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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现场。 海南分公司 提供

会谈现场。 基金公司 提供

本报讯 （记者 忽国旗）日前，国资
委宣传工作局发布了“走进新时代 展现
新形象——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央
企业故事大赛”评选结果。

公司报送的3件作品被国资委宣传
局评为“走进新时代 展现新形象——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央企业故事大
赛”优秀作品，其中集团公司总部报
送的 《几内亚日记》 荣获二等奖，电
建海投公司报送的 《名叫星星的你》
和《3.5%？不可思议》两篇作品被评为
优秀奖。

本报讯 (记者 李 芳）4月 2日～3
日，国务院国资委“2018中央企业熠星
创新创意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方向
对接路演北京赛区在新疆大厦火热进
行。3日下午，公司孵化的《工程机械
智能服务平台》项目，与7家知名风投
机构进行了投资对接，经过项目路
演、专家问答和投资人风投环节，最
终以770万元的虚拟投资金额喜获当日
参赛项目第一名。

《工程机械智能服务平台》是以工
程机械融资租赁为龙头，依托工程机
械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为支撑，通过

“中租网、中租租赁、中租金融、中租
物联”四大运营体系有效解决工程机
械市场供需信息不匹配、账款拖欠、
无序竞争、设备购置资本能力不等、
机械管理智能研发薄弱、故障解决不
及时等六大痛点，打造行业内最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共享职能信息服务平
台。经过公司项目组现场生动的演讲
和精彩的问答交流，投资人一致认为
平台项目前景广阔、智能核心明显、
团队专业创新、公司背景雄厚，表示
线下会跟进更多投资。

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是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其目
的是为了挖掘好的创新和创意，激发

企业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技术与资本结合，培育发展新兴产
业，为中央企业发展增添新动能，为
国家实现网络强国战略贡献力量。大
赛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在北京启动，以

“众智央企，创领未来”为主题，面向
全社会共征集参赛项目 2658 个，94位
大赛导师经过网络初选和现场复选比
赛，共遴选出517个项目进入路演。公
司此次登上终极路演的项目，将可能
获得中央企业以及社会各界海量的投
资，为项目后续发展争取充足资源。
对接成功的项目，将在中央企业相关
单位、社会各孵化器、各地产业园进
行孵化培育，将发掘、打造一批在信
息技术、智能制造、材料应用等领域
具有强大实力的产业和技术，为项目
公司的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次路演比赛充分展现了中国电建
“专业创新，积极进取，能打硬仗”的精
神面貌，获得投资人一致认可和好评。
下一步经营租赁事业部将做好终决赛的
各项准备工作，并对接好风投投资人，
盘活内外资源，与投资者建立良好的合
作与协同机制，实现多方共创共赢。

本报讯 （记者 忽国旗） 4 月 4
日，中央企业智库联盟第三届理事会会
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党委委员翁杰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安排部署了有关工作，对 2018 年度重
点课题优秀研究成果和先进单位等进行
了表彰。

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
党委副书记王斌牵头组织公司党委工作
部开展的 《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 推
进具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实
践研究》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荣获中央企

业智库 2018 年度重点课题优秀研究成
果一等奖。公司副总经理姚强当选智库
联盟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建
集团荣获 2018 年度“十佳理事单位
奖”，规划总院副院长龚和平荣获“突
出贡献奖”。

中央企业智库联盟由中央企业主要
新型智库单位和国资委研究中心共同自
愿发起新型智库联盟，目前拥有会员单
位 78 个，在承担国资国企重要研究任
务，助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具有广
泛深入的影响力。

本报讯 4 月 3 日，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晏志勇在山西太原拜会山西省政
协副主席、太原市市长李晓波，双方就加
强企地合作、推进共赢发展进行了友好
交流。

会谈中，晏志勇简要介绍了中国电
建的主营业务及发展前景。他说，中国
电建“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
造、能投资运营”，在能源电力、水资源与
环境、基础设施及房地产领域拥有全产
业链一体化优势，国际经营能力显著，特
别是近年来在城市轨道交通、水环境治
理等领域实现了较大突破、取得了骄人
业绩。他表示，太原市发展规划与中国
电建优势业务高度契合，中国电建愿与
太原市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战略对接、规划对接、发展对接，广泛、深

度融入太原发展，为太原市经济建设贡
献力量。

李晓波指出，中国电建是综合性特
大央企，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
与环境建设领域的引领者。他表示，太
原市将把中国电建作为重要战略合作伙
伴，加强双方在轨道交通、市政道路、
河道治理、棚户区改造等城市基础设施
投资建设领域的合作，确保更多项目落
地见效，支持企业进一步做强做优做
大。太原市会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希望双方加强对接与交流，不
断拓宽合作领域与方式，实现共赢发
展。

公司总经济师刘明江及总部相关部
门、子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见。

（王新洁 姜 超）

本报讯 4月1日下午，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孙洪水一行访问海
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并见证子企业与海口市水务集团合作备忘录
的签约仪式。海口市国资委主任陈朝芳参加了相关活动。

在签约仪式上，孙洪水对海口市政府、海口市国资委、海口市水务
集团给予中国电建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对各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表示祝贺。孙洪水指出，中国电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成立海南(区域)
分公司全面对接、服务海南，今天见证水电十局、中南院与海口水务集
团签署合作备忘录，体现出集团对各方合作非常关注，高度重视，是落
实中国电建与海南省委双方高层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中国电建愿发
挥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支持相关子企业与地方企业开展人才交流，提供
智力支持，助力其发展，秉承真诚、务实、共赢的态度扎实推进全方位合
作，打造中国电建与海口市合作的新样板。

陈朝芳欢迎孙洪水一行来访，表示支持中国电建与海口水务集团
深度合作，期望双方立高看远，互取所长，合作做大做强；期望双方共同
谋划，提升海口市防洪排涝能力；期望双方互相支持，在海南打造央地
合作的典范。海口水务集团董事长邓新兵对与中国电建海南分公司前
期开展的卓有成效工作表示满意，认为双方在供排水、水污染治理、智
慧水务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前景。

公司总经济师刘明江、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成员企业领导参加
了签约仪式 (海南分公司） 本报讯 3月30日，山东电建三公司

与阿联酋环球铝业公司（EGA）正式签
订迪拜铝厂自备水厂项目EPC合同，并
于次日在 EGA 迪拜办公室举行了签约
庆典仪式。这是公司近期继沙特朱拜
勒二期海水淡化项目、沙特拉比格三期
独立海水淡化项目、阿布扎比塔维勒海
水淡化项目后，在中东区域成功中标的
第四个海水淡化项目。

迪拜铝厂自备水厂项目位于阿联
酋环球铝业公司迪拜 Jebel Ali 厂区内，

采用海水反渗透技术，装机容量 9百万
英式加仑/天，项目总工期为 NTP 签署
后 23 个月。2018 年 11 月，业主方以议
标形式力邀公司参与该项目招标，并最
终选定公司为项目独立EPC总承包商，
充分展示了公司在海水淡化区域的影
响力，以及优秀且强大的项目执行力所
产生的独特魅力。项目建成后，将会肩
负区域供水重任，对于改善沙特民生具
有重要意义。

（张宝峰）

本报讯 4月10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一行到访中国政
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公司，与董事长冯晋平等进行了友好洽谈。

晏志勇重点介绍了中国电建的发展历程、业务板块、主要业绩、
PPP业务以及“一带一路”走出去项目的总体情况，对中国政企合作
基金给予中国电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中国电建与中国政企合作基
金愿意秉持“互商互谅、合作共赢”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业务交往、深
化务实合作，加快做好存量项目；在新能源、生态环保、水资源与水
环境、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形成新的突破；在“一带一路”项目
上合作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共商、共建、共享”要求。

冯晋平表示，政企基金作为国家级引导基金平台，专注于PPP业
务投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公司的快速发展和高质量运行，得益于
与众多企业的密切合作，与中国电建的合作非常愉快，愿意与中国电
建开展更多行业、更宽领域、更大范围的合作。

中国政企合作基金投资总监范永芳介绍，中国政企合作基金参与
实施了国内较多的PPP项目，为PPP项目规范有序开展贡献了力量。
在PPP行业强监管、硬约束的背景下，电建基金公司与中国政企合作
基金加强业务衔接，先后完成了多个合作项目，并储备了丰富的后续
项目资源，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协同，加快推动项目落地。

股份公司总经济师刘明江，公司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谈。
（程 帅）

本报讯（记者 黄小云）4月9日，水
电四局、水电十四局与广东粤海珠三角
供水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广东省史上投
资额最大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工程。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
务院批准《珠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
2030年）》提出重要水资源配置工程，也
是国务院要求加快建设全国172项节水
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还是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工程分为A2、C1、D2三个标段。水
电十四局承建C1标段，为输水干线沙溪
高位水池至罗田水库段的一部分。该
标段起点为东莞市厚街镇沙溪水库南
侧的 1号主隧洞洞口，线路沿广深港客

运专线北侧向东布置，穿过大岭山、莲
花山后，沿颜屋路、杨朗路穿过颜屋村、杨
屋村至SL02号工作井。水电四局承建的
D2标段，位于深圳分干线，深圳分干线经
罗田泵站取水加压后从深圳市宝安区罗
田森林公园山体下穿，后沿广深高铁北
侧规划路布置，后转入光桥路下布置至
公明水库进库闸再接公明水库。

该工程建成后，不仅可解决广州、
深圳、东莞生活生产缺水问题，为香港、
广州番禺、佛山顺德等地提供应急备用
水源，还将逐步实现西江、东江水源互
补，丰枯调剂，退还东江流域及沿线城
市生态用水，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
战略支撑，助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
界级城市群。

水白草摇曳，黄叶萧萧慢飘。冬季
的郑州雾色清淡，花园路到文化路段的
贾鲁河内，微风吹拂，波纹轻推，气氛静
谧。贾鲁河因元代治水名臣贾鲁而得
名，承载着几代郑州人的情感和回忆。
然而，在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中，贾鲁河
河道萎缩、功能衰退、生态恶化等问题
日益凸显，逐渐沦为了一条臭气熏天的
黑水河。

为了重拾贾鲁河曾经的记忆，郑州
市适时引入了PPP模式，以郑州市水务
局作为实施主体，中国电建中标承建对
其水环境进行综合治理。近日记者漫
步贾鲁河河堤上，看到一群白鹭驻足于
河畔，波光粼粼的贾鲁河，成为这群特
殊“客人”休憩的场所。曾经脏乱差的
水环境正在改头换面，记者感受到了
PPP带给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

“站在河岸堤上，真的很享受”
在贾鲁河的海绵示范公园里，记者

与家住锦艺金水湾的高晓福攀谈起
来。“站在河岸堤上，真的很享受！”他格
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好环境，脸上透着满
满的获得感。

谁会想到，全长约256公里、贯穿郑
州市境内最长的一条内河，一度臭气熏
天，淤泥成堆。将近60岁的高晓福见证
了贾鲁河近几十年的水质变化。据他
介绍贾鲁河作为郑州的“母亲河”，哺育
了无数百姓，到了上世纪 90年代，这条
河已经退化为城市排污沟，大量污水直
接排入河道，河水浑浊发臭，水质污染
严重。

“这里以前是坟场和鱼塘，脏乱差
再加上没人管，周围住户想找个遛弯的
地方都难，听说周边的企业曾经打算自
己出资治理河道哩。”高晓福指着现在

的海绵示范公园对记者说。
“贾鲁河接纳了郑州中心城区的工

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现在拥有的截污
治污工程能达到污水收集量每天 15 万
吨。”郑州市财政局PPP中心主任王红军
告诉记者，郑州市早就有综合治理贾鲁
河之心，但是原有市政基础设施承载能
力不足，再加上综合治理涉及点多、面
广、线长，治理难度很大，贾鲁河水质未
能得到根治。2016年初，郑州市下决心
对贾鲁河进行综合治理，引入了“PPP+
海绵城市”的双料配备，最终成为撬起
郑州水城建设目标实现的“支点”。

作为财政部PPP示范性项目，贾鲁
河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建设了一系列“海
绵体”，通过“渗、滞、蓄、净、用、排”，实
现自然渗透、自然积存、自然净化，修复
贾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发挥其对水资
源的调蓄作用。

郑州在清代曾出现过黄河大决口，
急涨的河水曾冲毁过中牟城。因此，除
了水更清、岸更绿，贾鲁河还承担了一
部分抗洪减灾的职能。贾鲁河建设管
理局质量安全部部长赵伟东告诉记者，
贾鲁河沿线的贾鲁湿地、祥云湿地、圃
田泽湿地等 3处湿地湖泊，对贾鲁河洪
水起到滞洪作用，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同时，对中牟陇海铁路桥至大王庄弯道
段河槽进行疏挖，以利于汛期洪水平稳
下泄。

“根据贾鲁河发生不同频率洪水时
的水位，推算出相应频率洪水发生时的
受灾面积为18万亩。按频率法计算，贾
鲁河河道治理工程建成后，年平均减免
洪灾损失3700万元。”赵伟东说。

“贾鲁河项目建设曾遇到很多棘手
的难题。”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管
理局副局长晁中锋回忆说，贾鲁河项目

开工建设时，周围的住户有些不理解，
尤其是涉及到坟地拆迁时，群众一度产
生抵触情绪。“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工作，
目前没有一例因拆迁而上访的群众。
现在项目建好了，老百姓感受到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晁中锋对记者说。

“政府再也不用大包大揽”
如何进行水环境治理，是困扰多个

城市的难题。在传统模式之下，由政府
大包大揽，结果常常差强人意。贾鲁河
项目看似简单的“海绵+PPP”双料模式，
背后却是政府部门综合施政的思路之
变，以及坚持“真做PPP，做真PPP”的决
心和作为。

负责此项目咨询服务的北京大岳
咨询董事总经理刘冰对此感触颇深。

“从贾鲁河项目的PPP实践来看，政府用
开放的态度拿出优质项目，用市场化的
手段与社会资本平等合作，项目进展更
顺畅了，各方的‘点赞’自然也多了起
来。”

王红军告诉记者，2016 年 3 月贾鲁
河进行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启动，现已初
见成效。贾鲁河两岸堤顶道路基层基
本完成，面层完成108公里，占总工程量
115公里的94%；游路基层铺装已基本完
成，面层完成 89.3公里，占总工程量 104
公里的 86%；开挖建设的 4处湖泊湿地，
除杲村湖因设计变更正在施工外，其余
三处已经形成全水面。

贾鲁河治理项目总投资 26 亿元，
是郑州市生态水系建设中首次采用PPP
模式的项目，也是投入资金最大的水
生态修复项目。晁中锋介绍说，贾鲁
河项目采用 BOT （建设—运营—移
交） 运作方式，项目合作期限 15 年
（包括建设期1年）。自2016年4月中旬

开始，郑州市水务局与大岳公司等经
过 30 余次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贾鲁
河 PPP 项目实施方案。当年 11 月底，
中国电建集团中标，12 月完成项目公
司中电建郑州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的组建。2017年1月，正式签订贾鲁河
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合同。至此，郑
州市贾鲁河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的
实施班底逐渐成型。

值得称道的是，贾鲁河PPP项目的
实施效果不仅得到了百姓的好评，还真
正做到了“物有所值”。“‘物有所值’体
现在时间价值、建设价值和养护价值
上。拿养护价值来说，在没有采用 PPP
模式之前，各部门分散管理，政府算不
清养护费用的账。现在统一由项目公
司归口管理后，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
王红军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水清了、景美了，老百姓看在眼里、

乐在心上。现在来到贾鲁河沿线，本地
市民会自发介绍他们的新地标——贾
鲁河。“我们希望将贾鲁河打造成专属
郑州的‘生态名片’。”王红军自豪地说。

记者了解到，2018 年上半年，贾鲁
河综合治理工程已全部完工。全线的
水域面积达到 7.92平方公里，绿化面积
达16.7平方公里。负责贾鲁河项目全生
命周期规划的刘冰告诉记者，贾鲁河项
目完全建成后，将对涵养地下水，改善
流域水环境质量、区域空气质量，修复
水生态起到促进作用，为提高郑州市水
资源承载能力提供坚强保障。

“贾鲁河项目涵盖体育设施、海绵
城市、给排水、景观照明、智慧水务等工
程。在不久的将来，贾鲁河将成为郑州
最大的‘生态廊道’。”刘冰说。

水清岸绿燕鸥飞
——中国电建郑州贾鲁河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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