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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建筑企业

河南国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蓄势待发，开启淇滨建筑业新征程

河南国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放眼鹤壁市淇
滨区建筑行业发展格局，

咬定发展不放松，蓄势待
发，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

发展道路，为壮大淇滨区
建筑业协会，主动作为开
启了淇滨建筑业“新征程”。

河南国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
年，是一家从事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矿
山工程总承包、钢结构工
程、地基基础工程、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环保工
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装饰装修、建筑幕墙、
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等
业务的综合性施工企业。

公司自成立以来，组

织机构健全合理，管理技
术人员结构配置齐全，遵
循敬业、求实、科学、服务
的原则，恪守“以诚取信、
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
成就员工、服务业主、发
展企业的管理理念，弘扬

“一家人、一条心、一股
劲”和“诚信 创新 团结
自强”的企业精神，坚持

“为企业立命、为员工谋
福、为社会服务”的企业
宗旨，不断超越自我，提
升品牌，贡献社会。

河南国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在经济的大浪

潮中，公司董事长谷春伟
带领企业大胆开拓、勇于
创新，不断完善企业体
制。不忘初心勇担当，砥
砺前行谋发展，该公司热
心公益事业回报社会，鹤
壁市精准扶贫、希望工
程、慈善事业等，累计捐
款捐物25万余元。

该公司在当地赢得
一致好评，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建筑业协会AAA级
信用企业”“河南省建筑业
先进企业”“河南省建筑安
全先进企业”“河南省建筑
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河南

省建筑业技术创新先进
企业”“鹤壁市建筑业先进
企业”“鹤壁市建筑业
AAA级信用企业”及鹤
壁市“慈善捐赠先进单
位”、淇滨区“建筑业纳税
先进企业”、淇滨区“扶贫
先进单位”等。

作为淇滨区建筑协
会秘书长单位，公司董事
长谷春伟勇担时代责任，
埋头苦干，蓄势待发，在发
展自身企业的同时，带领
建筑业协会开拓新局面，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为
建设富美鹤壁贡献力量。

河南省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做好城市“美容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高飞

公园中景观树的排
列和布局可以分为线性
布局、三角形布局、曲线
布局等，不同的布局会给

前来观赏的市民不一样
的视觉冲击，做好每一处
的景观规划设计一直是
河南省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奋斗目标。
河南省景观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
于生态环境工程研发、设
计、施工等业务领域，具
有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
项甲级、市政行业（道路
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
程、桥梁工程）专业乙级、
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
专业乙级、照明工程设计
专项乙级等多种资质，为
城市生态环境工程提供
全寿命周期的一体化解
决方案。

公司现有 3个分院
（风景园林分院、林业设
计分院、旅游规划分院），
4个设计所（景观设计一
所、景观设计二所、建筑
设计所、城市规划设计
所），4个研究中心（景观
设计研究中心、海绵城市
研究中心、城市规划研究
中心、农林生态设计研究
中心）等生产部门和6个
职能部门。

建院二十年来，公司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不断
壮大规模，技术力量日趋
雄厚，在水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海绵城市研究、城
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与风景园林等业务
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同时与同济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中铁建生态环境有限公
司等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专家团队深入合作，
成立了科研中心，联合开
发了湖泊底泥处理技术、
河流流域综合治理技术，
并主持编写了《河南省海
绵城市建设图集》，逐步
形成核心技术，积累优质

的工程案例，在市场上赢
得了广泛好评。

公司始终秉承“至
诚、至精、至深”的企业精
神，勇于迎接新挑战，竭
力打造“城市建设勘察
设计全产业链供应商”，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工程
建设领域的全过程、全
方位服务，为构筑稳定、
经济、美观、安全、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体系贡
献力量。

河南淇水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诚信铸辉煌 责任构和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河南淇水水利水电
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鹤壁
市一家专业的水利及电
力工程施工单位，足迹遍

布河南的多个地市，20
多年前，该公司的总经理
路新民迈入了水利、电力
行业，自我学习的“充电

模式”使他先后取得行业
相关的各类职业证书。
20多年来，路新民从一
个基层的水电师傅发展
为一个公司的团队，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一大批失
业人员和农民工就业问
题，先后在各省市承（参）
建了百余项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充分发挥“懂
水熟电”的核心能力，成
为鹤壁水利及电力工程
行业的领军企业，为社会
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重视自身建设，并成

功打造自主品牌。淇水
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3年，经营范
围涉及水利水电工程、市
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公
路工程、电力工程、防水
防腐保温工程、地基基础
工程、水井工程服务、水
文水资源评价、管道工
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架线及设备工程、电气安
装等。特别在高边坡及
地下停车场电力架线施
工及大坡度斜井施工、高

坡度管道安装等工程领
域创出了自主品牌。

多年来，该公司先后
建成了一系列造福当地、
惠及长远的民生工程，有
太康县2016十件实事修
复农村危桥、险桥水利工
程项目、项城市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申报承建2017
年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淇奥花园
变压器安装工程项目、鹤
壁淇县双河110KV输变
站工程给水系统施工工
程项目、天逸房地产开发

双水湾小区配电工程项
目等百余项。

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该公司秉承“自强不
息、勇于超越”的企业使
命，积极参与鹤壁建设，
成功打造了一个“客户满
意、诚信为本、回报社会”
的企业品牌。在这背后，
是历经多年积累形成的
企业文化，使得该公司先
后获得鹤壁建筑业先进
单位、AAA级信用企业、
国家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等荣誉。

鹤壁泰信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坚持质量第一 为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鹤壁，一个来了就不
想走的城市，一条条柏油
马路笔直宽阔，一个个住

宅小区高档大气，一幢幢
高楼立在繁华街区……
这些城市建设项目工程

质量离不开有责任敢担
当的检测人员，作为工程
质量第三方检测机构，鹤
壁泰信工程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多年来凭借优异
的专业人才团队，以精准
的检测数据为项目护航，
在鹤壁的城市建设中立
下汗马功劳。

扬帆九月，情满金
秋。9月18日，记者来到
鹤壁泰信工程检测有限
责任公司。在公司的检
测设备车间里，各种检测
仪器和采样设备摆放整

齐规范，并且都处于工作
状态，公司的工作人员进
进出出，一直没停下过手
中的活。

据了解，鹤壁泰信工
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2005年，位于鹤壁
市淇滨区107国道与黄
河路交叉口西北角，是通
过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资质评审和河南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资质
（CMA）认定的公司。如
今鹤壁泰信工程检测有
限责任公司具备200余

项参数的检测能力，有
290余台仪器设备。“从
检测室到工程现场，我们
的检验环节日复一日，但
我们明白千里之堤毁于
蚁穴，一个小小的疏忽都
可能会给项目带来很大
的损失。所以，作为工程
检测人员，我们必须以严
谨细致的态度完成每一
个环节的检测工作，这是
我的责任。”鹤壁泰信工
程检测公司总经理许怀
法严肃地说道。

严抓质量安全，全力

为鹤壁百姓的品质生活
保驾护航。近年来，鹤壁
泰信工程检测公司参与
检测了鹤壁市华夏南路
人行道海绵城市工程、淇
河国家湿地公园绿化景
观提升工程、湘江中学等
学校海绵城市改造工程、
桃园公园一期工程、高铁
广场站前路公交专用车
道改造项目、市委市政府
办公区海绵城市综合改
造工程等各类工程检测，
获得良好的社会信誉。

鹤壁泰信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国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谷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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