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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一、时间范围：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部分内容

向2017年以前适度延伸。 

二、组织范围：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及所属各

单位。 

三、发布周期：本报告为两年期报告，本报告是中国河南国际

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国际、集团、我们）发布的第

四份社会责任报告。 

四、参考标准：本报告参照《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

指引》、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SSB）《GRI可持续发展报

告标准》编写。 

五、数据来源：本报告使用数据来自集团财务与统计报表、

2017和2018年工作总结以及集团正式文件等资料。 

六、本报告所述塞内加尔公司、几内亚公司、赞比亚公司、坦

桑尼亚公司、莫桑比克公司、利比里亚公司、纳米比亚公司、卢旺

达公司、乌干达公司、加纳公司、塞拉利昂公司、布隆迪公司、肯

尼亚公司、科特迪瓦公司、矿业几内亚公司分别指集团在上述非洲

国家设立的驻外公司、代表处等机构。 

七、封面为集团在赞比亚承建道路，封底为集团在塞内加尔承

建桥梁。 

八、联系我们： 

部门：企业管理规划部 

电话：86-0371-66341044                   

传真：86-0371-66321641 

邮箱：chicoqhb@c-chico.com 



      

企业价值观：诚信、荣誉感                 企 业 文 化：和同文化 

很高兴您能阅读这份报告。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河南国际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河南国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加大结

构调整力度，持续深化改革，努力提高发展质量，保持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态势。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和积极响应，“一

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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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国际紧跟“一带一路”步伐，求真务实，锐意创新，积极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

建设，稳步推进矿业开发。加强工程项目精细化管理，弘扬工匠精神，几内亚公司承建

了CBG铁路道轨铺设项目，第一个“两优”项目塞内加尔方久尼大桥项目开工，坦桑公

司签署了松盖阿机场综合升级项目。河南国际再次入围了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

包商”榜单，荣获了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信用等级AAA评价。 

河南国际积极开展和谐企业建设，丰富和发展“和同”文化，大力关心关爱职工。

充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工程项目增加环保投入，

改进技术流程，开展绿色建设，节约能源，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

地文化和风俗习惯，在肯尼亚、几内亚、赞比亚等业务所在国多次参与救灾抢险、安全

教育、传染病防治等公益活动。 

今后，河南国际将全面深化改革不停步，促进转型再加速，继续深入推进社会责任

建设，争做优秀企业公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原更出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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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第一、互惠互利、共求发展”经营宗旨，先后在亚洲、非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

功实施了 700 多个国际承包工程和经援项目，主要涵盖道路、桥梁、房建、水务、电力

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目前境外在建项目合同额约 20 亿美元，所实施的项目得到了所

在国业主、监理及当地居民的一致好评；在几内亚、利比里亚等国家开展了铝土矿、铁

矿等项目的勘探勘查，拥有几内亚铝土矿的开采权和利比里亚铁矿的勘探权；与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利用集团在国外承包工程项目带动国内机械设

备的出口。 

河南国际连续多年入选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评选的 “全球 250 家最

大国际承包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 AAA 级信用企业榜单，先后入选“中国服务业

企业 500 强”、全国“最具创新力走出去企业 50 强”等，集团党委于 2016 年被中共中

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在境外尤其非洲工程承包市场具有较强的

品牌和商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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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国内较早设立的大型国有独资外经企

业，隶属于河南省人民政府，由省政府国资委履行

出资人职责。集团注册资本 2.95 亿元，注册地址

为郑州市东明路北 11 号，主要经营范围为境外工

程承包、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等，在坦桑尼亚、赞比

亚等 14 个非洲国家设有常驻机构。 

作为省对外开放的“窗口”企业，河南国际率

先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坚持“诚实守信、质 



2017年10月18日，集团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认真收看收听开幕式盛况，聆

听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

大会作的报告。 

2017年12月5日，省政府国资委副

主任、党委委员陈陆浩深入集团向中层以

上党员干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2018年9月7日，集团领导班子召开

了专题民主生活会，聚焦理论学习、选

人用人、脱贫攻坚、全面从严治党等9个

方面深入查摆问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落实“两个坚决维护”，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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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7日，集团副总裁程建在

几内亚检查指导工作期间，作了题为《深入

学习贯彻河南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

会议精神》的理论宣讲。 

2018年8月2日，集团副总裁张成平在

肯尼亚检查指导工作期间，作了题为《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加强集团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理论宣讲。 

集团坚持围绕经营抓党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境外党的建设，积极发挥自身海外

党建工作品牌的特色，持续推动集团高质量党建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新贡献。 

集团纳米比亚党支部喜获中国驻纳米比

亚大使馆授予的2018年纳米比亚驻纳中资

机构“基层党建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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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集团通过微信企业号和网站“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

专栏建立起国内外网络互动平台，采取多种学习形式，广泛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鼓舞干部职工的干劲，营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良好氛围，迅速掀起了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潮。 

2018年7月6日，集团党委组织赴

新乡先进群体精神教育基地主题党日活

动。 

2017年7月14日，集团党委组织

参观了济源市愚公移山精神展览馆。 

2017年9月25日，集团参

加了省政府国资委组织的河南

省国有企业“喜迎十九大”群

众性大合唱比赛。以“走在大

路上”和“保卫黄河”为参赛

歌曲，献礼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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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制定下发《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责任

目标》，与驻外公司“一把手”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书》。强化执纪监

督问责，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入开展反

腐倡廉教育，廉洁从业，严防“节日病”，弛而不息纠正“四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2018年5月，按照河南省纪委监察委的统一部署，集团纪委结合公司实际，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开展了执纪办案安全“大讨论、大交流”活动，形成了《执纪办案安全问

题和隐患清单》、《执纪办案安全责任及落实措施清单》和《“走读式”谈话安全管控

措施清单》，全面提升了执纪办案安全管控能力。 

2018年11月，集团召开以案促改警示

教育大会，重点围绕省属国资国企系统违纪

违法典型案件，深入开展案件剖析，逐步推

进以案促改专项工作。 

2018年9月，集团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了

《为了政治生态的海晏河清》专题警示教育

片。以这些反面典型为镜鉴，遵纪守法，筑

牢理想信念的根和魂。 

CSRCSRCSR      777   



集团内设15个部门。综合管理部室9个,包括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党委组干部）、

财务部、资金部、企划部（法律事务部）、质量安全部、审计监察室。其中，人力资源

部与党委组干部合署办公；企划部与法律事务部合署办公。工程业务部室5个，包括海

外事业一部、海外事业二部、投融资管理部、资产管理部、计划采购部。1个矿产资源

专业部室，即矿产资源部。河南国际在塞内加尔、几内亚、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

克、利比里亚、纳米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加纳、塞拉利昂、布隆迪、肯尼亚、科特

迪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公司或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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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集团通过明晰发展战略、规范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全面预算和财务管理、优

化子公司经营目标、建设信息化管控体系等有效管控措施，形成符合未来发展战略要

求、母子公司之间权责清晰、职责规范、协调运转的管控关系。 

集团持续坚持风险体系化防控的指导思想，将风险管理融入到经营管理全过程，持

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防范经营决策和执行风险，制定风险应急预案，实现公司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社会责任管理 

集团设置了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分析社会责任战略执行情况和社会责

任履行情况，确定相应的工作目标、工作方针和阶段性工作任务，对重大社会责任事项

进行管理和协调。 

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企业管理规划部，负责社会责任管理日常工作，

推动社会责任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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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理念 

我们秉承共创、共进、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和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使命，

保持顽强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以人品铸精品，从优秀到卓越，全力打造“精品工

程、绿色施工、和谐家园”，让客户满意，让政府放心，诚信对待供应商，把社会和环

境因素融入到日常经营中，切实处理好与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 

责任绩效 

集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为非洲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

积极作用。  

集团始终相信保障当地社区和民众的公共利益对集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秉承社会

责任理念，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责任活动，通过提供工程服务、设备使用和捐赠的形

式，来满足社区需求。集团还非常关注社区居民的教育和健康问题，参与到社区发展的

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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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管理体系 

2018年，集团发布了新版一体化管理体系文件。根据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标准及三年再次认证要求，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对集团一体化管理体系开

展了再认证审核，集团顺利通过2018年度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再认证审

核。 

质量管理体系： 

由GB/T19001-2008转换到GB/T19001-2016版 

环境管理体系： 

由GB/T24001-2004转换到GB/T24001-20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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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制度 

2018年，集团发布了2018版《内控制度汇编》。新版《内控制度汇编》涵盖业务

篇、财务篇和综合篇三大类，修改内容主要涉及“三重一大”、合作单位（分包商）管

理、质量安全、人力资源、绩效考核、投资管理、出国事务、行政管理、服务采购等方

面的内容。 

新版制度汇编的颁布实施，将确保集团经营管理合法合规，有利于提升集团管控水

平，防范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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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高度重视合规经营，依法参与市场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升企业法律

管理能力和全员依法合规意识，通过开展法律讲座、电子大屏幕普法宣传、法律知识竞

赛等多种形式，增强法治观念，树立宪法、法律意识，为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

障。 

上图为：2018年12月4日，在“国家宪法日”当天，集团举办“国家宪法日”专题

法律讲座，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讲座学习。 

驻外公司扎根海外，深入开展本土化经营，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当地法律法规，不断

加强法律意识，有效防范海外业务经营风险，持续提升驻外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水平，促

进对外承包工程主业健康高效发展。 

上图为：2018年9月8日,加纳公司邀请当地著名华人律师杨伟强先生，为员工讲授

加纳《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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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9日，西非商

业银行（Ecobank）赞比亚分行

长Mr._Kola_Adeleke一行来访集

团，共同探讨在在非洲基础设

施市场更广泛的合作。 

 为推动几内亚铝土矿开发

项目高质量发展，2018年11月

22日，集团与辽宁忠旺、伊电

控股联合签署了《关于河南国

际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框架合

作协议》，共同投资实施几内

亚铝土矿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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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信用等级AAA评价 

集团连年入选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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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保障 

集团尊重和维护国际人权公约和劳工标准，杜绝使用童工以及强迫劳动。实行男女

员工同工同酬。尊重人权，坚持平等雇佣，不因宗教、种族、性别、肤色、政见、地域

等因素歧视员工。集团为所有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为保证技术、

管理、施工队伍人才队伍的稳定性，集团从长远利益考虑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员工享

受年休假、婚丧假、产假、工伤假、探亲假等。工会切实保障员工的权益，在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薪酬福利政策、纪律管理等涉及员工利益的制度出台时，职工代表都积

极参与、沟通，职工代表在司务公开、民主管理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集团严格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各驻外公司按照当地劳动法等

法律法规，建立了符合当地要求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在工作时间、岗位安排、发展机

会上做到一视同仁，使当地员工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和成就感，营造了良好的雇佣关

系。推行属地化管理，深度融入当地发展，雇佣当地员工过万人，手把手教其施工技

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中国先进的公路、桥梁建造经验，为所在国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

员，同时非常注重培养当地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并聘请他们在驻外公司和项

目部担任重要岗位。 

年度 合同签订率 社保覆盖率 体检覆盖率 

2017 100% 100% 100% 

2018 100% 100% 100% 



集团开展新员工岗前培训 

2017年，集团培训人员919人次，培训覆盖率100%； 

2018年，集团培训人员906人次，培训覆盖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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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每年为员工组织一次全面体检，包括血常规、心电图、B超、CT等十多项检查

项目，体现了对员工的关爱。 

集团表彰先进工作者 

几内亚公司前往员工家中看望新生儿 科特迪瓦公司邀请大学生参观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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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工会为每一位员工赠送生

日贺卡和生日礼品，并在集团大屏

幕上送出生日祝福，使大家感受到

家的温暖。 

“喜迎十九大 永远跟党走”健步走活动 

中资企业篮球赛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健步走活动 

义务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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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公司参加乒乓球比赛 

纳米比亚公司110公里道路升级项目部组建了足球队，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 

塞内加尔公司开展健步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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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要求，通过“查处十类突出问题”等措施达到提

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落实新业态、新模式、新形势下的安全工作，确保隐患排

查全覆盖，无遗漏、无死角，进一步健全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努力实现集团全年安全生

产的目标。 

驻外公司组织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质量安全主题活动，包括：观看安全生产教

育微电影，学习安全生产知识专题资料，以及围绕安全生产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开展安全培训工作；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重点关注事故易发的消

防安全、长途交通、高大脚手架模板施工、高空作业等方面；对各类应急预案进行认真

梳理，查缺补漏，优化预案，并组织人员进行演练；通过收集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生产一线关于安全生产管理和设备设施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等。 切实增强了各级员工抓

好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生产和应急科普宣传，不断提高

全员安全素质和应急避险能力；有针对性的对当前工作进行检查，做到有的放矢，聚焦

薄弱环节的问题隐患，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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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 

高度重视交通安全，坚决禁止伤病车上路。定期对当地车辆驾驶员进行安全交通法

规培训学习，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项目部按照制定的交通事故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达到了遇事不慌乱，处置得当，条理清晰的事故处理方针。 

 

消防安全 

各项目部炸药库、油库依据当地法律法规搭建，并配备了消防实施，如灭火器、沙

池等，架设围挡，由专人负责看护，并做好出入登记备案。施工现场根据要求配备灭火

器。强化消防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是各项目部在安全会议中的重点讨论内容。项目

部定期组织消防安全演习，现场讲授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演练逃生及报警求救措施。 

 

安全防护 

各项目部均配有足够的劳保防护用品，并有相应采购更新计划。中方人员及当地员

工均有良好的使用劳保用品意识，能够正确使用各类劳保用品。施工现场标志牌防护设

施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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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公司开展司机驾驶安全培训 

纳米比亚公司开展环保培训 纳米比亚公司开展健康培训 

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反暴恐演习 

采购品质升级的劳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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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现场讲解安全知识，提高员

工的施工安全意识，使员工能够辨别危

险源，正确使用劳保用品等。 

开展消防演练 

开展艾滋病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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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办公 

绿色采购：确保供应商使用节能措施。 

环保出行：拼车或优先使用小排量汽车。 

节约用水：避免水资源浪费。 

节约纸张：推动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 

节约用电：下班后电脑或空调等耗电设 

                备关闭。 

绿色就餐：集团食堂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绿色盆栽：美化办公环境，吸收有害物质。 

垃圾分类：集团采取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四分 

                类法进行垃圾分类。 

集团积极实行绿色施工、绿色办公，实行垃圾分类，鼓励创新节能减排模式，降低

运营能耗，注重培养员工的节能环保意识，提倡员工从自身做起，营造全员重节能、讲

环保的良好文化氛围。 

绿色施工 

注重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改进工程技术流

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倡节约的理念，注

重全周期绿色建设，力争把工程施工对环境的

影响降到最低，保障项目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区关系和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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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抓好项目管理规划、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生产、合同管理、环境保护、

劳资关系、分包商管理等工作，不断提升项目履约能力。优化工程项目结构，拓宽发展

思路，在保持传统竞标项目竞争力的基础上，推动工程承包形式多样化；加大对商业买

贷项目、投建营一体化项目等新型工程承包业务的开发力度，发掘和推进能源和交通领

域的投融资项目，通过产融结合参与海外项目投资与建设，完善海外市场布局，实现自

身经营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 。 

学习新理念，适应新形势，培育新动能，推动驻外项目部开展项目管理创新，加强

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工程。 

工程质量指标： 

单项工程一次交验合格率100%； 

单项工程优良率95%以上； 

客户满意度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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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 

桥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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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涵施工 

压实度检验 生产营地 

排雨水箱涵施工 

管涵生产 

水塔施工 

CSRCSRCSR      282828   



赞比亚公司对参与项目建设的分包商进行测量基础知识培训。 

赞比亚公司对参与项目建设的分包商

进行污水管道安装技能培训。 

开展技术交流 培养当地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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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与坦桑尼亚国家公路局签订了塔波

拉至尼亚胡阿至查雅公路升级项目第二标段合

同。 

集团与肯尼亚国家公路局于内罗毕正式

签署了肯尼亚伊斯巴尼亚至基西92公里道路修

复及升级项目合同。 

  2017年和2018年集团海外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约1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集团与坦桑尼亚公路局成功签订了姆宾

加至姆班巴湾66公里道路升级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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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和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组成

联营体与塞内加尔国家公路局签订了塞内加尔

方久尼大桥项目合同，该项目是塞内加尔最大

的桥梁项目，同时也是集团承揽的第一个“两

优”项目。 

塞拉利昂博城至班达朱马46公里道路修

复项目签约仪式在塞拉利昂总统府举行，这

是集团在塞拉利昂道路市场获得的又一里程

碑式项目。 

集团与几内亚铝土矿公司签订了巴拉维

项目合同，这是继铁路路基项目之后与几内

亚铝土矿公司签订的第二个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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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与利比里亚工程部签订邦加至萨拉

耶81公里道路升级项目合同。 



2017年3月，塞内加尔52公里道路修复

项目举行了开工典礼，塞内加尔基础设施部

部长出席了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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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利比里亚卡落肯至菲什敦

80公里道路项目举行开工典礼，利比里亚总

统瑟利夫女士出席了典礼。 

2017年12月，由集团与韩国浦项制铁

工程有限公司合作中标实施的莫桑比克70公

里道路项目在楠普拉市举行了开工典礼，莫

桑比克总体菲利佩·纽西出席了典礼并亲自

为项目奠基。 



2017年12月，利比里亚邦加至萨拉耶道

路升级项目开工典礼在邦州举行，利比里亚

总统瑟利夫女士出席了典礼。 

2018年2月，塞内加尔方久尼大桥项目

隆重举行了开工仪式，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

勒、总理迪奥纳，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迅、

经商参赞吕义峰等出席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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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莫桑比克水务卫生管理局

（AIAS）正式下达贝拉城市绿化项目开工令

并签署现场移交证书。 



2018年12月，几内亚45公里道路项

目举办了开工仪式，几内亚总统孔戴出席

了开工仪式。 

2018年9月，坦桑尼亚马苏瓦至巴里

亚49.7公里道路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坦

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出席了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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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加纳库马西城市道路桥

梁排污渠项目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加纳

总统阿库福-阿多出席了仪式并亲自为项目

奠基培土 。  



2017年3月，莫桑比克总统菲利佩·

纽西视察了贝拉Chiveve河排污项目，纽西

总统对施工质量表示非常满意。 

2017年3月，几内亚经济财政部长、

公 共 工 程 部 长、预 算 部 长 一 行 视 察 了

Conakry Coyah公路项目，对工程进展和

施工质量表示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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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世界银行副行长劳拉·

塔克女士率世行代表团考察了莫桑比克60

公里OPRC道路项目，世行代表团对项目进

度和工程质量给予了充分认可。 



2018年8月，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卞建

强视察了几内亚博凯铝土矿项目，卞大使

对博凯铝土矿项目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

定。 

2018年12月，几内亚总统孔戴视察了

39公里道路项目。 

2018年11月，坦桑尼亚工程部常务秘

书长约瑟夫·亚姆哈冈视察了85.4公里道

路升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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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塞拉利昂卡巴拉二期供水

项目顺利通过临时验收。 

2017年2月，坦桑尼亚快速公交（B

RT）项目举行了竣工典礼，坦桑尼亚总统

马古富力出席了典礼并为项目揭牌剪彩。 

2017年1月，莫桑比克贝拉Chiveve

河排污整治项目举行竣工典礼，莫桑比克总

理出席了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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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加纳10公里道路项目顺

利竣工。 

2017年3月，塞拉利昂50公里道路项

目顺利竣工，该项目是集团在塞拉利昂承建

的首个道路项目。 

2017年3月，纳米比亚奥奇内内至奥

卡玛塔帕提140公里道路升级项目在奥康佳

图镇举行通车仪式，纳米比亚总统哈格·根

哥布出席了通车仪式。 

2017年3月，塞内加尔圣路易水塔项

目竣工落成，塞内加尔总统出席了竣工典礼

并为项目剪彩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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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坦桑尼亚卡利瓦至卡

兹拉布瓦56公里道路项目顺利竣工。 

2017年6月，赞比亚卢萨卡至齐龙

杜24公里道路修复项目顺利竣工，该项

目所在的T2国道是赞比亚连接津巴布韦

和南非等国的交通要道。 

2017年6月，塞内加尔达拉至林盖

尔40公里道路升级项目顺利竣工。 

2017年8月，塞内加尔北阳博尔至

马丽卡排雨水项目顺利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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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赞比亚205公里道路

升级项目曼萨和卢温古市政道路顺利竣

工，至此，项目205公里主体工程全线通

车竣工，有效地促进道路沿线地区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 

2017年9月，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

国际机场至梅雷拉尼道路升级改造项目

（26公里）举行竣工典礼，坦桑尼亚总

统马古富力出席了典礼。 

2017年11月，坦桑尼亚尼亚雅卡至

布盖尼59.1公里道路升级项目举行通车

典礼，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出席了典礼

并剪彩。 

2017年11月，肯尼亚34公里道路

项目顺利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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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坦桑尼亚玛雅玛雅至

梅拉（99.35KM）道路举行通车典礼，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出席了典礼。 

2018年4月，纳米比亚奥卡玛塔帕

提至赫鲁特方丹110公里道路升级项目

举行了通车典礼，纳米比亚总统哈格·

根哥布、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张益明

大使出席了典礼。 

2018年12月，莫桑比克利辛加至

利通达66公里道路修复项目举行了竣工

仪式，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出席了仪式并

剪彩。 

2018年4月，纳米比亚奥奇内内至

奥卡玛塔帕提140公里道路升级项目顺

利通过最终验收，该项目荣获了“政府

优质工程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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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按

照“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发展思路，

加快推进境外矿业开发，进一步延长与深

化铝土矿开发产业链，打造河南国际优质

铝土矿品牌 。 

几内亚博凯地区铝土矿项目部立足于

矿区运营实际，制定合理发展规划，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开采方案与工艺，提

高开采效率，严格控制矿石品位，合理调

度运矿设备，并主动融入社区关系治理，

项目经济效益稳步提升，保持了稳中向好

的发展势头。 

右图为：几内亚博凯铝土矿开发项目

采矿现场和生活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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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8日，几内亚博凯铝土

矿开发项目第一船矿石通过内河码头向

锚地大船进行倒驳。 

 

2017年7月10日，集团副总裁程建

拜会了几内亚财政部长卡巴女士。卡巴

财长对河南国际长期以来在几内亚所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愿意继续在基础设

施建设、矿业开发等领域同集团加强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2018年12月17日，集团国际矿业

公司与几内亚政府签署了《河南国际矿

业公司几内亚博凯铝矾土开发项目矿业

补充协议》，签字仪式在几内亚地矿部

大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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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参与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积极推动市场经济，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遵守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推动阳光采购建设，建

立了供应商评价、采购计划管理、采购合同履行、质量异议处理、库存控制、资金支付

等全过程采购控制体系，促进采购业务规范、透明、高效、可控。 

优先采购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供应商产品，有效保证采购物资的环保

节能和循环利用，引导供应商共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遵循竞争规则，杜绝商业贿赂及

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努力维护行业发展秩序。 

加强对供应商和分包商的沟通，对供应商和分包商明确社会责任要求，统一管理分

包商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用工状况。签订采购、分包合同，不恶意拖欠

合同款项。 

经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平台公开招标的大宗物资采购项目，由政府

有关部门通过互联网对项目招投标环节进行在线监督，保证招投标信息公开透明，进一

步规范集团大宗物资采购项目的招投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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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以联合谈判的方式为赞比亚公司

恩卡纳供水二期项目采购智能水表，联合

谈判组由计划采购部牵头，审计监察室、

财务部、海外事业部和赞比亚公司代表组

成。 

左图为：商务谈判现场和实地考察现

场。 

为保障发运工作的顺利进行，集团不

分昼夜的接收和发运货物。 

右图为：货物发运现场。 

CSRCSRCSR      454545   



集团与来访的法国圣戈班穆松桥公司

代表交流座谈。 

2017年12月，集团在河南招标采购

服务有限公司举行2018-2019年度供应商

入围公开招标 。 

2018年3月，集团员工在小松（中

国）常州产品技术发展中心进行小松装载

机的操作保养及结构功能知识培训。  

2018年11月，集团在天津新港对海

外项目设备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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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1日至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塞内

加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连任国家主席后的

首次出访，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西非国家，对推动

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推动构建中

非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集团协助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顺利完成了习近

平主席访问塞内加尔的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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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塞内加尔公司邀请中国第十七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前往图巴城市现代

化项目部驻地开展义诊，本次义诊设立了内科、外科、骨科、眼科、耳鼻喉科、针灸科

等多个检查科目，为公司员工及附近图巴居民进行了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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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参与捐款的大型滨海健身乐园

（又称“中塞友谊健身园”）深受达喀尔

市民喜爱，2018年再次向海滨健身乐园二

期捐款。作为塞内加尔中资企业协会副会

长企业（现为会长企业），塞内加尔公司

主动负责安装了圣路易市的健身器材。 



2018年8月，塞内加尔公司为2名当地退休员工召开欢送会，回顾了他们30多年兢

兢业业、默默奉献的工作历程，会场充满了浓浓的惜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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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几内亚公司向高亚市AISB高中捐赠了学习和体育用品，积极支持当

地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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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雨季，几内亚康康省至开罗瓦尼省的国道有两座桥梁被冲毁，国道中断。

几内亚公司积极响应几内亚政府号召，承担了一座桥梁的修建和一座桥梁的改线引道填

方工程。 

2018年9月，几内亚2号国道部分路段受暴雨影响而中断，几内亚公司对其中损坏

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抢修，保证车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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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CBG巴拉维项目部应邀到当地Kamsar小学参与支教,开展了一次以

宣传汉语言文化为主题的支教活动。同时，项目部还为每个小朋友分发了书本等文具用

品，为学校捐赠了足球等体育用具。 

2017年5月，CBG铁路路基项目部为KAMSAR市整治、修建了一个市场。 

市场整治前 市场整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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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为当地达拉市红夕莱村村民免费修建了水井。 

不定期为四叶村村民讲解健康安全知识 2018年开斋节给高尼亚村赠送大米 

CSRCSRCSR      535353   



雨季即将来临，砍伐怀特布莱恩

水厂变压器周围有安全隐患的竹子。 

80公里道路项目部帮助吉河州konken村庄平整土地，便于村民建造房屋。 

得知怀特布莱恩水厂主管道发生

爆管后，连夜安排人员帮助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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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马西城市道路桥梁排污渠项目部对当地夸梅·恩克鲁玛科技大学进行访问并捐赠

学习用品。 

帮助库马西市当地居民清运垃圾。 加纳公司圆满完成大使馆交办的接洽中

国海军第二十八批亚丁湾批护航编队访问加

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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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帮助清理库马西主城区 Sissai 河道垃圾。 

为保护环境，对库马西Abennase 取土场进行地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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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供水LOT2项目部积极融入当地社区，2018年开展了修复Rokel社区门前台

阶、修复Catholic_Mission_Churn教堂围墙、维修Fulla_town社区道路等活动，给予

当地社区力所能及的帮助，受到当地居民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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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至2月，50KM项目部

义务Benduma_Community社区平整

道路，清除道路上障碍物，填补路面较

大坑槽，平整路面，受到了当地居民的

热烈欢迎。 

2017 年 3 月，50KM 项 目 部 为

Bumpe镇的Gayia村庄修复了两座损坏

的涵洞，改善了村庄的交通状况。 



2018年7月，位于Danane市的一条道路被雨水冲毁后，47.6公里道路项目部紧急

调配人员、设备前往抢修，恢复了道路交通。 

2017年10月，科特迪瓦雨季下雨频繁，位于KOUAN-HOULE的当地村庄水稻田

出现大面积积水，47.6公里道路项目部及时调配人员、设备对水稻田的积水进行了疏

通，得到当地居民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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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47.6公里道路项目

部抽调人员、机械，为GOUELEU学校

清除杂草，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2017年8月，科特迪瓦独立日前

夕，47.6公里道路项目部为 KOUAN-

HOULE政府办公楼进行粉刷和修缮，

得到当地政府赞扬。 

2017年12月，47.6公里道路项目

部为项目沿线ZANGAGLEU村庄修建

了通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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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至3月，47.6公里道

路项目部附近的LAMPLEUDE通村道

路年久失修，通行不便，项目部抽调设

备、人员，对这条通村道路进行了翻

修。 



60公里OPRC道路项目部在营建期间为项目主营地原址居民修建了共计5套拆迁安

置住房，2017年6月21日，项目部与当地古依佳市政府一起举行了移交仪式，古依佳市

市长出席了移交仪式并进行剪彩。 

市长充分肯定了河南国际为拆迁居民做出的贡献，对安置房质量表示非常满意，并

对河南国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给予了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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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公里OPRC道路项目部帮助Guija

市学校平整校园操场 

70公里道路项目部救援楠普拉市社会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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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公司赞助古依佳市多支足球队球服及足球 



2018 年 9 月，66 公 里 道 路 项 目 部 为 支 持 当 地 教 育 向 Ruvuma 省 Nyasa 区

Limbo_secondary学校捐助了当地币500万先令和一批学习用品，当地NYSASA电视台

进行了跟踪报道。上图为捐赠仪式现场。 

2017年3月，50.3公里道路

项 目 部 前 往 Simiyu 省 Maswa 区

Bukangilija primary学校开展安

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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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85.4公里道路项目部附近的NYAHUA镇沿线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

项目部及时出动人员、机械，帮助当地政府修缮了被冲毁路段，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此

举受到坦桑尼亚工程部、当地政府、公路局和居民的一致称赞。 

上图为抢修道路现场。 

项目部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强调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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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公里道路升级项目部对KIRUHURA地区的Rwakitura社区、Akaoma社区等

多条道路进行维护、拓宽，受到了当地居民的一致好评。 

11.1公里道路升级项目部多次对项目所在地KIRUHURA地区的受困社会车辆进行

救援。上图所示分别在Kenshunga和Akakoma乡村道路上实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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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肯尼亚马林迪市中心一栋八层建筑发生坍塌，肯尼亚公司滨海

省供水项目部立刻抽调人员、设备、车辆，配合当地政府、警察部队和红十字会紧急前

往现场参与抢险救灾。当地政府代表及民众对集团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表示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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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9日，肯尼亚纳库鲁郡的Solai大坝发生决堤，引发洪灾。65公里道路

项目部积极响应纳库鲁郡政府的号召，调配多名员工和多台大型机械设备前往受灾的 

Solai镇开展抢险救灾。 



2018年9月，为庆祝教师节，80公里道路项目部前往项目所在地基西郡Mwata镇

的Nyamaya小学和Mwata小学慰问当地教师，并赠送给两所学校一批学习用品和体育

用品。 

2018年10月23日，65公里道路项目部携带粉笔和足球等学习用品和体育用品，

与纳库鲁郡当地政府官员一起走进项目周边的Solai镇Patel中学和Jamhuri小学进行慰

问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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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1日，河南国

际援建当地小学教室交接仪式

在赞比亚北方省卢温古区萨科

尼小学举行，赞比亚卢普绍溪

区国会议员春谷先生出席仪式

并致辞。 

春谷议员先生在项目部代

表的陪同下参观了新建的两间

教室，对施工质量表示非常满

意，随后在学校师生和当地居

民的见证下，为新教室的竣工

落成剪彩。 

赞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和赞

比亚每日邮报等多家媒体对此

次活动进行了现场报道，对河

南国际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的做法十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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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日，赞比

亚公司恩卡纳给排水二期项

目部应邀参加赞比亚铜带省

基特韦市举办的国际劳动节

庆典暨优秀工人表彰活动。

河南国际向赞比亚铜带省基

特维市及卡路路西市捐助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资金 

15,000克瓦查。 

五一劳动节活动在基

特韦市城市广场隆重举行，

主办方为我公司20名当地

优秀员工颁发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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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5日，赞

比亚公司向卡卢卢希市政府

捐赠了一座公交停靠站。 

该公交停靠站位于卡

卢卢希去往基特韦的主干道

上，其投入使用为往来车辆

停靠和当地居民候车提供了

便利。  



向赞比亚基特韦

地区2018年独立日庆

祝活动捐款。 

向赞比亚卡卢卢

西地区2018年独立日

庆祝活动捐款。 

2017年1月，赞

比亚公司联合中国驻

赞比亚使馆向北方省

Lubansenshi区学校 

捐赠了10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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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Gicumbi地区G SC St J BAPTISTE DE LA SALLE学校进行场地扩展 

平整，改善教学环境。 

为保证施工安全，为Gicumbi 地区 Byumba 市KAGEYO TVET 小学讲解交通 

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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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51公里项目部邀请当地医生前往Rulindo地区Kabingo村庄的G SC 

MUSHONGI学校，宣讲健康知识并发放医疗物资。 

邀请当地医生为MIYOVE村民开展

医疗义诊活动。 

免费为Rulindo地区的村庄修建取水

点，方便当地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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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纳米比亚公司向当地奥康佳图联合学校和奥康佳图福利院捐赠板房移

交仪式在140项目部所在地奥康佳图镇举行。纳米比亚公司此次为奥康佳图联合学校捐

赠了3间教室，为奥康佳图福利院捐赠一套砖房和8间住房。 

2018年6月，110公里道路升级项目部帮助赫鲁特方丹市奥奇万达中学清理学校

内的树丛和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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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爆发了戊型肝炎疫情以来，戊肝病例持续上升，纳米比亚公司作为中资企

业商会秘书长单位，积极组织中资企业参与抗击戊型肝炎慈善捐赠活动 。 

2018年11月，根据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的统一安排，在当地哈瓦那小学举行了

卫生用品捐赠仪式。张益明大使指出，作为纳米比亚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在纳中资

企业前来献爱心，这体现了中国朋友对纳米比亚戊肝疫情的关心，对携手助力纳米比亚

人民提高卫生水平的支持。 

CSRCSRCSR      747474   



集团将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大力弘扬“和同”企业文

化精神，践行核心价值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责任意识、绿色意识，注重环境保

护和社会和谐，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关切，规范内部管理，严控经营风险，聚焦“一带

一路”建设，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努力提高发展质量，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大力

量！ 

CSRCSRCSR      757575   



China Hen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roup Co. Ltd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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