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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伴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国水电产业

发展突飞猛进，在世界同行中实现了从“跟跑者”到“并

行者”，再到“引领者”的飞跃。中国水电产业以非凡的

发展成就和强劲的实力引领着世界水电产业的发展。

三峡工程建设，助推中国水电行业的腾飞。三峡

工程技术复杂，难题众多，中国的水电建设者们通过集

成创新，用 17 年走完了先进国家几十年的发展路程，

提升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水平，突破了大体

积混凝土施工、重大装备制造、超高压输变电建设等世

界级难题。三峡工程建设，为我国水利水电大规模开

发，为重大装备制造国产化，国内相关企业发展，以及

人才队伍培养储备，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平台。三峡工

程的成功建设标志着我国由水电开发大国向水电开发

强国转变。

三峡工程建设，催生了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水

电产业。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应运而生的三峡集团，2015

年清洁能源可控装机容量近 6000万千瓦。全球已投产

的 70 万千瓦以上大型水轮发电机组中，三峡集团拥有

58台，占全球总量的 60%。目前，在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80多个三峡集团的在建投资项目和国际工程承包项

目。今年 1 月，三峡集团获得了巴西伊利亚、朱比亚两

座水电站特许经营权，一跃成为巴西第二大私营发电企

业；2015 年,三峡集团卡洛特项目写入中国与巴基斯坦

政府间联合声明，这是中国水电行业的第一次；2015

年，几内亚国家货币 20000 法郎面额钞票的背景图案，

正是三峡集团中水电对外公司承建的凯乐塔水利枢纽

工程整体形象；2012 年三峡集团成为葡萄牙电力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中资企业首次成为欧洲国家公用事业公

司大股东⋯⋯以三峡集团为代表的中国水电企业已成

为世界清洁能源市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三峡工程，代表了世界水电建设的最高成就。国

际社会的认可，源自于对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中国水

电建设能力和技术标准的广泛共识。三峡工程取得的

建设成就，代表着中国水电工程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三峡集团在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也在积极

推行中国水电的“三峡标准”，引领中国水电走向世

界。在国际市场技术标准、运行规则与运行模式均由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大背景之下，通过积极参与国际

大坝委员会(ICOLD)、国际水电协会(IHA)等权威国际

行业组织的活动，参加水电可持续发展规范的制定，积

极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等国际知名环保组织合作，进而使中国水电建设的实

践和经验更多地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中国水电企业在

全球水电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世界水电看中国。当今，中国水电产业已迈入大

电站、大机组、高电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新

时代，引领着世界水电乃至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以

中国三峡、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

以实施国家战略部署、加快“一带一路”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为契机，以全面整合行业资源、实现中国水电“编

队出海”为抓手，以海外市场全流域规划建设运营、推

动国际水电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水电全产业链的核

心能力为依托，打造中国水电“走出去”升级版，中国水

电已成为代表国家核心能力的新的国家名片。

近年来，中国水电产业突飞猛进，在世界水电行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领跑者”的飞跃。在我国全面

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带动下，中国水电企业抓住海外市场机遇，在参与海外项目的过程中，不断展现

高效的项目运作能力和强大的投资能力，中国水电“走出去”已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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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几内亚央行发行的新版货币中，最大面
值的2万几内亚法郎纸币上，赫然印上了由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所属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承建的几内亚最大
在建工程凯乐塔水利枢纽工程的效果图。这在世界尚
属首次。

“顺水推舟”集体出海

世界水电看中国。除了凯乐塔水电站，世界上在
建的大型水电站中，中国水电企业的身影比比皆是。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葛洲坝等中
国基建公司，在海外都有承建或合建水电项目，中国在
全球水电建设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领跑者”角色。

2015 年 8 月，三峡集团成功收购巴西 TPI 公司所
拥有的总装机30.8万千瓦的两个运行水电项目公司和
一个电力交易平台公司的全部股权。

2015年11月25日，三峡集团成功中标巴西500万
千瓦水电项目30年的特许经营权，总投资约37亿美元。

2016 年 1 月 6 日，三峡集团宣布，其并购巴西朱比
亚水电站和伊利亚水电站 30 年特许经营权已完成交
割。两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499.5万千瓦，三峡集团
海外可控及权益装机容量由此突破 1100 万千瓦。三
峡集团自 2008 年收购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作为拓
展海外业务的平台以来，已在40多个国家拥有80多个
水电开发项目，继续领跑世界水电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在海外也斩获颇丰。
2015 年 11 月 20 日，中国电建宣布全资子公司中国水
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赞比亚电力公司签署
了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合同，合同金额高达
15.66亿美元。

2015 年 11 月 29 日，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南欧江
梯级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企业首个境外
全流域规划开发电站顺利完成首台机组发电目标，成为
水电企业积极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的又一重要节点。

此外，葛洲坝等其他企业也先后在安哥拉、老挝、阿
根廷、巴基斯坦等国承接了多个水电项目。其中，葛洲
坝承接的合同总价 287 亿元的阿根廷圣克鲁斯河总统
电站和省长电站项目，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的最
大水电工程项目之一。

面对中国水电取得的优异成绩，国际水电协会主
席肯·亚当斯坦言，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上的水电超级
大国。

“中国水电的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优势促进了中

国水电‘走出去’的步伐，其项目遍及世界百余个国家和
地区，为推动世界水电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
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基尧说。

砥砺奋进“水到渠成”

中国水电在国际市场全面开花，离不开长年在国
内市场的砥砺奋进。近 20 年来，中国水电产业突飞猛
进，在世界水电行业中实现了从“追随者”到“领跑者”的
巨大飞跃，不仅成为全球水电装机规模最大的国家，也
成长为当今全球水电建设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

资料显示，中国的河川径流量 2.8 万亿立方米，居
世界第 6 位；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5.42 亿千瓦，居世
界首位。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各类水库大坝 9.8 万
座，总库容 9300 多亿立方米，其中坝高 15 米以上的大
坝就有 3.8 万座，已建成世界最高拱坝锦屏一级坝高
305 米，最高碾压混凝土坝光照坝高 200.5 米，最高面
板堆石坝水布垭233米，还有三峡、二滩、小浪底、小湾、
龙滩、溪洛渡等一批世界级的水库大坝先后建成。

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中国水电更是捷报频传。
2015年12月24日，三峡集团乌东德水电站举行建设动
员会，宣告正式迈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随着这座动态
投资超千亿元的我国第3座千万千瓦级水电站的投建，
三峡集团在长江干流将拥有6座梯级水电站，规模相当
于3个三峡工程，这也标志着我国长江干流水能资源基
本开发完成、清洁能源走廊基本建成。与此同时，双江
口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等一系列工程的稳步推进，进
一步奠定了我国在水电建设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装机规模攀升的背后，还有水电技术的频频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指出，乌东德采用 12 台 850 兆
瓦机组，使电站机组容量突破现有最大单机容量水平，
标志着我国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制造能力达到了世界领
先水平。

双江口水电工程最大坝高314米，高于目前世界最
高的四川雅砻江锦屏一级 305 米的混凝土双曲拱坝高
度，将我国大坝建设推升至新的高度。

得益于中国水电的快速发展，2015年 5月，世界水
电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大会从设计、施工、装备制造、
运行管理和电网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宣传了中国水电的
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水电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节能减排
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水电企业的强大实力，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会上表示，中国水电的

总装机已经突破 3 亿千瓦，约占全球水电总装机的
27%；装机容量全球排名前 10 位的水电站中国将有 5
座；单机容量70万千瓦以上的水轮发电机组，超过一半
在中国；中国水电形成了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装备制
造、输变电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整合能力；中国先后与80
多个国家建立了水电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作关
系，成为推动世界水电发展的重要力量。

“逆水行舟”全面升级

进入新世纪，人类面临更加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
恶化、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为缓解能源需求压
力，保持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优先发展水电已成为
国际共识。

在国家全面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带动下，中
国水电企业紧抓海外市场机遇，在参与海外项目的过程
中，不断展现高效的项目运作能力和强大的投资能力，
已经从早期的工程分包、项目施工取得短期收益的初级
阶段，上升到拥有自主开发权，依托综合实力开展资本
并购、管理运营电站、获取长期收益的全新阶段，中国水
电“走出去”已然全面升级。

在业务上，中国水电企业不断推进国际业务层级
升级，坚持差异化竞争，大力发展海外清洁能源EPC承
包和投资项目。从对外劳务合作，到单项工程承包，再
到工程建设承包加融资总承包，直至项目投资运营。

在规模上，初期中国水电企业往往只能参与单一
环节的项目建设。历经多年努力，中国水电海外市场开
发与技术经验稳步提升，整合全产业资源的综合实力不
断升级。在投资与建设环节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基础上，
全面整合投资开发、国际工程设计与建设、电站运营和
咨询全产业链业务，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为海外客
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在形态上，早期国内企业间各自为政、分散经营，
“多支枪打一只鸟”的现象普遍存在。如今，为避免中国
水电在“走出去”中出现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的不利局
面，国内水电施工建设企业、设备制造企业、设计咨询企
业和关联产业的相关企业，更多地选择携手组建“中方
联盟”，编队出海、互利共赢。

逆水行舟，更上一楼。如今，从流域规划、可研设
计、梯级开发，到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参与一个
国家干流流域水电开发，又成为中国水电“走出去”战略
高端切入的一个新的探索。中国水电这张“中国名片”
越擦越亮。

在几内亚 2015 新版货币中面值最大的 2 万几内亚法郎上，
印有一座现代化的水电站。这是一道“中国建设”的亮丽风景
——由中几两国共同出资、中国三峡集团通过“走出去”战略实
施平台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以 EPC 总承包方式承建的几内
亚凯乐塔水电站。凯乐塔水利枢纽项目是几内亚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水利枢纽项目，被誉为几内亚的三峡工程。

记者了解到，凯乐塔项目合同总额 4.462 亿美元，项目资金
25%由几内亚政府自筹，7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
信贷，由三峡集团中水电对外公司以 EPC 总承包的方式建设。
电站装有 3 台 7.8 万千瓦机组，是目前几内亚的最大电站，多年
平均发电量为 9.65 亿千瓦时，相当于电站投产前几内亚全国发
电量的 2倍。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国水电企业取得
优异成绩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整合集成编队出海，凯乐塔项目是
一次有益尝试。在三峡集团中水电公司的主导下，上千名中方
员工先后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参与项目建设的有黄河勘测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中电建水电三局、广西送变电建设公司、二滩建
设咨询有限公司等多家设计、制造、监理和施工专业分包单位，
是三峡集团整合中国水电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编队出海的典范。

凯乐塔项目顺利实施，离不开持久的资源保障能力。几内
亚位于非洲西部，是一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国家。项目实施
需要的物资基本上依赖进口，当地没有相应生产能力，对工程计
划进度影响很大。大量的永久机电设备从国内采购发运，集装
箱船运船期一般是 45天，而散货船最长运船期近 3个月。

在这样的境况中，要想工程进度、质量等都不受影响，考验
的是团队的提前策划、资源组织能力。项目团队决策层中，不少
人都有长达 10 年以上的非洲工程实施经验，成功解决了这一难
题。截至目前，凯乐塔项目仅海运物资就达 50 余批次，货运总
量逾 4万立方米，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资源保障。

此外，凯乐塔项目在工期上也异常紧张，合同开工日期
2012 年 4 月 18 日到 2015 年 5 月底首机发电的节点目标仅为 3
年。几内亚雨季较长且雨量大，对施工进度有较大的影响。旱
雨季交替时期，地方病疟疾肆虐，“打摆子”人数较多，对施工生
产影响较大。

凯乐塔项目的特点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要顺利推进工程建
设必须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面对困难，项目部强化目标管
理和危机管理，未雨绸缪，科学组织，瞄准一个个节点目标，调动
全员智慧，打赢了一场场的歼灭战，保时保质地完成了各项工程
任务。

西藏果多水电站首台机组日前实现并网调控、正式运行，满负荷运转年发电量可达 3 亿多千瓦时。电站将进一步改善藏东电力不足的现状，为国家“西电东送”能

源接续基地建设奠定基础。图为果多水电站外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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