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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建设副总经理：张思才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尼日利亚与各位开非洲区

域属地化经营研讨会，但为什么要这个时点和地点召开

这个会议，我先和大家分享下我的三点感受。首先，尼日

利亚是中材建设已经耕耘十年的国家，这里实现了公司

“国际化、多元化、产业化”战略的贯彻落实，见证了非常

好的经营业绩和全体员工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符合公

司属地化经营理念，为属地化经营提供了强力支撑，说明

了我们离目标会越来越近；其次，继10月份北京的属地

化经营专题会后，马来西亚公司、乌干达公司、尼日利亚

FABCOM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赞比亚公司捷报连连，属

地化经营开局良好，大家对属地化经营坚定了信心，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现在的属地化经营已经有收获，已经

有结果，证明了大家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最后我们

来看看今天召开会议的非洲6个属地化公司，还有亚欧

美洲的俄罗斯、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帝汶、法国、哥伦比

亚，我们不仅要紧跟国家政策和集团战略的变化，还要积

极研究全球市场环境，看看哪些区域是能够适合属地化

经营的长期发展，判断哪些业务模式是能够适应属地化

经营的长期规划和实践，如何进一步做好属地化经营工

作就成为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

一、非洲区域属地化经营研讨会的会议背景

中国建材集团是一家以水泥业务为主的建材企业，

发展以水泥、新材料、工程技术服务三足鼎立的综合性建

材和新材料产业投资集团，但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占集团

业务比重不到10%。对外，集团正加快迈向国际产能合作

新时代，不仅做全球最大的建材制造商，还要做全球最大

的综合技术服务商，确定了“六个1”国际化战略布局；对

内，集团实施“格子化管控”，推动企业转变为规范化的市

场化运作的企业集团，构筑起实力雄厚的业务平台，经过

小两材换股合并后，目前集团正在稳妥推进业务板块整

合工作。在此集团大背景下，中材建设作为一个工程公

司积极贯彻落实集团战略部署，以属地化经营为载体，深

耕境外优势区域和属地市场，在巩固传统EPC工程优势

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和多元化发展，抓住产业化新机遇

和建材制造新名片，促进公司业务转型，提升国际化水

平，提高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国际水泥工程承包市场投资项目锐减、竞争

异常激烈，整个水泥工程市场呈现以碎片化项目为主的

新态势。中材建设传统国际水泥工程高端客户新开工项

目数量断崖式下跌，多元化工程项目核心竞争力不强，作

为专业化细分的工程总承包商，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

力。市场经营是公司求生存、谋发展的根本所系，属地化

经营能紧贴市场、紧贴客户，将有效提升公司市场开拓能

力和客户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属地资源，进一步探索业务

发展路径，将“走出去”变成“融进去”，“融进去”变成“可

持续”。

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

矛盾日益加剧，公司转型迫在眉睫。公司进行适应性的

国际化组织优化变革，实施国际市场属地化经营，加速培

育属地化公司造血能力，是释放公司发展动能的主要途

径和优先选择，是决定着公司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必由

之路。

二、如何做好属地化经营工作

1、前瞻布局，形成先发优势

向市场要空间。属地化经营要选择要有市场成长空

间的区域。将属地化经营与当地资源、发展急需进行紧

密对接，用长期扎根思想进行业务结构的长期规划，实现

系统布局、规模经营、集约管理。

向竞争要增量。属地化经营要围绕主要客户、主营

业务。积极调研属地市场，尽可能去了解核心客户群的

需求，梳理业务模式，提高工程服务的附加值，实现属地

化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向属地要效益。属地化经营要致力打造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抓住业务转型和产业变革的交汇机遇，力

争实现属地化公司三年规划KPI目标，为公司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2、新视野，新格局，新思路

水泥主营业务方面通过产业链优势和业务升级，创

造、培育增量市场。（1）组建高访团，深度研究海外市场，

调研重要、高端客户，梳理水泥工厂运维方案；（2）在能源

结构和备件配件等方面创新业务模式，贴近客户需求提

高满意度，提升公司在海外水泥市场的美誉度和话语权；

（3）建立非洲区域运营技术人员、专家资源库，按照市场

变化和客户需求进行内部调配，提高专业人才的使用频

率和效率。

多元工程业务方面利用属地资源优势，拓宽项目获

取渠道，深耕市场。在EPC工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元

化发展，但要有大格局，紧盯大项目，为多元化大方向上

添加倾向选择的砝码。

产业化发展方面通过制订营销策略，构建中高端营

销网络，实现规模化经营，占领市场。要紧跟集团战略引

领和格子化管控，建材产业一定要追求规模，要做到当地

产业垄断。

3、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注重实效

各属地化公司应在公司的全力支持下，紧密契合所

在国实际情况，以及当地市场的开放性、融合度。按照公

司发展目标和业务方向，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打造国别

属地化经营模式，稳步推进属地化经营。

三、围绕五个关键词将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经营”：项目管理者是中材建设最有竞争力、最宝贵

的财富，但如何把管理者变成经营者，大家要学习经营思

想、要交流经营经验、要通过从业务、角色、思维等方面进

行转型来深化经营理念，才能把属地化经营落到实处和

提升自身经营水平，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不赚钱

的项目做成赚钱的项目。

“人才”：人才的培养、管理、利用对于属地化经营是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基于公司属地化经营管理体系需建

立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明确属地化公司业务发展和员工

职业发展蓝图，使个人发展需求和公司发展目标一致；不

仅要扩大当地员工的比例，还要实现人才的招聘、培养、

考核、激励的属地化管理，为提升属地化公司市场竞争力

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和保障。

“机制”：通过建立“超额利润分红”的激励机制，构建

公司干部员工利益和公司效益之间正相关的关系，使公

司焕发新的活力；建立“长期扎根海外”的休假机制，发展

“家“文化，构筑海外员工与家人的亲情桥梁，增强海外员

工的企业归属感。

“信心”：公司各级管理者及属地化公司总经理要深

学笃用属地化经营战略，增强信心，全面行成属地化经营

共识；强化属地化公司“守土有责”使命担当，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树立扎根意识、深耕意识。

“梦想”：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人，大胆设想公司属地

化经营的未来，将想法落实到行动，踏实逐梦，梦想一定

会成真。 (企业发展部 整理)

--中材建设执行董事、总经理童来苟在非洲区域属地化经营研讨会上的讲话

属地化经营是发达国家国际工程承包商的通行

做法，也是企业国际化向深入发展、更高层次发展的

必然途径，2017年5月，中国建材集团曹江林总经理

在中材建设阿尔及利亚项目调研时指示“集团工程企

业在有条件和市场前景良好的境外市场，要留下精干

的经营管理人员、足够的启动资金、适量的工机具，就

地转型开展属地化经营”。为此，中材建设积极贯彻

落实集团领导指示，结合企业发展实际，经过一年多

来的努力，先后在境外转型成立8个属地化公司，并计

划在两年内转型建成12个境外属地化公司，全面有序

推进属地化经营战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2018年12月13日和12月14日，非洲区域属地化

经营研讨会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童来苟、党委书记陈增福、副总经理张思

才、副总经理李明、管理团队成员、六位非洲区域属地

公司负责人、公司总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会

议。六位属地公司负责人对目前属地化经营进展进

行汇报，参会人员对此进行深入研讨和经验交流，童

来苟做出了重要讲话。讲话以“如何做好属地化经营

工作”为主题，高度浓缩分享了他对推动企业属地化

经营进一步发展的思考。今天把重要讲话分享给大

家，相信对于指导工作、增强经营意识、提高经营水平

极具意义。

以下是重要讲话：















属地化经营是发达国

家国际工程承包商的通行

做法，也是企业国际化向

深入发展、更高层次发展

的必然途径。

2018年12月23日，为积极贯

彻落实公司属地化经营战略部署，

进一步扎根阿尔及利亚属地市场，

深化属地化经营工作，阿尔及利亚

公司组织进行了“2018年度分公司

优秀外籍员工述职表彰会议”暨公

司“十大优秀外籍员工”候选人评

选活动。

会议首先公布了荣获“2018年

度分公司优秀外籍员工“殊荣的3名外籍员工，分别是会

计 Mrs.Hammoudi Zahoua、物 流 主 办 Mr. Aribi

Abdellah、商务助理Mrs.Narbesla Ahlem。此次公司年

度优秀外籍员工的评选是根据《阿尔及利亚公司人力资

源管理办法》有关外籍员工考核规定，面向阿尔及利亚公

司所有阿籍员工进行考核，综合考量员工的业绩、突出贡

献、团队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对公司企业文化的

认同等因素，通过综合绩效评分、部门推荐、阿尔及利亚

公司管理团队集体民主评议选出。

会议进入员工述职议程后，获奖3人分别就各自的

工作、对中材建设（英文简

称：CBMI）企业文化的认知进

行了述职演讲，述职报告和

精彩的演讲不断赢得与会员

工的掌声。

随后进行了公司“十大

优秀外籍员工“候选人评选

活动，候选人从3名阿尔及

利亚公司年度优秀外籍员工

中产生，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阿尔及利亚公司

所有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最终物流主办 Mr. Aribi

Abdellah高票当选，将代表阿尔及利亚公司参加“中材建

设十大优秀外籍员工”的最终评选。

在热烈的掌声中，阿尔及利亚公司总经理顾进军依

次为获奖员工颁发了“2018年度阿尔及利亚公司优秀外

籍员工”荣誉证书，并代表阿尔及利亚公司管理团队发

言。他首先感谢所有阿籍员工2018年的辛勤努力付出，

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和贡献。并强调今后所有员工都要进

行年度述职，阿国员工绩效考核将同中国员工一样常态

化、制度化；每年将评选3名阿尔及利亚公司年度优秀外

籍员工，并从中推选出候选者代表阿尔及利亚公司参加

“中材建设十大优秀外籍员工”的评选。他强调，中材建

设（英文简称：CBMI）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将长期扎根

阿尔及利亚，希望吸引更多优秀的本土人才加入团队，尤

其是高级管理人才；也期望以后越来越多的阿籍员工通

过自己的努力和成长进入管理团队岗位，阿尔及利亚公

司将制定一系列的人才培养计划帮助大家成长。最后，

他要求大家在新的一年再接再励，勇于担当，共同努力，

把阿尔及利亚公司各项工作做的更加出色，把个人梦想

寓于中材建设梦想中，携手筑梦，与公司共同发展，共享

企业发展成果！

通过此次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阿籍员工的企业归属

感和荣誉感，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为公司属地化经营增

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新的一年，阿尔及利亚分公司将积极扎实推进公司

属地化经营战略，进一步加强属地化经营管理工作，推动

阿尔及利亚公司属地化经营工作在2019年再上新的台

阶！ （阿尔及利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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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成长之

路，创建了富有特色的中材建设发展模

式，开创了我国建材工业建设领域的历

史。上世纪80年代初，率先实现了中国建

材工业“走出去”的突破，先后承建第一个

国内水泥EPC总承包项目都江堰拉法基水

泥厂，第一个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境外水泥

EPC项目多米尼加DOMICEM水泥厂，第一

个采用中国大型水泥成套装备的欧洲项

目阿尔巴尼亚FK项目，创造了我国建材工

业建设领域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萎缩的持续，水泥

工程市场需求增长放缓，项目所在国为了

保护本国就业采取的限制措施，国内人力

成本、原材料和国际航运价格的不断攀升

等原因，传统的优势正在逐渐被削弱，导

致中国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转变方式

迫在眉睫。同时，为了积极贯彻落实集团

国际化战略部署，中材建设将进一步扎根

属地市场，精耕细作，深化属地化经营，助

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坚持“走出去，站稳脚，塑品牌，

创一流”四步走国际化战略，逐步实现由

“走出去”国际化向“走进去”属地化经营

更高层次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积累如下

四方面优势：

1、厚积薄发，有备而来

公司作为“走出去”的排头兵、探路者

和领先者，具备研发、设计、制造、物流、工

程建设、生产服务完整的业务链，服务领

域涉及水泥、电力、钢铁、化工、水务、固

废、绿色建材、基础设施等行业，已先后在

欧洲、非洲、亚洲、美洲等全球约40个国家

成功承建了近 80 个海外 EPC 总承包项

目。 2018年公司销售收入超过40亿元，

现有员工接近1000人，拥有一批国际化经

验丰富、懂专业、集

成创新能力强的人

才，分子公司和驻外

机构达到 22 个，遍

布于世界各地。

2、属地经营，理

念清晰

坚持属地化经

营战略，作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工程公司，

在项目建设期间，就已经树立在当地长期

经营战略思想，做好迎接大发展的思想准

备，抓住当下，着眼未来。在属地化经营

初期，将进一步充分研究所在国的市场规

律和市场前景，研究所在国的发展历史，

吸取经验和教训，把握一切可能的机遇，

出动出击，创造出较好的属地化经营市场

环境。

3、核心能力，果断出击

中国建材集团工程板块在全世界承

建312条水泥生产线建设和60多条玻璃

生产线，市场占有率65%。公司作为集团

工程板块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从2000年

初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已经在国际市

场上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因此具有较

强的核心竞争力。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我

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作出专业的判断和

快速的决定，让我们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

事情。

4、文化融合，履行责任

中国很多“走出去”的企业由于语言

和文化背景不同，不能适应当地气候和风

俗习惯，不能与所在国的相关人员交流，

更何谈与当地人一起工作。中材建设经

过多年国际化历程，了解如何尊重当地法

律、人文风俗、融入当地社会、履行社会责

任。大胆引进当地高级人员参与属地化

经营，从当地大学招聘优秀毕业生，充实

到现场管理、设计、

经营部门，从当地

政府和企业高薪聘

请骨干为我所用。

加强对外宣传，讲

好中国故事，维护

国家和公司的良好

形象。牢记习总书

记要求，“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播下友

谊的种子；工程做到哪里，就在哪里树起

友谊的丰碑”。

公司按照中国建材集团国际化发展

目标和中材国际“十三五”发展规划，坚持

“国际化、多元化、产业化”战略引领，明晰

发展方向。对于未来属地化公司的发展

目标和思路，应该做到经营的多元化、管

理的国际化、资源的属地化。

1、经营的多元化

近期利用公司在该国做项目的影响

和资源优势，采取灵活多变、贴近当地市

场的经营模式，承接一些带有部分设计和

供货的小总包工业工程，从传统的水泥工

业扩展成为多元化工程领域，项目具有工

期短、易管理、收款快、效益好的特点，力

争“小而精”既可以提高设备的使用率，降

低各类成本摊销，又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力争1-2年时间，蓄力

经营在当地具有影响力、体量大的工业工

程，利用标志性的项目进一步提高公司在

当地知名度、美誉度，扩大影响力，辐射周

边更广阔的市场。

结合属地资源优势和区域特性，加大

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开拓有限相关多元业

务，如：阿尔及利亚属地化公司签约

Biskra综合医院项目。结合公司国际工

程管理和属地化市场优势，协同整合国内

资源，共同开拓属地多元化市场，如：公司

与沈阳铝镁院战略合作，共同开发铝镁行

业国际工程市场。依托属地化公司，在当

地投资建厂，如：尼日利亚公司彩石瓦项

目、阿尔及利亚积极推进与BC业主合资公

司的设立开展钢结构制作加工厂项目。

2、管理的国际化

属地化管理是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

客观要求，是实现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的

重要手段。但实现属地化管理也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要在与当地国家的

交流和磨合中总结思考，建立与属地化经

营相适应的组织、制度和队伍，然后逐渐

形成策略，不断探寻推进属地化管理的有

效途径，加速实现属地化的持续经营，才

能使我们“属地化”的经营道路越走越宽，

越走越稳。在实施属地化经营，需要将品

牌打出去，不仅要创出国际品牌，还要使

品牌在属地化经营中“本土化”。

3、资源的属地化

属地化公司需要在当地市场谋生存、

求发展，需要面对当地公司的竞争，要想

在当地市场立足并取得发展，就需要推行

资源的属地化。一是管理人员属地化，尽

量聘用当地人员，缩减企业人力成本，同

时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为企业在海

外站稳脚跟、扩大市场份额打下良好的基

础。二是生产和作业人员属地化，与当地

承包商合作，利用他们广泛的社会人脉关

系，顺利地推动项目的进展。此举得到当

地政府和业主的认可，带动和促进当地中

小企业的发展，凸显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坚信，公司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走进去、融入当地、扎根下去、

造福当地，发挥企业优势，培育品牌，更高

更快地推进属地化经营战略，一定能在

“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历程中书写壮丽

篇章。



一、阿尔及利亚公司概况

2014年12月31日，中材建设任命顾进军同志为阿尔

及利亚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经理，公司设在阿尔及

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于2015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为公司

在阿尔及利亚的管理中心和经营中心，主要负责对外窗

口、重大商务活动组织、资源协同、采购支持、物流协作、

财税统筹、区域市场开拓等业务。

公司目前有中国员工12人，阿国员工13人。

公司现有办公面积 396㎡ ，可容纳23人；生活面

积 846㎡ ，可容纳36人；总面积 1242㎡。

目前办公楼共计20个办公工位，一楼为综合办公

室，二楼财务办公室、会议室和党员活动室。

2017年公司依托现有办公楼，新租居住楼一栋，10

月份投入使用。居住楼一层用于接待区域内各项目分包

商员工，最大接待能力22人；二至四层用于接待公司员

工，最大接待能力15人，适中12人；四楼设置健身设施，

以丰富员工生活。

为满足区域管理中心和经营中心职能的发展要求，

公司正着力于办公新营地的租赁和装修工作，办公新营

地将具备区域管理运营、小微项目管理、资产投资管理、

组织区域协调会议等功能，同时满足至少70人的办公容

量，计划2019年4月初投入使用。

二、阿尔及利亚公司属地化经营现状

（1）属地化市场拓展

2018年，公司协助公司市场部门中标项目3个，签约

项目2个；独立投标并签约项目1个。

截至目前，2018全年签约合同金额约2.45亿美元，

按当前汇率，折合人民币约17亿元。

（2）市场参展

2018年5月和10月，公司代表中材建设参展“第51

届阿尔及利亚国际博览会”和“第十二届阿尔及利亚国际

工业展”，充分展示了“以EPC总承包业务为主的国际综

合性工业工程公司”的公司形象，提升了品牌，扩大了市

场影响力，吸引了一批潜在客户。

（3）财税统筹工作

为加强区域财税统筹工作，公司先后编制了区域税

务、资金统筹管理办法，区域累计申报缴纳5.2亿第纳尔

税金。增值税方面共办理免税8.4亿多第纳尔，期末留

抵税额4.05亿第纳尔。区域内累计实现资金调拨300余

次，累计金额达6.2亿第纳尔。

（4）采购物流工作

2018年，公司代区域内各项目进行大宗物资、材料、

特种采购等共320批次，采购总额约2.3亿第纳尔。成立

至今累计为区域内各项目采购物资约760批次采购，总

额近7.3亿第纳尔。

2018年物流组完成货物清关243次，其中空运清关

88批次，散货船9船，集装箱756个，货物共计5.06万吨，

13.2万方。自公司成立至今区域内收货总量为43.1万

立方米，17.86万吨。

（5）行政工作---日常

2018年完成：接送机：2560人次，餐饮：5132人餐，

住宿：1350人天。

累计共完成：接送机：6890人次，餐饮：11765人餐，

住宿：3592人天。

（6）行政工作---商务活动组织

2018年完成了集团领导调研检查、集团廉洁风险防

控检查组、中材国际财税检查组及BC白水泥项目签约等

四次重要商务活动。

三、阿尔及利亚公司的工作亮点和取得的成效

（1）区域市场占有情况分析

目前的阿尔及利亚水泥生产线建设市场，中材建设

占市场份额43%。

阿尔及利亚区域内的项目签约合同额近15亿美金，

已竣工和正在实施项目的毛利率和营收均创公司新高，

区域内BC、ZAHANA、BECHAR、油脂制取等项目为中材建设

目前的压舱石项目。

2018年，区域签约合同金额约2.45亿美元，按当前

汇率，折合人民币约17亿元。

阿尔及利亚区域目前集中了公司四分之一的人力资

源，和百分之五十的机具资源。

（2）区域内项目荣获多项荣誉称号

BISKRA项目荣获“2017中国建材行业第十次优秀工

程总承包项目一等奖”荣誉称号。

BC项目荣获“2018中材国际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2017中材国际安全生产示范单位”、“2016中材建设先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顾进军荣获“中材建设五星项目经理”、“2017年度中

国对外承包商会优秀国际工程项目经理”等荣誉称号。

荣亚坤荣获“中材建设五星项目经理”、“中材国际先

进个人”、“2017年度全国建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等

荣誉称号。

（3）区域内属地化经营成果显著

区域内属地化经营成果显著，成功抢占了阿尔及利

亚水泥建设市场，带动了中国建材装备及技术出口；经营

指标创记录，支撑着公司发展和转型；开辟了相关多元总

承包领域，打造公司新的竞争力。

（4）公司属地化经营管理

属地化经营效果和效益显著，经营指标创记录，开辟

了相关多元总承包领域，打造了中材建设新的竞争力，支

撑着中材建设发展和转型。

（5）公司员工荣誉

2018年，公司员工荣获中材建设多项荣誉称号。 在

区域人力资源属地化经营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阿籍

员工，在“中材建设2017年十大外籍员工”评选中，阿尔

及利亚区域有3名阿籍员工当选，极大提升了当地员工

的积极性。

多名员工分别荣获中材建设工匠、技术创新标兵、管

理创新标兵、财务管理标兵、安全生产标兵。

（6）实施本土化，助力项目所在地经济发展

利用当地施工资源进行本土化施工，在项目所在地

分包部分土建施工、机械加工等工作。

雇佣当地员工，为当地解决就业问题。中材建设在

阿项目注重员工技能培训，累计雇佣工时近29000人月。

按照项目所在地法律规定，依法纳税。中材建设从

2012年进入阿尔及利亚市场至今，累计在当地申报缴纳

各种税费5.6亿第纳尔（折合人民币3300多万元）

（7）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区域内公司及各项目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爱

心助学活动，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四、阿尔及利亚公司党建工作

2018年，围绕党建与中心工作全面融合、完善廉洁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的两大工作主题，2018年阿尔及利亚公

司党支部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根据公司党员的实际情况和加

强公司党建工作的需要，及时完善公司党的基层组织。

经公司党委批准，公司党支部于2018年11月1日正式成

立，现有正式党员4名，入党积极分子1名，递交入党申请

书员工2名。

二是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注重以党建工作促进公司发展，围绕中心工作，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公

司党员同志在经营管理工作中，克服不利因素，一岗多

能，不抱怨、不推诿、相互补位，围绕中心工作，把公司的

管理中心和经营中心的工作目标落到实处。

三是加强学习教育：公司党小组及党支部根据上级

党委的部署，学习、落实十九大精神，按照公司党委“两学

一做”的原则要求和总体规划部署，通过集中学习、收看

视频学习材料、网络视频学习、自学等有效形式、因地制

宜、扎实落实“两学一做”的要求，将党小组和党支部的学

习落到实处。

四是开展各项活动：根据公司统一部署，及时传达和

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文件和会议精神，把公司党委的工作

部署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组织活动。结合分

公司的窗口作用，组织参加了中国海军来访参观，使馆八

一建军节招待会、使馆十一国庆招待会、中资企业党建研

讨活动、中阿文化展等活动，对党员通知的思想觉悟、道

德情操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

五是加强党风廉洁教育：公司党支部认真贯彻上级

各部门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执行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全面排查公司廉洁风险点情

况。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成立了党支部纪检小组和

工会分会纪检小组，对公司重大工作决策及关键工作流

程履行纪检监督职能。

六是围绕公司属地化经营中心工作，履行中央企业

社会责任：

注重以总部企业文化为根基，把当地文化融合到企

业文化体系中，形成具有属地化特点的国际化公司企业

文化，逐渐营造双方和谐共处的发展氛围，让中阿员工在

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增强

阿籍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2019年是中材建设在阿尔及利亚市场发展承前启后

的重要一年，也是区域市场发展转型的重要一年，更是阿

尔及利亚公司属地化经营工作继往开来、扬帆远航的关

键一年。阿尔及利亚公司党支部将遵循集团和公司的战

略、文化、方针、管理原则和经营措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砥砺前行，积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继续把党建工作

与中心工作紧密融合，为提升中材建设发展质量，实现阿

尔及利亚新的跨越式发展努力奋斗！

赞比亚社会和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具有良

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机遇。为积极响应和参与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落实中国建材集团“六个1”国际化发展战

略和中国建材集团、中材国际的决策部署，中材建设全力

推进国际市场属地化经营，精耕境外责任区域、重点区

域、优势区域，努力提升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推进企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造集团工程板块标杆

企业，在卢萨卡注册了赞比亚公司。

赞比亚公司位于卢萨卡市中心地带，跟美丽的赞比

亚大学相邻，经营范围为运输相关业务，其他个体服务经

营业务，工程建筑，其他制造类业务等，公司拥有电力通

讯一级资质、机械工程一级资质、建筑工程一级资质、土

建工程二级资质、道路工程二级资质。

目前赞比亚公司目前有员工10名，赞比亚籍员工3

名，中国员工7名，研究生1人，本科生7人，技校生2人，

平均年龄32.7岁.

赞比亚公司执行了中国建材工业园项目，开拓了

CAC联合铜矿5000t/d水泥厂及电厂项目。

中国建材工业园项目施工期间，赞比亚总统伦古先

生微服私访施工现场，

对现场施工的技术水

平、进度、文明施工称

赞有加。王勇国务委

员对中国建材赞比亚

工业园的规划思路表

示认可和赞同，对项目

建设实施情况给予了

高度肯定。他指出，“一带一路”是国家级的战略部署，中

央企业是国家品牌，要把中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打造成

为中国项目的样板，合理布局、长期耕耘、深化合作、互利

共赢。要统筹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继续坚持

绿色发展，融入当地社会，助力赞比亚当地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充分展现中国质量、中国效率、中国水平和中国

正能量。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称赞工业园为森林

中的工厂。最终工业园项目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下，全体项目员工的辛勤努力下，提前3个月生产出第一

批合格熟料，提前5个月完成性能测试拿到PAC证书。给

中国水泥工程海外项目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CAC联合铜矿水泥厂及电厂项目，是赞

比亚最大的水泥项目，也是至今为止合同额

最大的单体水泥项目，合同金额4.8亿美

元。目前项目融资协议已经签署，预计

2019年4月份开工建设。

在2018年10月份公司全面推行属地化

经营战略以后，赞比亚公司积极开拓赞比亚

及周边水泥工程及多元化业务。跟KAKOSO

湿法炼铜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跟拉豪集团赞比亚

公司签署了回转窑筒体更换合同，对拉豪集团马拉维水

泥磨系统进行了提产检测，对同时投标了赞比亚政府项

目医用仓库、木薯仓库等。同时进行了水泥袋厂、彩瓦

厂、工业气体厂等产业投资方面的调研。属地化经营效

果显著，前景良好。

赞比亚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属地化公司运营和项目建设顺

利进行保驾护航。赞比亚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当

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当地反响热烈，赢得了当

地的好评。

Having studied and worked in China before, I had always

wanted to work for a Chinese when I returned home. So

when CBMI Africa offered me to work as an H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where I could be incharge of

some of the company’ s administrative tasks, I

immediately accepted. Adapting to the work culture was

quiet easy for me as I had previous experience in China. I

have now been working here for 1 year and 9 months. I

should say I have really enjoyed my time here.

I joined CBMI Africa Ltd at both an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time. It was exciting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everything was being started, there was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it was challenging because we had to listen to

our Chinese Supervisors while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compliant with the local labour Laws.

Coming into this role I should admit I had very little

related experience, except for my Education background.

Thanks to my supervisors who have been very helpful I

now find my work enjoyable. In addition, the work culture

here is very good in the sense that people look at the goal

for the whole team instead of individual success.

Therefore each of the team members is supported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ble to perform their duty at their

best level.

Looking back over the past months, I feel that I have

learned a lot within a short time. The Chinese have a very

strong work ethic, they do not strictly stick to one’s job

description, they let you do other jobs. This way you not

only learn quickly but you also get to develop your skills

quickly than you would at a parastatal company. The

management has also been very cooperative and

supportive in letting me execute my duties well. I think the

only challenge in my role as an H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working for a foreign company has been how to

always play a neutral role when settling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at is the Zambian Local

workers and the Chinese side.

Some of my responsibilities as an H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here includes: managing labour relations,

processing the payroll, maintaining employee database,

interpreting and assisting with market research many

more other administrative tasks. Below I explain what I

have learnt with regard to the above mentioned job

responsibilities.

1.Managing labour relations, The labour department in

Zambia often does routine inspections on companies to

see if they are complying with the local labour laws.

Therefore, every company operating in Zambia has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complying with the laid down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is regard my supervisor is always pushing

me to often check with the labour department so that we

also quickly revise our company employee contract

ensuring that it meets the local labour requirements.

2.Processing the payroll, to perform this task well,

someone needs to be conversant with the local taxation

laws. with guidance from my supervisor ,I make sure that

our company is complying with the local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when processing the payroll. In this regard, our

records prove that up until now, CBMI has not

encountered any issues with the local taxation board, the

Zambia Revenue Authority.

3.Maintaining the employee database, While this task

sounds easy, in actual fact,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execute

well. One has to make sure that the employees’ data list

is always up-to-date. There are so many changes in

employee status that happens day-to-day, with some

employees leaving while others are joining. I ensure that

the employee database is accurate and current at all

times. This makes the work of my immediate supervisors

easier, as they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right information

whenever they need it to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Without proper record keeping of employee data,

management can make the wrong decisions, and therefore

can run into labour-relations issues. Lastly, employee data

is highly sensitive and confidential. I always ensure the

strictest standards of protecting employee confidentiality,

which again ensures we do not breach any labour laws or

regulations.

4.As an interpreter , I often times find myself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trying to resolve issues that arise as a result of

language barriers between local employees and their

Chinese supervisors. In most of these cases, local

employees usually think the foreign supervisors have

disrespected them by using improper or derogatory

language. So as an interpreter, I always make sure that I

convey the original message clearly and precisely. l also

ensure neutrality and impartiality in my translations, so

that I'm not seen as taking sides with either party.

5,Assisting with market research, When the SINOMA

project had completed, I also started to help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in doing market research for

possibl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task was hard initially

as the company had not planned to expand into other

areas of business. However with time spent in the field

everyda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things started to look

promising. We were slowly gaining experience on how to

approach the right people in order to get the information

we needed, and people were actually responding to our

requests. Thus so far we have managed to get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on setting up a company dealing in

the following : (1) Plastic manufacturing (2) Quarry

production(3) Acetylene manufacturing. The information

we got was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 PACRA

(responsible for new company registration), Ministry of

Lands and Housing, Zambia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gency (ZEMA), Zambia Development Agency (ZDA), we

also consulted from the various companies already in the

businesses we are interested in. I have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actually give the information freely,

we didn’ t meet any difficulties on their side. The most

difficult we met with my team was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our future competitors, these are the companies

already in the businesses we would like to venture into.

One example that stands out was when we went to

Wonderful group, one of the companies dealing in plastics

manufacturing. When we tried to ask about the cost and

source of the raw materials they use in their production

and also if they could show us their production line. Their

marketing Manager was very frank with us to say that it

wasn’t possible.

（CBMI AFRICA LTD Mundia Munalula）

赞比亚公司执行的中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