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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主业谋发展

水发集团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上善若水，
发展惠民”
的宗旨和
“服务
社会、
服务经济、
服务大局”
的理念，
依
托国有企业优势，按照“立足山东、布
局全国、走向世界，根植水务、聚焦民
生、多元发展”的经营战略，短短八年
时间快速发展成为山东省内资产规模
最大、
产业链条最为完整、
综合实力最
强的特大型水务集团，在全国省级水
利投融资平台中处于领先位置。
近年来，水发集团牢牢把握宏观
经济走势，紧紧围绕全省水利改革发
展大局，充分发挥水利投融资平台和

攻坚克难

黄水东调惠民生

山东省黄水东调应急工程是省
委、省政府为统筹解决潍坊、青岛、烟
台、威海四市的供水危机，保障胶东
地区供水安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而决策实施的一项
重大民生水利工程。该工程从东营
市调引黄河水，通过铺设管道向胶东
地区输水，共分两期。一期工程已经
全线竣工并通水，从东营市广南水库
调水至潍坊市潍北第二平原水库；二
期工程从潍北第二平原水库输水至
引黄济青宋庄分水闸，目前正在紧急
启动中。
该工程投入的人力、
物力、
财力之
多,工程规模之大,工期要求之紧，
工程
挑战难度之高，在山东省水利建设史
上均属空前，黄水东调项目更被列入
2017 年山东省重点项目名单。水发
集团临危受命，迅速成立了黄水东调
工程建设指挥部，山东水发黄水东调
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担当该项
目的建设任务。这是省内首例由企业
独立运行操作、政府性工程与市场化
运营相结合的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该
项目的建设运营模式，对今后水发集
团投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占领市场
具有不同凡响的重大战略意义。
该工程自东营市境内的曹店、麻
湾引黄口取水，新建曹店等 5 座引黄
泵站、加压泵站，经广南水库、加压泵
站入输水管道至潍北第二平原水库。

创新引智

运营主体作用，始终以“努力增强水
利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和
保障能力”为主线，抢抓机遇、锐意进
取，实现了快速稳健可持续发展。坚
持主业主抓，积极主动对接山东省省
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
战略部署，不断加大对雨洪资源利
用、城乡供水、工农业节水、水污染治
理、跨区域跨流域调水等全省重点水
利工程的建设力度，共投资建设水务
项目 100 多个，形成水务资产 280 多
亿元，其中 2017 年投资水务项目 24
个，
总投资 17.36 亿元。

曹店入沉砂池泵站
调水线路涉及东营市、潍坊市的 5 个
区、
县，
输水管道长度 63.83 公里，
建闸
阀井、联通井、排气井、分水口等建筑
物 113 座，工程规模为大（1）型，设计
年供水量为 3.15 亿立方米。
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发集团心系
民生，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创下了山
东水利建设史上几项之最：通水管道
管径最大，
地下埋设最长，
顶管穿越长
度最长，
钢管焊接焊缝检测最为严格，
工程建设速度最快，
工程涉及面最广，
承接此项目不仅提高了水发集团大型
项目施工能力，也大大提升了企业新
形象。
当前，工程已全线贯通，3 月 28
日上午 11 时 18 分，
山东省黄水东调应
急工程正式开泵调试通水，标志着黄
水东调工程经过黄水东调公司及各参
建单位 400 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取得
阶段性胜利，为胶东地区供水安全和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大数据支撑大发展

为积极响应国家、山东省“十三
五”规划纲要精神，抓住“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工程”历史机遇，深入推进
“智慧社会、数字中国”建设，2017 年
12 月，水发集团与紫光集团共同出资
成立山东水发紫光大数据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水发紫光），负责实施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项目。
水发紫光总部设立在山东省菏
泽市，水发集团依托紫光集团领先的
技术优势，采用高性能服务器作为支
撑，储备海量存储系统，致力于将水
发紫光打造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
大数据创新旗舰企业。
大数据中心计划投资 99 亿元，
按照最高 T4 的设计等级标准建设，
计 划 总 装 机 容 量 13 万 台 服 务 器 、
100PB（约 1 亿 GB）的 数 据 存 储 容
量，为“智慧菏泽”和菏泽市主导产

业发展提供大数据存储和云计算支
撑。
鲁西南大数据中心也将形成区
域核心大数据产业应用与服务中心，
对于构建菏泽市级统一公共信息大
数据和云计算平台，实现全市信息化
统一规划、建设和运营，依法推进政
府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数据资源
汇聚并集中开放，打造区域经济发展
新引擎，
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紫光的产业优势，水发紫光
将在未来三年带动整个菏泽市的大
数据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吸引超过
30 家以上的国内外知名大数据企业
入驻菏泽，形成完整的大数据创新及
其孵化产业基地，以此帮助菏泽通过
新旧动能转换，赶超技术前沿来完成
城市的产业发展和人才结构调整，最
终实现弯道超车。

水发集团重点项目展示

服务大局

重点项目是
企业发展的
基石，是企业内生
动力的外在表现，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凝聚。水发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水发集团）自成
立以来，借助国有
企业改革的有利契
机，
抢抓机遇，
科学
布局，
敢为人先，
加
压奋进，以重点项
目为抓手、以多元
发展为突破，以市
场需求为主导，以
人才建设为依托，
以改善民生为己
任，实现了快速稳
健发展，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复合型产
业链，核心竞争力
大幅跃升，一举跨
入省属一级国有独
资企业行列，打造
出了响当当的“水
发品牌”
。

（水发集团综合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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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光伏铺开富民路

水发集团根据业务板块专业化发
展路径的需要，站在长远发展的战略
高度组建了水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水发能源），
致力于国内外能源的
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公司注重多
元化发展，
构建以电力工程设计、
电力
工程总包、
电力运营、
电力销售四位一
体的能源供销网络，实现了光电、燃
气、
生物质和风电发电协同发展，
形成
水发能源集团
“4+4”
的产业化模式。
水发能源沂南49MW光伏并网电
站与中草药种植一体化项目坐落于沂
蒙革命老区沂南县岸堤镇兴旺村，总
建设规模 49MW，
总投资 40000 万元，
占地 93.3102 公顷，
为沂南县精准扶贫
项目。该项目基于绿色、阳光、健康、
生态农业的理念，
采用多种经济、
优化
空间利用的模式，
开创高效农业种植，
将光伏发电与生态农业有机结合起
来，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

绿色发展

提高光伏电站的综合收益。集效益、
低碳、
节能、
环保于一体，
开创了
“光伏
扶贫+中草药种植+高效种植”的新产
业模式。
在当地政府的统筹扶持下，已帮
助上百名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同时，
带动周边村民种植中草药，壮大了农
村经济，
实现了多方受益，
昔日革命老
区的荒山荒坡，如今变成“太阳山”。
“沂南49MW光伏扶贫项目”
顺应了能
源低碳化转型的行业大势，为沂南县
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脱贫之路”
。

节能降耗排头兵

生物质发电是利用生物质所具
有的生物质能进行的发电，是可再生
能源发电的一种，包括农林废弃物直
接燃烧发电、农林废弃物气化发电、
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沼
气发电。生物质发电不仅有利于节
能减排，还有助于当地农村的精准扶
贫，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同时带来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水发集团于 2016 年成立了水发
众兴集团，建立起生物质热电产业板
块，致力于生物质发电项目并购及新
建项目的投资，具有成熟的并购、新
建及运营管理经验。目前业务领域
覆盖包括山东、吉林、河北、河南、甘
肃、内蒙古、黑龙江等近十个省，二十
多个县、市，
并不断发展和成熟。
水发众兴集团在具体运营过程

医养结合

沂南光伏电站厂区

中，始终坚持开拓进取、精益求精，致
力于生物质热电行业发展，经过短短
几年的努力，快速成长为国内环保热
电行业的翘楚，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
发展和能源结构调整，惠及了多方民
众。目前运营电厂共计解决就业岗
位 1000 余个，完成生物质燃料的采
购 20 余万吨，为广大农户创收 2 亿余
元，供热面积达 560 万平方米，降低
原煤消耗近 4 万吨。
生物质热电产业一方面降低了
污染物排放，
改善了环境，
是国家节能
降耗的
“排头兵”
；
另一方面，
也增加当
地农民的收入，为农村经济带来新的
活力，
惠及民众、
利国利民。随着政策
扶持力度的持续加大和生物质热电技
术的日趋成熟，生物质热电产业必将
更多地惠及民众、
增加福祉。

专注百姓健康生活

乐陵市人民医院
2017 年以来，国家和山东省针对
健康医养行业不断出台利好政策，为
水发集团医疗板块的发展提供了政
策支持——“十三五”健康产业科技
创新专项规划中提出“打造健康产业
集聚发展的新载体，引领健康产业集
聚发展”，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工作方案》及《山东省创建全国
医养结合示范省工作方案》中提出
“到 2020 年底，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水发集团旗下鲁医控股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水发集团医疗养老板块

业务，注册资本共计 3 亿元。公司秉
承
“医养有道、
全心惠民”
的发展理念，
以更加多元化的模式，深耕大健康产
业领域。通过与地方政府及国内外知
名医疗养老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整合区域医疗资源，统筹投资、建设、
发展地方医疗、
养老、
康复及相关第三
产业项目，解决老百姓的健康养老问
题，着力打造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医养
行业标杆。目前，鲁医公司下属已有
四家子公司，其中三家项目公司负责
运营管理旗下公立医院及养老康复中
心（总床位已达 6000 余张）；
另有药品
流通公司山东万通药业有限公司，为
各医院提供供应链服务。
近期正在建设的德州陵城颐养
中心项目和青岛小珠山健康特色小
镇项目等，借鉴国内外成熟养老模
式，坚持“健康养老、人文养老、智慧
养老”的建设理念，着力把项目建设
成能够辐射周边大中城市，带动医养
健康相关产业链共同发展的区域性
医养产业精品标杆，逐步更新百姓养
老理念，
引领百姓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