡大家
庭，引人关注的不仅在于并购后的报
表，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牵手德国
工业4.0的强强联合，更成为国际社会、
特别是能源界的关注焦点。

（下转二版）

确保实现蓄水发电既定目标不动摇
将乌东德、白鹤滩工程打造成为新时代大国重器典范

用汗水浇灌大国重器
——回首三峡集团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工程建设的砥砺奋进之路

□ 本报记者 朱静霞

德国湾的三峡人
——三峡集团欧洲海上风电稳健经营与文化融合并举

□ 本报特约记者 商伟

卢纯、王琳在乌东德水电站工程调研 本报特约记者 黄正平 王普 摄 卢纯在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调研 本报特约记者 黄正平 刘涛 摄

卢纯在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建设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