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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亮 点

谱写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篇章
——记江西国际公司驻肯尼亚办事处党支部

企 业 链 接

（本版文图由江西国际公司提供）

核 心 阅 读

国 资 声 音

奋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跨国企业
—江西国际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纪实

三十八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薪火相
传，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国际公司”）走过了一段段不平
凡的历程，书写了一页页精彩的篇章。

作为江西最早“走出去”的外经企业，江
西国际公司从一家地方“窗口型”企业，成长
成为名扬国际的“百强”国际承包商，递交出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连续17年入选全球最大
250家国际承包商，2020年位列第81位；对外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两项指标
连续八年双双进入全国前50强，2020年分别
列全国第22位和25位，在全国各省市地方外
经企业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十

四五”期间，江西国际公司将按照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施“四稳四扩”战
略，即：稳国外、扩国内；稳工程、扩投资；稳实
业、扩资本；稳效益、扩规模，奋力打造具有较
强工程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优秀跨国
企业集团。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是1983年经
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外向型省属国有企业，2017年12月
29日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公司主要经营境内外工程
承包、对外投资、对外劳务合作、矿业投资与开发、对外
贸易、建筑设计和咨询，承担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项
目等。

公司先后在亚、非、欧、美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
功实施了600余个工业，以及民用建筑、水利、电力、给
排水、打井、机场、道路桥梁、地质勘探和城乡基础设施
等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和我国政府对外援助项目，累计完
成合同额超70亿美元。先后在境外5个国家取得48个
钻石、铂、金、铜、镍、铬等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
并成功在非洲某国勘探到一个储量约800万吨的大型
铬矿。先后向日本、新加坡、约旦、塞班等国家和地区派
遣各类劳务人员近 10 万人次。目前，在赞比亚、肯尼
亚、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加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
刚果（金）等27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和代表处，注册了
40多家境外子公司。

公司自2003年以来连续17年入选全球250家（2012
年以前为225家）最大国际承包商行列，且位次不断前
移，2020年列81位。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
营业额两项指标连续八年双双进入全国前50强，2020
年分别列全国第22位和25位。

现有党员 11 名，平均
年龄 32 岁，平均在非洲国
家工作 8 年，最长的累计达
18 年……这是来自江西国
际公司驻肯尼亚办事处党支
部的信息。成立于 2011 年
的这个境外党支部，始终不
忘江西这片红色土地孕育的
红色基因，着力在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中践行初心使
命，为谱写我省开放型经济
发展新篇章贡献了力量。

作为境外党组织，该党
支部始终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穿支部工作全
过程，充分运用“互联网+”
党建工作新模式，打破时空
壁垒，打造组织生活“云平
台”。针对长期身处异国他
乡、工作生活压力大的实际，
适时组织开展“面对面、心贴
心、实打实”的谈心交流活
动，将党支部打造成境外干
部职工的“精神家园”。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该党支部

在压实疫情防控责任同时，
坚守一线开拓市场，加快推
动转型升级，接连中标了肯
尼亚纳丘住房、马卡米尼大
坝、肯雅塔大学医院影像中
心项目、内罗毕乔莫机场改
造等一批上规模的国际承包
工程项目。其中，合同额折
约 1.1 亿美元的肯尼亚肯雅
塔大学医院，是江西“走出去”
企业首个以EPC+F模式、使
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资金建
设的项目，进一步提高了公
司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高端
化经营水平，提升了江西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该项目的
建成，不仅给肯尼亚人民建
成了一座现代化高水平医
院，提高了当地医疗水平，同
时带动了中国产品、江西医
疗技术和服务“走出去”。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实现
党建与发展同频共振。近三
年来，公司在肯尼亚市场累计
新签合同额4.56亿美元，完成
营业额3.28亿美元，实现利润
共计约3.84亿元人民币。

客观分析，这是一个国
际工程承包行业的“冬季”。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
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
政治关系错综复杂、融资缺
口持续扩大等因素，对行业
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可以预见，“冬季”必将
过去，终会迎来春暖开花。
基础设施建设仍将是拉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国际工程承包行业仍大有
可为。

作为一家以境外业务为
主的跨国经营企业、一家在
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的国际
工程承包商，江西国际公司
如何变“熬冬”为“冬训”，不
仅是企业生存的紧迫感、发
展的“必答题”，更是关系着
江西“走出去”的步伐，关联

着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练内功、夯基础是“破

题”的根本。在业务板块层
面，企业要协同发展工程与
投资业务；在市场区域层面，
要均衡发展国际和国内业
务；在人员管理层面，要大力
推进属地化经营；在风险防
范层面，要全面提升风险管
控能力。面对国际工程承包
市场充满的不确定性因素，
江西国际公司必须正视问
题，加倍努力，补短板，强弱
项，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
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
临。团结一心，脚踏实地，开
拓创新，积极进取，江西国际
公司必定能开创新时代，取
得新成绩，作出新贡献，发展
值得期待！

变“熬冬”为“冬训”
练内功夯基础

时间有痕，奋斗不息。
1983 年，江西国际公司成立并开

展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援助工程、外贸
商品进口等业务；1993年，加快国际化
经营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开启实体化
经营之路；2003年，首次入选“全球225
家最大国际承包商”名单，次年首次中
标千万美元以上的国际工程承包项
目；2013年，公司新签合同额首次突破
10亿美元，营业额突破 5亿美元，两个
指标双双进入全国50强……

回首征途，江西国际公司不畏创
业艰难，不止改革脚步，不断接续奋

斗，完成了一次次嬗变——
从劳务派遣到工程承包，从“窗口

型”转型为“实体型”，再向“综合服务
型”“资源整合型”转变，从做央企分包
到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独立开拓业务，
并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带领更多国内省
内企业“走出去”，如今，江西国际已发
展成为集项目可行性研究、融资、设
计、施工、设备采购安装、运营维护为
一体的综合型国际承包商，经营领域涵
盖境内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国内建筑
与设计、对外劳务合作、矿业投资与开
发、对外贸易等多元化的外向型企业。

历数足迹，江西国际公司在竞争
激烈的国际工程承包领域打下了坚实
基础，为江西外向型经济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为推进中非友谊和对外经
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尼泊尔，公司承建的援尼泊尔
传统医药研究中心项目经受了 8.1 级
强震的考验；在博茨瓦纳，尚未完全竣
工的图尼大坝项目成功抵御了百年一
遇的特大洪水；在肯尼亚，加里萨50兆
瓦太阳能光伏电站正式投入运营，每
年发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有效缓解了
当地用电问题，并为当地政府带来了

600 多万美元的经济收益……近日，
《赞比亚时报》刊发文章写道，“江西国
际公司以实际行动推进‘一带一路’，
是谱写中赞友谊赞歌的优秀企业。”

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于融入国家命
运，基业长青的关键在于代际传承。当
前，江西国际公司在非洲、亚洲等27个
国家设有办事处和代表处，构建了较为
完善的市场网络。积极践行“一带一
路”建设、中非合作十大计划等，在非洲
等地区实施了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包括
水井1万余口、公路5000余公里、学校
100余所、医院20余所、大坝20余座等。

80%的业务在境外，50%的员工常
年工作在境外，35%的中共党员奋斗在
境外……航行在世界浪潮中的江西国
际公司，如何把稳行动之舵，不断赢得
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在应对复杂严峻形势中砥砺前行，为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这是来自江西国际公司的坚定回答。
在党建责任落实上持续发力。公

司党委带头履行党建主体责任，着力
构建“1+3+2”的制度体系，把党的领
导更加深入地融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
节，制订《公司党委班子成员落实双重
组织生活制度的实施办法》等文件，打
造了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层层担当的
责任链条。

久久为功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提质
增效”。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论述，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试行）》，坚持把“三化”建设
作为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推
动基层党建工作整体优化提升。

全力打造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党
务干部队伍。选配党务技能强、业务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党员同志担任
支部党建工作联络员，不断夯实党建

工作力量。加大党务干部和业务干部
双向交流，在市场开拓、项目攻坚、内
部管理上，优先使用党务干部，对工作
能力强、实绩明显的党务干部，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

充分发挥境外党建的“红色引擎”作
用。坚持把“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融入公
司境外业务，引领境外党员干部正确推
动市场开拓、项目管理等，确保境外业务
合规运行。探索境外党建工作新方法，
运用“互联网+”党建工作新模式，坚持打
造“流动课堂”“空中课堂”等方式，实现
境内外党建工作同频共振。

坚持挺纪在前，深化全面从严治
党。持续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物资采购等专项监督检查，制定《问责
实施办法（试行）》等党风廉政建设制
度，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活
动，推进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积极探
索向境外主力市场派遣纪检专员制度。

“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
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
方向不断前进。”从“大写意”到“工笔
画”，对于江西国际公司而言，就是要
从规模化、速度型的导向，转为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整合资源、聚

焦优势，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在业务模式上，江西国际公司积

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以中国资金

项目为抓手，通过实施赞比亚卢萨卡

国际机场、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医院等

一批非洲国家的重点民生工程，实现

了施工总承包向EPC+F模式的转型，

有效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在业务领域上，江西国际公司坚
持打造自身特色业务，在房建、水利、
公路、医院、打井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
特色，在项目所在国树立了良好的品
牌形象。比如：公司总承包实施的肯
尼亚肯雅塔大学医院是肯尼亚公立医
院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新冠肺炎
患者收治医院，承担着肯尼亚四分之
一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务。

企业抱团出海，既是全球经济
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对国
内企业的一种倒逼，也是我国企业
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

的内在需要。江西国际公司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始终坚持抱团发展、合
作共赢，与晶科能源合作实施肯尼
亚加里萨 50 兆瓦太阳能电站，与泰
豪集团合作实施赞比亚卡翁达国际
机场等。据统计，在江西国际公司
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下，江西企业近
三年参与的各类境外项目合同额达
100 亿美元。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
是中国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发展的新平
台。作为江西省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协
会会长单位和江西国际商会常务副会
长单位，江西国际公司承担着引领江

西企业“走出去”的社会责任，在这两
个平台上已有 1000 多家各种类型的
企业。携手省内 7 家大型国有企业，
共同推进了我省第一个境外经贸园
区项目——赞比亚江西多功能经济合
作区项目，目前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招商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铿锵磨砺勇亮剑，雄心壮志再向
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江西国际
公司推动第二次战略转型、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当前，江西国际
公司正以我省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
验区为契机，在市场开拓、业务模式、
专业领域持续发力，着力推进工程业

务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进一步优化
内部管理、加强在建项目精细化管理，
持续提升管党治企能力和水平，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江西国际公司奋
力书写更加壮阔的画卷。“我们要实施

‘稳国际、扩国内；稳工程，扩投资；稳
实业，扩资本；稳效益，扩规模’的战
略，坚持‘严格管理，合规经营，创新发
展，埋头实干’的理念，推动公司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为江西开放型经济发
展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以优异成绩
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江西国
际公司主要负责人这样说道。

坚定目标砥砺奋进开新局

代际传承融入国家“走出去”战略

党建引领打造发展“红色引擎”

公司境外党支部与当地中资企业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公司境外党支部与当地中资企业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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