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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央企利民为民责任 奋力助推河南更加出彩
——华润集团在豫发展纪实

郑州华润燃气第三储配站郑州华润燃气第三储配站 华润河南医药紧急驰援抗疫 郑州万象城郑州万象城华润电力登封电厂

□李林

红 色 华 润 ，扎 根

中原。

与河南深度战略

合作的 7年，华润实施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超 过

700 亿元，在电力、燃

气、地产、医药、啤酒、

农产品、零售、新能源、

煤炭等领域发力，项目

分布于郑州、洛阳、驻

马店、焦作、开封、商

丘、安阳等 17 个省辖

市和济源示范区，多达

88 个，鼎力助推河南

在中部起高峰。

勇挑央企责任重

担，扑下身子为群众办

实事，把一切出发点与

落脚点放在利民惠民

上，无论遇到疫情、汛

情、险情，保持尽全力、

冲在前，将红色传承的

企业精神不断光大，将

承担的责任始终扛在

肩头。

国以民为本。华

润（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润”）其名寓

意：中华大地，雨露滋

润，是一家与民生息息

相关的企业。

华 润 为 国 而 生 ，

历经战火苦难，不改

赤子之心。进入新中

国发展时期，华润投

身民族事业，业务涵

盖大消费、综合能源、

城市建设运营、大健

康、产业金融、科技及

新兴产业六大领域。

人们耳熟能详的雪花

啤 酒、怡 宝、999、东

阿阿胶、双鹤、江中、

万象城等品牌均属华

润旗下。

2014 年华润与河

南深度“结缘”，在省

委省政府和各地市的

大力支持下，开启助

力 中 原 发 展 之 路 。

2020 年 12 月底华润

河南区域各业态营业

总额超过 400 亿 元，

缴 税总额达 20 多 亿

元。“十四五”期间，华

润驻豫各业态将持续

发力，预计投资项目

约 1100 亿元。

“当时什么也没想，我是党员就应该我
下去，并不觉得害怕。”说话的是华润燃气
郑州公司管网运行部北区管线所的抢险工
刘晨光，在今年夏季暴雨来袭时，他奋不顾
身跳下被淹的工作井关闭燃气阀门，化解
了一场危机。

从 7月到 8月，汛情、疫情让郑州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灾难面前，华润郑州
的燃气人挺身而出。

暴雨后，燃气场站、输配管网及在建工
程受损，部分门站、储配站围墙倒塌，路面
损毁，站房屋顶渗水，墙面开裂，主控室电
缆沟进水。高中压调压站因暴雨停电 21
座，积水 17个，三座调压站围墙倒塌。中
低压管道因道路、围墙等坍塌出现 415处
险情，停气处置 92 处，影响 112 个小区、
35751户、107个商业用户。部分加气站因
暴雨站房进水，导致围墙倒塌、设备进水。

有危险就有迎难而上，有灾难就有挺身
而出。在这次暴雨中，郑州华润燃气作为驻
豫央企，明确不计得失，力保燃气安全。各
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分工驻守最关紧的险
情现场，全体运行保供人员全员在岗，严阵

以待，千方百计赶赴现场排除险情。
7月20日，公司迅速启动自然灾害Ⅰ级

应急响应，组织1100多人加入一线抢险；7月
21日开始，按照“应修尽修、应复尽复”原则，统
筹部署，组织设计、施工、运行、用户复供、物资
保障人员成立了11个应急抢修队伍，分片区、
分类、同步进行抢修复供；7月22日晚，燃气保
供率达到98.6%。截至8月2日，郑州主城区
燃气供应已100%，恢复到暴雨前的正常水
平。整个暴雨期间，未发生一起次生灾害。

与此同时，华润电力中西大区在豫7家
区域（专业公司）、26个发电厂（场）配合地
方政府坚决做好地方汛情防护、深入开展
受灾群众援助等工作。

7月 21日华润电力登封电厂党委在收
到登封市政府号召后，第一时间组织多辆大
巴车，参与登封市纸坊水库下游唐庄镇龙头
村、杨庄村居民紧急疏散转移任务，经过长
达8个小时的连夜紧急疏散，截至22日7时
圆满完成疏散任务，共计疏散转移居民200
余人次。受暴雨影响登封电厂附近告成镇
全镇失电，登封市区断水。在收到救援信息
后，登封电厂党委通过利用中水泵站10kV

线路为告成镇供电，利用公司白沙水源地
10kV线路为登封城市用水泵站供电，解决
了周边村镇用电和登封市民用水问题，保障
了区域居民的生活需要。

7 月 20 日，华润置地悦府项目物业
管家李永杰得知业主家中老太太接孩子
被滞留在 3 号线地铁口，毅然冲入暴雨
中，蹚着齐腰的深水，背着孩子安全地送
回了家。

郑州万象城在汛情发生第一时间，免
费向社会开放紧急避险，为避险的百姓、顾
客、店铺员工、地铁 3号线工作人员以及郑
州站滞留乘客共计 1000 余人提供救助。
向他们提供 24小时用电、热水，提供休息
场地，以及免费生活保障物资。

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防汛沙袋告
急。有业主、租户将装修沙土捐出，华润置
地的员工连夜装袋用于抗汛。他们冒着暴
雨，逐个排查抢修漏水点。他们始终坚守
岗位，保护业主、租户的生命财产安全，灾
情期间，实现人员零伤亡、车辆零受损、供
水供电供气正常。

华润人，用自己的温度，为城市带来希望。

83年前，华润为国而生。从在战争中
突破封锁抢运物资、大量采购印钞纸助力
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到护送 1100多名爱国
人士北上解放区……华润总是为国为民、
勇挑重担。

华润的发展始终围绕心系百姓的宗
旨。河南的项目布局中华润医药恪守为民
服务，不断为社会增添正能量。

“这里是河北邯郸第一医院，3个孩子
误食老鼠药，急需乙酰胺，邯郸全市无备，
你们有没有存货？需要量大，紧急！”2017
年 3月 16日晚10时 23分，华润河南医药采
购员小王接到了这样一通求救电话。她立
即联系公司急救解毒热线管理员高江丰，
确认药品，紧急配送。

随即，高江丰与司机两人带着 45 支
5ml装的乙酰胺注射液，奔向邯郸，凌晨 1
时 50分到达邯郸市第一医院，解救了 3个
误食老鼠药的孩子。从接到求助电话，到
把药品送抵 500里外的医院，这场与时间
的赛跑，只花了3小时27分钟。

2002年 9月，华润河南医药急救解毒
用药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是当时河南省指
定的药品急救解毒中心。多年来，公司自
觉主动承担着全省的急救解毒任务，常年
储备急救解毒用药、失血急救用药等 100

余种急救药品，设有 24小时急救电话，全
年无休。2009年至今，先后配送急救用药
200多次。

无论严寒酷暑，雨雪风霜，一通又一通
急救电话，将急救药品与患者的生命紧紧
联系在一起。对于华润河南医药人而言，
这早已不仅是一项服务，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这场坚持了十九年的生命接力赛，
还在继续着。

另外，华润河南医药党委带领支部开
展慰问儿童福利院送温暖活动。至目前，
华润河南医药向河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捐赠 500万元，用于河南大学医学事业发
展，激励学子勤奋学习。

作为鲜活商品供港业务的组织者，河
南五丰十几年如一日，着重民生工程、牢记
央企社会责任，为香港的社会稳定，为河南
的出口创汇、畜牧业的发展、脱贫攻坚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河南五丰立足河南大地，布局养殖基
地建设，曾一度实现年出栏生猪 30万头，
其中供港 15 万头，年销饲料 20 余万吨。
供港业务之余，大量“无公害、无残留”绿
色产品供应内地市场，为河南出口创汇、
扩大就业、畜牧业发展，为丰富人民群众
的“菜篮子”、稳定人民群众的“肉案子”作

出了应有贡献。
华润万家、华润置地充分利用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及红色基
因优势，打造党建品牌“红色驿站”，建立

“红色驿站”阵地 11家，以党建为引领，实
现与社区的同频共振。

当疫情卷土重来，随着政府部门疫情
防控措施的不断升级，居民小区和商户分
区域施行封闭管理，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华润万家、华润置地在员工因疫情管控
不能到岗、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主动联系周
边社区，开发线上下单小程序，为居民及时
配送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等日常生活必需
品；与街道一起筑牢基层防疫线，当好居民
保护神，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门店的绵薄
之力；在门店设置疫苗接种点，方便群众疫
苗接种，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华润
万家、华润置地根据疫情影响程度，对招商
区商户给予部分租金减免，帮助商户共渡
难关，共克时艰。

2017年，华润雪花啤酒河南营销中心
向郑州慈善部门捐赠 15万元。2020 年 7
月，华润雪花啤酒（河南）有限公司与公司
所在地新郑市薛店镇政府联系，为大吴庄
小学教师和学生捐赠价值 3万元的图书一
批，以支持当地的教育工作。

鼎力支持河南发展，贡献华润各方力量。
建设首个用于城镇燃气调峰用的 LNG

生产工厂，创造了三项国内第一；获得第十
四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设立博士后
工作站分站……“十三五”期间，郑州华润
燃气技术创新硕果累累，诸多技术不仅开
国内先河，在行业内也具有很强的示范引
领作用。

为提高气源的保供能力，郑州华润燃气
于 2018 年、2019 年先后引进中石化天分和
中海油的气源，形成了以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为主的气源保障体系。2020年又提前
采购中石化储气库采暖资源，保障了总量和
季节性不均衡调峰的需求。

“十三五”期间，郑州华润燃气全力打通
榆济线至官渡门站气源输入东部通道，实现
中石化气源多路进入；建设西气东输薛店分
输站——航空港区管道，增加新的气源接收
通道，提升供气保障能力；建成并投运 4个门
站。管网长度从 5494公里增至 9990公里，
增幅达 82%；用户数从 160万户增至 270万
户，增幅69%。

“十四五”期间围绕华润燃气 1+2+N战
略目标，郑州华润燃气将加强在天然气储备、
燃气供应、城镇项目发展、综合供能等方面与
政府开展的深度战略合作，形成多元化的发
展格局，实现战略转型。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用实际行动支
持河南发展。

华润电力已在豫累计投资约 350亿元，
主营火电、新能源、售电等能源业务，运营装
机735万千瓦，河南区域排名第五；其中在豫
风电装机221万千瓦，河南区域排名第一。

“十四五”期间，华润电力将结合区域能
源发展规划、乡村振兴等，充分发挥在能源
建设方面综合优势，继续把河南省作为“十
四五”期间主要投资区域，在豫投资不低于
5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不低于 500 万千瓦
的光伏项目，助力河南早日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

华润置地主要布局郑州、新乡、许昌三个
城市，涉及项目 10个，累计总规模 438万平
方米，累计投资额约270亿元。

两城（万象城）一汇（万象汇），是华润
置地在郑州商业项目的战略布局。位于金
水东路万象城、郑东高铁片区的万象汇正
在建设中。华润置地将以全业态、全客户、
全产品与全服务为特色，同时打通购物中
心、写字楼、住宅小区及城市空间的大会员
体系，不断培育消费生态圈，从而带来更多
的 经 营 赋 能、为 业 主 创 造 额 外 的 资 产 增
益。郑东万象城、郑州东站万象汇作为华
润置地在郑州的新的商业项目，倾注了众
多关注与支持，也是华润置地深耕郑州、证
明经营实力的倾力之作。

“十四五”期间，华润置地郑州公司将以
“重塑自我，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切实推
进“3+1”一体化业务组合模式稳步推进，切
实形成行业领先的城市投资开发运营综合能
力，深耕郑州、布局洛阳，深度践行黄河战略，
更大广度与深度地赋能中原城市群生长，营
造城市美好生活。

华润河南医药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医药流
通企业，努力实现全省网络布局，业务规模位
居省内同行业第二位。

“十四五”期间将加强医药终端零售体
系建设，参与我省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和配
套服务的供应，加大在河南省大健康和医
疗器械平台公司、医疗器械专业条线产品
收购力度，提升大健康和医疗器械的产业
集中度。

云共千帆舞，浪淘万里沙。
河南正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

略”，华润为此笃定前行，增彩河南！

危难时刻彰显红色企业担当

心系百姓勇挑重担惠及民生

脚踏实地
助力河南更加出彩

华润置地郑州新时代广场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