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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水为民，科技先行。河南水投集团积极践行科
学治水理念。紧紧围绕“治水科技创新者和解决河南
水问题先行者”职能定位，以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为目标，积极搭
建科研创新平台，相继成立了河南省水环境治理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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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水-土环境协同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和河南省水谷研究院，先后开展了10多项课
题研究、40多项治水技术试验，通过多专业交叉，多
技术融合，多行业协同，不断提升治水新理念，着力创
新治水新技术，提出了河南的“智慧水利”“智慧河长”
方案，积极探索解决我省水问题的“水投方案”。

在平舆项目，生态截污、原位生态修复、固废再生
利用等17项技术陆续投入应用，相比采用传统方法，
节约项目投资约4亿元；睢县项目建成河南省首座污
水处理概念厂，凭借超前的理念、领先的技术，初步实
现了“水质永续、能源回收、资源循环、环境友好”的新
概念，出水水质达到IV类水标准，为睢县城市水系构
建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水源。集团立项的《城镇水系治
理与水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取得4项
成果，荣获2019年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3+X”科研体系平台基础上，河南水投组建
“河南水谷创新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了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
创新体系，不断提升集团科技创新水平。

在“四水同治”的大思路下，河南水投以水环境治
理和水生态修复技术为重点，提升治水新理念，创新
治水新技术，积极探索建立河南“四水同治”的投建运
一体化方案。秉承“投资一个项目，改善一片环境，带
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理念，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用创新驱动为“四水同治”贡献着“水投方案”。

科技创新遍地开花，资产项目亦可圈可点。
河南水投积极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撬动作用，紧

跟政策导向，优化资本投向，加快金融板块布局，加强
产业链投资，相继成立了河南水投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浩正嵩岳基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通过

“参股入股、兼并收购、合资合作、资产重组”等多元渠
道，相继引进了重庆水务、中建港务等战略投资者；稳
步推进混改试点，充分调动各类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2020年 5月 21日、7月 2日，河南水投先后被国
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穆迪评为A-和A3。

截至目前，该两项评级均系全国地方国有水利投
资公司中的最高级别，与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处于相
同水平，这标志着我国水利行业继国家级水利投资公
司之后，地方国有水利投资公司也正式进入国际评级
的“A区间”，整体行业发展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坚持“以资产筹集资金、以资金建设项目、以运营
扩张资本”为主线，河南水投积极探索资产盘活路径，
不断创新融资模式，持续拓宽融资渠道，截至2020年
年底累计实现授信1607亿元，融资806亿元，为河南
省水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更为河南水投集
团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提供了永续动
力。

河南水投：兴水为民利中州 胸怀责任业长青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
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更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多年来，河南水投集团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工
作，把党的领导有机融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以治理
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彰显新时代水投人的新担当。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发挥集
团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彰显国有企业的
社会责任和担当？如何应对种种挑战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河南水投集团一边思考一
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交出了一份让世人称道的答卷：

抗疫一线，水投人在行动。“在疫情防控最为紧张的
阶段，生产酒精用的陈化粮，需要我们由周口港转运至
南阳，为了全国疫情防控大局，我们的职工春节假期还
没过完就上班了。”负责周口港建设运行的河南水投兴
洲港务公司董事长慕西安回忆道，公司把周口港码头作
为抗疫主战场，实现防疫物资优先引航、优先锚泊、优先
靠泊、优先装卸，到 2020年 5月底完成了 15.23万吨抗
疫物资的装卸运送任务，有力驰援了一线抗疫工作。

守望相助，水投人献真情。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河南水投集团各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积极响应
党组织号召，无私无畏、冲锋在前，集团16名党员干部
主动坚持到所在村委、社区、公园等基层防控一线开展
志愿服务。在疫情防控期间，集团捐款捐物共计75.85
万元，其中集体捐赠 53.96万元，党员捐赠 15.24万元，
职工群众捐赠6.65万元。

复工复产，水投人作表率。疫情稍有缓解，河南水投
集团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迅速组织企业复工复产。短
短几天，集团52个在建和运营项目全部复工复产。在省
政府国资委党委组织的国资国企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表彰中，中州水务党总支被评为“首批国资国企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党组织”，引江济淮党支部被
评为“国资国企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先进党组织”，兴洲港务党支部党员丁一被评为“国资国
企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秀共产党员”。

河南水投这艘国企巨轮不断前行，源源不断的澎
湃动力从何而来？

“党建引领、文化强企。”河南水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森自信而有力地答道。

2020年，河南水投内设 9个职能部门、拥有 91家
下属子公司，还有重点实验室和产业联盟等。集团党
委要求，业务发展到哪里，支部就要建到哪里，党建工
作就要开展到哪里。

王森说，河南水投通过“三嵌五融”党建工作体系，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有力地促进了水利投融资事业高
质量发展。“三嵌”就是将党组织嵌入企业决策体系、执
行体系和监督体系中，“五融”就是把党建工作融入公
司治理中、融入机制创新中、融入中心工作中、融入企
业文化中、融入全面发展中。党组织要让广大党员有
归属感、自豪感，和带头干事创业的使命感。

“下一步，河南水投将继续发扬‘至诚、至拙、开拓、
创新’的企业精神，扛稳责任，开拓进取，更加聚焦主责
主业、更加注重提质增效、更加注重产业协同、更加注
重制度完善、更加注重风险防范，推动集团高质量发
展，为助力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水投力量，为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王森说。

初春时节，来到位于大别山深处
的南阳市桐柏县新集乡磨沟村，呈现
在眼前的是一派山水田园美景。

而过去，由于交通闭塞、产业薄弱，
曾经是红军万里长征途中重要休整地
的磨沟村却是被遗忘的“穷山村”。

近年来，磨沟村摇身一变，从“养
在深闺人未识”变成了每年吸引成千
上万游客来打卡的“网红村”，掀开磨
沟村神秘盖头的，是河南水投集团。

河南水投集团驻磨沟村的驻村第
一书记朱登州至今还记得 2015年他
初到磨沟村时村民的期盼和质疑：“这
个干部是来‘镀金’的还是干事的？”

“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驻村第一书记的追求！”朱登州暗下
决心，一定要让磨沟变个样！

说干就干。朱登州积极协调河南
水投集团出资30万元，又从桐柏县委
组织部、县教育局、县审计局、县林业
局等部门协调 20万元，把 50万元全
部“砸”在了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村文
化广场建设上，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
村民们吃了颗“定心丸”。

唯一一条通往磨沟村的路是十年
前修的断头路，因年久失修，通行能力

极差，村民们挑着木柴、粮食、药材到
街上去卖，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在河
南水投集团以及省市县其他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仅用了半年时间，村里
几条道路相继修建，水泥路通到田间
地头，道路两旁栽植冬青、红叶石楠、
黄杨球等绿化植物，主干道两边安装
上了太阳能路灯。

磨沟村变了样！在河南水投集团
的大力支持下，朱登州带着十足的底
气东奔西走，带领村民在村里建起了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引
来了磨沟村 200千瓦光伏电站项目；
还协调申请扶贫资金20万元，成立了
磨沟村扶贫互助社，破除了制约村民
发展生产的资金“瓶颈”……

当村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之时，
朱登州又将目标瞄准了乡村旅游。

于是，在河南水投集团的大力帮
扶下，磨沟村开始了意义非凡的乡村
旅游建设之路：兴建山间步道，把游客
的目光吸引到最原始最生态的乡村之
美中；创建“磨沟印象”品牌，为村民自
产的猕猴桃、土鸡蛋、蜂蜜、稻虾米等
寻找销路；围绕红色文化发展民宿产
业，带动了全村几十位青年返乡创业；

举办“磨沟乡村旅游周”，擦亮乡村旅
游名片……截至2020年年底，河南水
投集团累计投入资金3758万元，建设
项目 87个，消费扶贫 100余万元，高
标准建成全国首家村级长征红色文化
展览馆——红军长征转战南阳展览
馆，把国家级贫困“空心村”，变成了节
假日日均接待游客2000余人次，高峰
期万人“打卡”的“网红村”，省委主要
领导现场调研脱贫攻坚成果。

在河南水投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磨沟村于 2020 年实现全部脱贫摘
帽。“脱贫攻坚不仅是扶危济困的行
动，更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担起民族
复兴重任的应有之义，我们水投人恰
逢这个好时代，就应该为社会贡献自
己的力量！”王森说。

2020年，磨沟村迎来了由河南水
投集团派驻的第二任驻村第一书记，
水投支持磨沟发展的步伐也越来越坚
定。“我将牢记水投集团的重托，不负
磨沟群众的期盼，从上一任书记的手
中接过乡村振兴的接力棒，争取把磨
沟村打造成为美丽乡村的典范。”河南
水投集团派驻的第二任驻村第一书记
李明说。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淇县三里屯
分水口门 120公里外，河南省濮阳市
清丰县72万人喝上了南水北调的水；
西平县85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得益于
河南水投集团农业灌溉用水项目的落
地，这里常年灌溉充足，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

河南水投的大旗，在中原水利工
地上高高飘扬，奏响了乡村振兴的时
代凯歌。

“把握功能性国有企业定位，深
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践行国有企
业社会责任，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重大战略，河南水投始终积极参
与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建设等重大
工作部署。”河南水投董事长王森介
绍道。

“兴水为民 利泽中州”，河南水投
集团以“四水同治”为抓手，以农村供
水“四化”为导向，紧抓乡村振兴政策
机遇，建设了一大批以清丰城乡供水
一体化项目、西平县高标准农田灌溉
项目为标杆的民生工程，持续扩大农

村安全饮水市场规模，补齐我省农村
供水短板，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而这，只是河南水投集团抢抓“四
水同治”、助力乡村振兴、践行社会责
任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
人均水资源严重不足，水资源时空分
布与空间配置不均衡，农村地区生产
生活用水存在水生态退化、水环境污
染等客观现实情况。

为有效解决河南水问题，实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河南省提出实施

“四水同治”，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水灾害综合治理，全面开
启了新时代河南省水利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

通过参与引江济淮（河南段）、小
浪底南岸及北岸灌区工程、河南省西
水东引等河南省重大水利项目，河南
水投集团把握功能性国有企业定位，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积极承担起“河南省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职责。

2021 年，正值“十四五”规划开
局之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
态环保等领域短板，支持有利于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推进
重大引调水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
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这一规划
又给河南水投这一行业巨轮带来了
不懈的动力源泉。

“‘四水同治’是河南省学习贯彻
落实中央治水兴水方针的生动实践，
更是“十四五”时期河南水投要持续践
行并落实的重大战略。作为我省唯一
的省级水利投融资企业，河南水投更
要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
动实施‘四水同治’，践行社会责任，为
全省人民提供优质、健康、宜居、安全
的水环境。”王森说。截至 2020年年
底，河南水投集团总资产达到 750亿
元，净资产251亿元，成为河南省治水
兴水领域的“排头兵”。

党建引领企业兴
“三嵌五融”促发展 脱贫攻坚结硕果 磨沟村里话振兴

“四水同治”绘蓝图 乡村振兴奏凯歌

一条通往大山深处的“青白路”，铺就了南阳

市桐柏县新集乡磨沟村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让

山区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润泽城乡的引水入城项目，激活了漯河

市西城区水污染防治、水生态建设的“一池春水”，

为市民创建了一个新的游玩打卡胜地；

一项造福万年的引黄调蓄工程，将黄河水引

入灌溉区，让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高标准

农田产量倍增，也为我省引黄调蓄工程建设探索

了成功路径；

…………

十一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一瞬，

而对于秉持“兴水为民 利泽中州”理念的河南水

投集团来说，这不仅是她为河南水利事业发展贡

献力量的重要阶段，更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造福

中原大地苍生的关键时期。

古人云：上善若水。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兼顾

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但凡是能给出令人满意答案的企业，必定是“强而

美”的，河南水投集团即是如此。

科技创新巧治水
奉献中原显担当

□朱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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