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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更出彩行业成就巡礼
▼

●●●● ●●

“四水同治”惠民生 初心不忘泽中州
——写在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之际

金风送爽，瓜果飘香，大地一片

丰收景象。

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迎

来了十年华诞的喜庆日子。

十年前的9月 15日，在省委、省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河南水投集团

隆重挂牌成立。十年后的今天，河

南水投集团的项目遍布全省，硕果

累累。

十年来，河南水投集团不忘兴

水初心，牢记治水使命，秉持“兴水

为民 利泽中州”的理念，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兴水方针，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积极实施

“四水同治”，承接重点水利工程，推

动科技创新，探索“水投方案”，助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

设，为中原更加出彩、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贡献出了水投力量。

十年来，河南水投集团不断深化

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从快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在自身高质

量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省各地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水利支撑。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杨其格

党的领导和建设是国企的独特优势。
党建工作也是生产力，也能创造价值。

十年来，河南水投集团始终高度重视党
的建设工作，把党建作为“红色引擎”，融入
企业治理的每个环节之中，让每个支部成为
一座堡垒，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集团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持续得到强化，尤其是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进一步
让集团上下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和行动
上合拍，在集团成立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
凝心聚力，转型升级，启动了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

不忘初心使命，争做最美水投人。“孩子
放暑假，也正好是汛期，为了工程能如期保
质保量完成，我得整天在工地上盯着，一个
月只能回家三四天。”总部在安阳的河南润
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高工赵晓霞，今年
年初起就吃住在新安县三河供水枢纽工程
工地，由于她对工程质量丝毫不放松，被评
为“最美水投人”。在主题教育期间，河南水
投集团评选出了新的一批“最美水投人”，8
个先进集体、24名个人入选。

不忘初心使命，集团事业驶入高质量发
展的快车道。集团各部门协调联动，以“5+
2”“白加黑”的工作热情，高标准、高质量编
制完成了两个项目近 7000页的响应文件，
顺利中标我省十大重点水利工程中的引江
济淮河南段工程、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集
团的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社会影响力进一步
增强。

基础水利、城镇水务、水资源延伸三大
板块业务齐头并进，成绩不俗。新蔡县水系
联通项目一期工程正式开园运营，周口港4
号、5号港池建成并试运营，日装卸量屡次

突破万吨。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顺利实
施，各项水务项目经济指标稳中有进。汝州
中央公园景观形象进度完成 95%，已成为
汝州市一条最亮丽的风景线，累计接待调研
观摩700余次。

河南水投集团主体信用评级由AA+提
升至 AAA，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项目融
资方式不断创新，项目贷款瓶颈得以突破，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集团内部资金循环功能
效益初显。洛阳市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
区项目、濮阳市引黄灌溉调蓄水库项目、许
昌市市区河道综合治理工程，被中国投资协
会评选为2018-2019年度国家优质投资项
目特别奖和优质投资项目奖。

十年磨一剑，初心未肯负。河南水投集
团在成立时就明确了“兴水为民 利泽中州”
发展理念，十年来，集团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牢牢扛稳了
社会责任。如今，河南水投集团与全省 60
多个县（市、区）开展合作，积极推动实施“四
水同治”，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全省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水利支撑。

河南水投与邓州市联合成立的丹江源
水生态有限公司，依托丹江口水库的优质水
资源，计划让邓州市180万居民全部喝上丹
江水，还在邓州市发展7000多亩有机农业，
不仅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也为乡村振兴探索到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

“南水北调渠首保护区内，严禁使用农
药、化肥，这非常适合发展稻虾混养，因为养
殖小龙虾不能投放农药、化肥。”在邓州市高
集镇千亩稻虾混养基地，丹江源水生态有限
公司董事长任涛介绍，除了有机稻的收入，

小龙虾每亩就可以产 600 斤，每年能挣
6000多元。

该公司在邓州市 7个乡镇发展有机农
业，推进稻虾混养、稻鱼混养、优质鱼类养殖
等项目，每年可产优质水稻2400吨，优质小
龙虾720吨，优质淡水鱼2100多吨，可带动
周边农户开展种养面积 8000亩，每年带动
500人以上脱贫。

新蔡县因地势低洼，素有“洪水招待所”
之称，如今在河南水投集团大力支持下，新
蔡县水系连通一期工程顺利完工。在夏日
的东湖公园里，碧波荡漾，游人如织，成为当
地居民休闲的首选地。

新蔡县水系连通项目一期工程总占地
9445亩、总长 49.2公里，总投资 26.9亿元，
新建东湖水库、西湖公园、南湖公园、黍河等
4个生态景观带，与原有水系形成东西南北
中、五湖交相辉映的环城生态水系。

“新蔡县水系连通项目不仅可以把新蔡
县城市防洪除涝标准提高到 50年一遇，也
为沿岸农田灌溉提供了水源支撑和水源储
备，新蔡的城市形象得到显著提升。”河南水
投集团总经理助理、蔡州水生态公司董事长
魏家红介绍。

“集团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兴水初心，
牢记治水使命，拿出一鼓作气的干劲、咬定
青山的执着、闯关夺隘的气魄，既要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大格局，亦要有‘功成必定有
我’的进取心，敢接烫手芋、敢啃硬骨头，扛
稳责任，开拓进取，积极实施‘四水同治’，助
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推动集团和全省高
质量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贡献水投力量，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献上一份厚礼。”王森说。

砥砺前行
积极实施“四水同治”

河南，位于华夏腹心，地处南北气候过渡
带，横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历史
上水旱灾害频繁，治水兴水任务繁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为新时代水
利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治水兴水方针，省委、省政府经过充分调
研论证，去年年底全省召开了“四水同治”动员
大会，提出高效利用水资源、系统修复水生态、
综合治理水环境、科学防治水灾害，决定开工建
设十大水利工程，力争用3至 5年时间，把“严重
缺水地区”的帽子彻底摘掉，让全省人民“喝上
安全水、用上自来水、补上生态水”。

“‘四水同治’是河南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治水兴水方针的生动实践。河南水投集
团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水利投融资企业，重大
水利工程的承接者，更要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
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四水同治’，为全省
人民提供优质的水资源、健康的水生态、宜居并
安全的水环境。”河南水投董事长王森说。

今年 7月，引江济淮河南段、小浪底北岸灌
区工程接连开工，这两项工程都属于河南省十
项重大水利工程，是我省推进“四水同治”的重
要抓手，均由河南水投集团牵头承建。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项目采用 PPP模式，
总投资76.5亿元，建成后将惠及豫东周口、商丘
两市 9个县（市、区）。按照规划，到 2030年工
程可向周口、商丘地区供水5亿立方米，2040年
可供水 6.34亿立方米，可有效保障城乡生活及
工业生产供水，保障近千万人饮水安全和煤炭、
火电等重要行业用水安全，将大大缓解豫东地
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改善水生态、提高水环境。

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从小浪底水库引水，
通过骨干工程和灌区灌排工程系统，解决区域
内农业灌溉、城乡生活与工业用水需求。项目
建成后，每年可引黄水量2.39亿立方米，为广利
灌区补源 20 万亩，灌溉济源市、焦作市农田
51.7万亩，为城镇工业生活供水1.12亿立方米。

根据设计，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包括沁阳
市、孟州市、温县、武陟县等5个县市，对构建黄
河北岸清水走廊，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增加粮食
生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工程采用
PPP模式建设，总投资30多亿元。

小浪底北岸的群众热切渴盼着黄河水。“原
来地下水只有十来米深，现在打机井至少得四
五十米深，有的地方甚至有八九十米深，要不就
没有足够的水，也浇不成地。”沁阳市柏香镇三
街村村民杨叙利说，计划中的北岸灌区三干渠
将从他家附近经过。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河南水
投集团在我省各地积极推进“四水同治”，与各
地党委、政府密切合作，助推百城提质和乡村振
兴，修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集团事业取得快
速发展，截至今年 6月底，河南水投集团总资产
达到 592.5亿元，净资产 209.52亿元，成为我省
治水兴水领域的“排头兵”和“领头羊”。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进入新时代，河南的
水问题更加复杂：水资源不足是突出短板，
水生态退化是潜在威胁，水环境污染是最大
心病，水灾害多发是严重危害。

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有新担当、新作
为。河南水投集团提出，必须紧紧围绕转型
升级这一主线，着力推进业务结构优化调
整，以创新推动发展，用科技引领未来，打造
兴水治水的“水投样板”，推进企业发展迈上
新台阶。

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
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
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创新推动发展，科
技引领未来。河南水投集团正是依靠不断
创新、科技引领实现了快速发展。

“待到上林花似锦，满城俱是看花人。”
业务结构优化调整必须快、准、狠，否则，就
会失去了先机，创新也就失去了意义。

河南水投人从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
勇气。

8月初的闷热天气里，走在睢县第三污
水处理厂内，却闻不到丝毫异味，流水潺潺，
荷花盛开，污水处理厂建设得就像城里的公
园。

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通过采用国际先进
技术和设备，大幅度提高了出厂水质，主要出
水指标可以达到地表四类水标准，远高于传
统污水处理厂标准。污水处理中产生的污
泥，采用先进的高温干式厌氧发酵技术，通过
加入畜禽粪便、秸秆等生产沼气，沼气用来发
电，沼渣、沼液，可以制作有机肥料。

“这是河南水投集团打造的我省首座新
概念污水处理厂，很好地展现出‘水质永续、
能源回收、资源循环、环境友好’的新概念。”
睢县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查文说，新
概念污水处理厂为全省乃至全国打造了一
个污水处理的“样板间”。

一个县级污水处理厂为何能提出这么
多新概念?“我们有着强大的技术后援团
队，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团队，给我们提
供了巨大支持。”查文说。

近年来，河南水投集团相继成立了河南
省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院士工作站、河南
省水环境模拟与治理重点实验室和河南省
水-土环境协同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初步形成了3+X科研体系，先后开展了
10多项课题研究、40多项治水技术试验。

2017年 1月，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为
首席科学家的河南省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

复院士工作站在河南水投挂牌成立。平舆县
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奚仲公园水
质提升项目，就是在王浩院士支持下，河南水
投集团在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方面开展的

“试验基地”。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食藻虫
引导水体生态修复”技术改善水体水质，如今
公园水质已经得到明显改善。

在宜阳县和新安县交界处的翠屏山下，
“引故入新”引水隧洞内，两台盾构机正在从
南北山底相向开挖。引水隧洞长 18.65 公
里，这是目前国内由盾构机开挖的洞径最
小、单区间掘进最长的引水隧洞。

隧洞洞径小，给施工带来很大压力，逼
着大家不断推进技术创新。

施工人员克服了洞内通信不畅、卡盾、
掉轨等难题后，工程得到持续推进。隧道施
工虽然增加了难度，但最大程度减少了对环
境的影响。

“我们要成为治水科技的创新者和解决
河南水问题的先行者，要探索成立河南水投
研究院，促进创新平台、科研课题、专家人才
三者耦联驱动，推动技术引进、孵化和产业
发展的有效对接，由技术支撑向技术产业化
转变，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河南水投集团
总经理林四庆说。

科技引领 打造治水兴水样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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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东湖公园美景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