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抗疫入围案例

序号 申报单位 所属一级公司 案例名称

1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人造太阳”装心脏  硬核品质显担当

2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往返尼罗河畔的三封“战疫信”

3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联通世界，让爱生长

4 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全球战疫 哈电力量

5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两翼齐飞有谊 四海同心抗疫

6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海外工
程分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守望相助“2020” 携手共建世界美好家园

7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企力量助力埃及战“疫”

8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畅通全球抗疫“生命线” 担当国际供应链“守
护者”

9 中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中俄携手抗疫大局中履行责任担当，贡献央
企力量

10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防疫物资出口案例

11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链接世界 造福人类 打造抗疫复工命运共同体

12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从血浆疗法到疫苗研发

13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疫之下：属地抗疫点亮“命运共同体”

14 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化奇瑞的“全球抗疫之战”

15 联投欧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搭建中欧战疫“友谊之桥”

16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沙特港口的“中国速度”

17 四川华西海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18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TEDA Family”携手抗疫无时差

19 中策橡胶 ( 泰国 ) 有限公司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中泰一家亲·社企共发展

20 海尔泰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下逆势增长，海尔泰国全球化探索

海外社会责任入围案例

序号 申报单位 所属一级公司 案例名称

1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 ATC（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项目

2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路橙线 一带情

3 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音乐改变命运

4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从这里启程，他们成为澜湄电力合作的使者

5 中国华能集团新闻与品牌管理中心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滔滔桑河水“点亮”柬埔寨万家灯火

6 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让中孟合作之路“越跑越宽”

7 巴基斯坦中电胡布发电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守护静谧而美好的阿拉伯海

8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安第斯山里的中国元素

9 龙源南非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一度绿电 照亮彩虹

10 中铝秘鲁矿业公司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携手并进 共克时艰 争当“一带一路”对接拉
美标杆企业

11 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一如既往的使命与当担

12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善用资源推动和谐共赢 履责担当共建“一带
一路”

13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授人以渔、香飘莫桑

14 非洲之星铁路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耀亮东非大草原的”非洲之星“

15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七星闪烁，照耀老挝南欧江畔

1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
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在地中海岸建设一颗电力工业明珠

17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成长于斯、回报于斯，与项目所在地同发展，
共进步

18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点亮加纳万家灯火

19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精耕缅甸市场为切入口  云天化全面融入辐
射中心建设

20 平安好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一带一路”国际医疗援助志愿服务
首站落地柬埔寨

跨文化融合入围案例

序号 申报单位 所属一级公司 案例名称

1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扩大能源合作“朋友圈” 携手构建命运“共
同体”

2 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点亮未来”跨文化融合系列项目

3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老挝分
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一带一路上的三峡“好朋伴”

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践行社会责任，助力文化传播

5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融入新加坡的中国建筑

6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色非洲矿业公司“优秀员工家庭开放日”活动

7
中铁十六局集团北京轨道交通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莫斯科地铁建设搭起中俄连心桥

8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家电企业在日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9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带着“熊猫”去挪威，峡湾架起“中国桥”

10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从一封丹麦来信寻找联想全球化成功的秘钥

海外传播创新入围案例

序号 申报单位 所属一级公司 案例名称

1 国网浙江信通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电力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战疫故事

2 中国三峡集团新闻品牌中心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We Will Win: 音乐架起国际抗疫之桥

3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助力南美战疫，传递东风力量

4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建证全球战疫 讲好抗疫故事

5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 践行共融发展
持续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形象

6 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立体浸入式体验打造 “中国标准”海外传播
新形象

7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中斯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城”

8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国际化探索助力深圳巴士集团建设世界
一流公交企业

9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文化茅台·多彩贵州“一带一路”行大型品牌
推介活动成果

10 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渝新欧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莱茵河畔的“一带一路”璀璨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