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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春风十里寻花路，人间最美四月

天。在这美好而又充满希望的季节

里，第 50个世界地球日今日到来。今

年世界地球日的宣传主题是“珍爱美

丽地球 守护自然资源”。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

说：“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就是要引

导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未来，我省将按照‘一张蓝图保发展、

一体共治建生态’的思路，打好生态修

复治理这场硬仗，切实肩负起生态文

明建设主责部门的职责，深入实施山

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

着力建设山青、水碧、林郁、田沃、湖

美、草茂的美丽河南。”

矿山修复吹响“集结号”

春到凤凰山，鲜花盛开，鸟语花

香。

凤凰山位于太行山由东北向西南

的转折分割点上，有着拥有优质水泥

加工原料——石灰岩的天然禀赋。曾

几何时，采石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

主业。最多时，100多家采石场 2万多

人在这里工作，炮声隆隆、机器轰鸣、

粉尘漫天。2000年，全部采石企业关

停，此时的凤凰山已是满目疮痍。

2006 年以来，新乡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生态建设，聚全民之力，对凤凰

山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逐步

启动荒山造林、生态园区建设等工

程。通过 10多年的持续治理修复，不

仅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修复了破坏

的地形地貌，还让昔日废弃的矿山变

成了今天新乡市民的后花园。

无独有偶。焦作市中站区许衡街

道办事处王庄村地处深山，山中富含

黏土矿。经过 50多年的开采，这里山

体裸露，遍布深坑，产生大量山体崩

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经过 8

年的治理，如今这里绿树成荫、花香四

溢，蝶变成龙翔矿山公园，成了市民的

休闲好去处。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张兴辽说：“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不断加大矿山地

质环境修复治理力度，累计投入资金

26亿元，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9000 公顷，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三赢’。仅 2018年，我省就完

成废弃矿山治理面积 11万多亩，相当

于之前三年总和。”

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中，我

省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园则

园、宜水则水的原则，因地制宜，恢复

生态环境，实现对土地资源的再利用。

生态环境，破坏容易修复难。面

对千疮百孔的废弃矿山，我省各地采

取一矿一策，分类实施，初步建立了政

府、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化融合的治

理模式。

对有主矿山，本着“谁破坏、谁治

理”原则，督促矿山企业修复治理。对

无主废弃矿山，或者政府兜底，或者寻

求社会资本参与治理修复。

永城市煤炭资源丰富，“黑金”助

推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也对地质环

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全市受采煤造

成地面塌陷影响的自然村就有 267

个。2009年年底，永城市启动东西城

区采煤沉陷区治理示范工程，又称日

月湖工程，面积达 24平方公里。当地

政府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创新模式，

实施了以政府资金拉动社会资金的

筹措渠道，先后投资 25 亿元，开展地

质环境治理。十年磨一剑，如今的日

月湖已经成为湖泊、绿地、生态农业

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合理、相得

益彰的风景旅游区，成为永城人引以

为傲的旅游休闲之地。日月湖工程

成为全国矿山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

治理示范工程，“永城样板”正在向全

省推广。

如今，我省已经形成了三种废弃

矿山修复治理模式。第一种是在宝丰

县等地，河南省国土资源投资开发管

理中心与地方政府合作参与废弃矿山

修复治理；第二种是在焦作等地，财政

资金先期投入，地方政府做好整体规

划，开展招商引资；第三种是在永城等

地，政府引导民间资本参资入股，修复

治理废弃矿山，转型发展旅游产业。

露天矿山要建成绿色矿山

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损毁的地质

环境只是其中一步。更重要的是，从

源头上减少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该关停的坚决关停，所有的露天矿

山都要建成绿色矿山。

2010 年 8 月，原国土资源部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

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指导

意见》开启了创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

点工作。我省先后组织遴选、推荐了

四批共 36 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

位，通过持续建设，已建成 25家，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永城市在全省率

先启动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基

本形成了发展绿色矿业新模式。

2017 年 3 月，原国土资源部等六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

山的实施意见》，绿色矿山建设从设想

走向实践，绿色矿山建设也从国土资

源单个部门的行为上升为国家行动。

一方面，我省要求新建露天矿山要严

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建设和

运营管理，已设露天矿山 2020年前要

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另一方面，

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绿色矿山建设标

准，确保矿山企业在建设中有规可依。

去年 10 月，我省正式发布煤炭、

冶金、有色、黄金、盐碱、非金属、建筑

石料石材等 7个绿色矿山建设地方标

准，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绿色矿山建

设地方标准。7个规范基本涵盖了我

省正在开发利用的矿种，能够满足我

省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需要。这

一标准的制定，将引领全省矿山企业

积极投身绿色矿山建设，形成“企业点

上开花、行业线上贯通、区域面上连

片”的绿色矿业发展新局面。

根据规划，我省以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主要交通干线

两侧和城市建成区周边为重点，对全

省露天矿山进行综合整治。到 2020

年，重点省辖市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率要达 75%以上。大中型

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逐步建成

绿色矿山，小型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

设规范开发利用，新建矿山必须按照

绿色矿山标准建设。今年全省要建成

50 个绿色矿山，在平顶山、巩义、永

城、栾川、灵宝、卢氏、桐柏等地建设绿

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打好生态修复治理硬仗

刘金山说：“下一步，我们将全力

打好生态修复治理这场硬仗，对废弃

矿山进行生态修复治理，逐步使废弃

矿山变成绿水青山。同时，要全面推

进绿色矿山建设和露天矿山综合治

理。”

2018 年，我省大力推进实施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全省共

完成国省工程营造林面积 710 万亩，

超额完成 600 万亩的年度目标任务。

加强小秦岭生态保护修复，《河南小秦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

行。启动《河南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规划》编制工作，成功争取南

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列入国家试点范围。编制了《河

南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方

案》，初步选取 50个村作为首批试点，

对田、水、路、林、村、矿进行全类型全

要素综合整治，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

修复治理。

刘金山说，我们将积极推进实施

生态修复治理重大工程，全力保护自

然、修复生态，推动乡村绿色发展、生

态振兴。

一是启动沿黄生态经济带建设。

积极谋划启动沿黄生态经济带建设，

坚持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湿则湿、

宜果则果、宜草则草，着力重塑我省黄

河流域生态建设新格局。加强战略谋

划，规划好、落实好“一带一道一群”的

发展思路：“一带”即黄河流域中华文

化带，计划建设 30个黄河博物馆和一

批中华文化驿站，生动展示传播黄河

文明；“一道”即黄河生态步道，建设总

长度超过 1000公里，建成中原地区独

具特色的生态长廊，实现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一群”即黄河湿地群，计

划建设 20个黄河湿地公园，净化黄河

水质，改善黄河中下游生态环境。

二是强力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全面加强国土绿化步伐，2019年

完成营造林 736万亩（其中造林 286万

亩、森林抚育 450万亩），创建 1000个

森林乡村，推进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

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

荫化、庭院花园化，努力实现“应绿尽

绿”。

三是全力实施南太行地区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尽快完成

工程总体方案报批工作，督促各地及

早开展修复治理，重点实施山体修复

类、水生态修复类、林草生态修复类和

土地质量修复类等项目，2019年完成

60%以上规划建设目标。

四是积极开展全域国土综合整治

试点。推进实施农村土地千村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争取今年开展 100 个试

点村建设，明后两年完成 900 个以上

试点村建设，推动形成农田集中连片、

建设用地集中集聚、空间形态高效节

约的用地格局。

生 态 修 复 重 构 美 丽 河 南
——第50个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全省自然系统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综述

□本报记者 侯开亮 本报通讯员 蔡妍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
之年。今天的新中国，正迈着铿锵步伐
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
经70年，对整个建筑行业来说，每一位
建设者都在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五建）创建于1953年，总部位于中
原腹地——郑州市。经过六十余载的
发展，现已成为一家以建筑安装施工、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营业务，融房地
产开发、投资等多元化经营于一体的现
代企业集团。公司是河南省重点支持
的建筑业骨干企业、“河南省建筑业企
业20强”单位（2011年度位列第一名），
荣获河南省著名商标称号，是第六届郑
州市市长质量奖获奖企业，年生产（施
工）能力在200亿元以上。

五建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
资质，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
质，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 2个施工
总承包壹级资质，钢结构工程、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消防设施
工程、建筑幕墙工程5个专业承包壹级
资质，通过了国际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三位一体”管理体系认证。

五建具有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
作经营权，参加了委内瑞拉、马里、蒙
古、塞内加尔、马耳他、泰国、越南、阿富
汗等13个国家的工程建设。

在房地产领域，五建投资开发了郑
州“五建新街坊”、漯河市“鉴赏”、平顶
山市“秀水名居”、海南“广宇海润”和

“红树湾度假村”等项目，为改善居住环
境、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名片作出
了不懈努力。

五建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伴随着
城市的建设，从新郑国际机场候机楼安
装工程获1998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
奖”，河南博物院入选“20世纪中国建筑
经典”，黄河迎宾馆、索菲特郑州国际饭
店、郑州绿城大厦、郑州京沙快速路、郑
州市嵩山路立交、郑州地铁……一路向
上，铸就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经典。

使命担当 不忘初心

五建的前身是“中南纺织管理局工
程公司”，归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纺

织管理局领导。1956年归属当时的纺
织工业部，更名“纺织工业部第三建筑
安装工程公司”，是建造现代化纺织、印
染、化纤工厂的专业施工队伍。

六十余年的风雨历程，五建积累了
深厚的文化内涵，从新中国初期的“奋
进文化”、改革开放时期的“品质文化”
到市场经济时期的“诚信文化”，一脉相
承共同构成了企业发展的文化基石。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北京的
人民生命财产也遭受重大损失。事发
后，五建奉原国家建委、河南省建委调
遣，于同年 9月中旬分别从河南、上海
金山调派职工1080人前去天津支援抗
震救灾工作。

面对天津连续不断的余震，20多
年罕见的严寒和87年来未有的特大暴
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紧密团
结，艰苦奋斗，愈战愈强，大干快上。历
时两年，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项修复任
务，为天津市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完成了光荣的抗震
救灾任务，受到抗震指挥部的表彰，为
河南人民增光添彩。

在此阶段，五建形成了以“奋发进
取”为核心的奋进文化理念，使五建人
铮铮铁骨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五建企
业文化的强大根系。

紧跟时代 追求品质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五建大
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紧跟时代步伐，
大胆探索，稳步发展，率先在河南省建筑
企业中推行“四定一奖”承包办法和“项
目法”施工管理，逐步掌握各类房屋建筑
和机电设备安装的建筑施工技术以及路
桥、城市立交、各类高层建筑、城市地下
建筑、污水处理设施等综合施工能力。
1999年 10月 20日，五建以有限责任公
司的形式挂牌，成为省会郑州市第一家
实现改制的国有建筑施工企业。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五建进行艰苦
创业的优良传统教育，使职工树立爱岗
敬业、乐于奉献的思想：通过组织各种
文体娱乐活动，提高职工的生活、工作
热情；通过开展各类劳动竞赛，激发职
工钻研业务技术，立足岗位做好工作、
作出成绩的积极性；通过经常对家庭遭
遇不幸或者患重病职工组织号召倡议
大家捐助的活动，让困难职工感受到了
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为扩大宣传面，根据施工分散、面
广、点多的特点，五建于 1994年 4月将

“五建通讯”改为《河南五建报》，及时报
道，按期出版。《河南五建报》充分发挥
信息量大、覆盖面广、贴近企业实际、宣
传教育及时、便于职工学习的特点，坚
持正面宣传,在弘扬正气、树立典型、宣
传公司形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特别在报道创建文明工地和有影响的
大型工程方面，密切配合省、市新闻单
位，进行对外宣传，产生了积极影响，提
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迄今为
止《河南五建报》已经刊发283期。

五建的企业文化逐步深化和丰富，
成为同业学习的典范，产生了积极的社
会影响，形成了“追求品质”的品质文
化，开启了企业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内外兼修 诚信花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互联
网、移动通信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快速
崛起，新媒体以其开放性、互动性、多样
性、灵活性、及时性等特点，不仅对传统
媒体产生较大冲击，而且越来越深地影
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建在企业文化整体规划的基础
上，利用公司网站、企业宣传片、微信公
众号、微博、抖音、标语、条幅及内部各
项会议等多种手段，宣传及推广集团企
业文化。比如，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公司
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郑发大
厦、三十里铺等工程进行了大力宣传，

通过抖音对企业“童在蓝天下”“助力脱
贫攻坚，创建慈善城市”等慈善活动进
行了积极宣传，和郑州慈善总会等机构
合作，传播了五建正能量，提高了企业
知名度，传播了企业品牌，全方位提升
企业凝聚力及社会影响。

五建在每年的郑州“慈善日”，都会
积极组织捐款，并设立“助学圆梦”基
金，重点帮助困难职工子女和媒体报道
的贫困学生，帮助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先后资助学生 350 多人，发放助学款
140余万元。并先后向河南省敬老助
老总会、儿童福利院、商丘重病女童进
行捐助，向郑州市公交系统捐赠公交
车。截至目前，已经投入公益事业
3000多万元，履行了一个成熟企业应
尽的社会责任。

五建把品牌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
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制订
了《品牌五年发展战略》，对企业品牌进
行战略定位。规范企业文化管理层级，
编制《企业文化建设纲要》，明确企业品
牌内涵。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
文化、物质文化等四个层级明确企业文
化管理渠道，制定《企业文化建设纲
要》、VI视觉识别系统、标识内涵、《企
业文化手册》，明确员工行为规范，通过
多种方法让各级员工理解和认同，促进
企业文化落地。

每年积极组织职工篮球比赛、职工
长跑比赛、拓展训练、参加郑州市建设
系统文艺演出、新员工文艺汇演、“三

八”妇女节文艺汇演、演讲比赛等多种
文体活动，组织培训会、表彰会等方式，
构建了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有效地促
进了企业文化的发展。

五建非常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和
建设，建立了系统的选拔、培养及任用
体系，分级制定并实施“琢玉计划、钻石
计划”，定期选拔优秀的年轻员工作为
后备人才进行培养，构建适宜企业发展
的人才梯队，并对表现突出者纳入“钻
石计划”，进行重点培养，通过考察、外
出学习、进修、集中培训、能力提升班、
专家讲座、领导带教和培养等多种方
式，积极培养未来后备管理团队。

目前，五建逐步形成了“诚信履约”
的诚信文化，以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为
核心的企业文化体系逐步完善。

奋进有为 再铸辉煌

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职工思想道
德素质普遍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的
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极大地促进了
企业的发展。在 1991 年和 2000 年，
五建先后两度被原建设部、中国建筑
业协会评为“全国先进建筑施工企
业”，企业连续入选“全省建筑施工企
业综合实力 50强”和“全国 500家最
大规模建筑业企业”，并荣获“中国建
设系统企业信誉 AAA 级单位”“银行
资信等级 AAA 级企业”“河南省重合
同守信用企业”等称号。

2005年，“全国 500家最大规模建
筑业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五建成
为河南省首批完成改制的企业之一，
企业经营规模、产值、上缴税收、质量
创优、安全文明施工、社会信用等方面
居全省建筑施工企业前列。2007年，
公司成功晋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企业；公司董事长陈保国
被评为“2008年度郑州最具文化影响
力十大企业家”；2011年，公司入选首
届“河南省建筑业企业 20强”第 1名；
2013 年，公司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2010-2015 年度，公司连年被原
国家工商总局授予“全国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2015年，公司董事长陈保国
主持的“打造特色企业文化，引领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成果，荣获全国建筑业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2017年，公司承建的郑发大厦工程荣

获“全国建筑业文化建设示范项目
部”；2018年，被郑州市人民政府授予

“促进建筑业转型发展优秀企业”，并
作为郑州市唯一的建筑企业纳入“创
建郑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单
位”；公司承建的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 科 医 技 培 训 中 心 综 合 楼 荣 获
2018-2019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
鲁班奖，承建的新乡市中心医院门急
诊儿科综合楼荣获 2018-2019年度第
一批国家优质工程奖。

正如陈保国所说，在企业文化建设
方面，要大力弘扬“奋斗为本、追求卓
越”的企业精神，营造“心齐、劲足、气
顺”谋发展的浓厚氛围。站在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新的历史起点，要有强烈
的机遇意识，要深耕细作，砥砺前行，自
我加压，奋发作为，勇做现行者、当好排
头兵、做好领头雁。

奋进新时代，砥砺新作为。通过打
造特色企业文化,五建把企业学习、员
工活动与企业发展理念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使全体员工树立了正确的思想观
念、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营造了“心
齐、劲足、气顺”谋发展的浓厚氛围，努
力为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原崛起、河南
振兴作出骨干企业新的更大的贡献！

五建承建的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医技培训中心综合楼获 2018—
2019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七十年铿锵奋进 铸强实力与担当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发展纪实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子公司——中原建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四环建设勇争先 五建支部战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