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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绿是自然之魂。
在书写美丽中国的湖南篇章中， 既遵

循“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若毁绿
水青山，宁弃金山银山”的思路，也坚持“新
账不能再欠、老账努力去还”的理念，潇湘
大地生态建设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

“首创”进军湖南，在水务行业开展流
域化与区域化治理已逾 6 载， 创造了被湖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誉为“建设进度最
快、工程质量最好、安全管理最优、运营效
益最高”的多项纪录，正向着打造潇湘水务
旗舰的目标阔步前行！

立足潇湘、辐射周边。 至今年 5 月，湖
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首创”）已在株洲、益阳、常德、张家界、邵
阳、娄底、岳阳、自治州、衡阳等 9 个市州及
湖北省的荆州、恩施 2 个地市，投资、建设、
运营有 16 座污水处理项目和 6 座垃圾填
埋场。污水日处理能力近百万吨，垃圾日处
理能力达 1660 吨， 公司总资产逾 25 亿
元。

污水处理的战略投资者

说起污水处理，就不得不提我省 2007
年底启动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三年行动
计划”———3 年时间里， 投资 149 亿元，在
全省建设 119 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5500 公里，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全
覆盖。

当时，全省只有 21 座城市污水集中处
理厂，88 个县城仅建有 2 座污水处理厂，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在全国一度排名 30
位之后！

“首创”一直关注湖南水务市场，致力
于与湖南共谋“两型”建设互利共赢。 2007
年 10 月，作为国内水务行业的旗舰企业，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省政府提交
了《关于设立湖南首创水务公司、投资建设
运营全省待建污水处理项目的建议》，得到
省政府时任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并多次
会见商谈合作事宜。

2007 年 12 月 21 日，是值得铭记的日
子。北京首创股份与湖南省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公司作为省政府引进的战略投
资者，加强在湖南区域的投资力度，计划未
来三年投资 50 亿元， 协助省政府用于湖
南省县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2008 年 2 月，北京首创股份注资 5 亿
元设立了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首创”），作为实施“三年行动
计划”的平台。 2012 年 8 月，再度增资到
6.5 亿元。

合作共赢的长期伙伴

遵照“三年行动计划”统一要求和北京
首创股份的总体部署， 湖南首创以 PPP、
BOT、TOT、BT 等市场化模式， 先后与多
地签署了污水处理厂、城市截污干管，以及
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而这个过程中， 湖南首创充分体现了
自身在水务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 与地方
政府实现了合作共赢。

湖南首创探索出了一套“总部支持、多
专业分工、各环节协作、授权清晰、决策快
速、风险控制有力”的工程管理流程。 2009
年是项目建设高峰年， 公司克服工期短、任
务重、施工地质环境复杂等不利因素，共计
完成了株洲河西、醴陵、攸县、茶陵、张家界
杨家溪、湘西吉首等众多项目的建设。 工程
质量优良，未发生一起质量或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 项目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和环保验收。

邵阳首创红旗渠污水处理厂是工程管
理水准的最好体现———从施工单位进场到
竣工通水，仅用了六个月时间！ 2010 年 11
月 13 日的湖南卫视《湖南新闻联播》，在头

条新闻中对该项目给予了详细报道， 并赞
誉：作为湖南省政府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首
创公司创造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新奇
迹。

湖南首创也在 2011 年 1 月被省政府
授予“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进集体”称号。

目前， 北京首创股份和湖南首创均已
获得国家环保部颁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运营资质生活污水甲级证书， 工业废水甲
级证书。 到 2013 年底，湖南首创所辖的湖
南省内 10 个污水处理厂共处理城市污水
52961.42 万吨，COD 削减量 9.67 万吨，氨
氮消减量 0.79 万吨。 今年 1 至 5 月，共处
理生活污水约 6500 万吨，COD 削减量
1.15 万吨，氨氮消减量 0.11 万吨。

自 2010 年到 2013 年底，湖南首创所

辖的 4 个垃圾填埋场（台儿冲、醴陵、华容、
岳阳） 共处理生活垃圾 79.8 万吨； 今年 1
至 5 月共处理生活垃圾约 14.02 万吨。

节能降耗的践行者

在运营管理中，湖南首创始终坚持“安
全、平稳、达标、效益”的理念，追求技术创
新与进步。

节能降耗水平， 是运营管理能力的最
好体现。 践行“点点滴滴降成本，分分秒秒
增效益”理念，“行动学习”堪称湖南首创一
张响亮的名片。

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最早兴
起于欧美而后进入中国， 是指通过解决实
际存在的难题实现学习和发展。 它不仅关
注问题的解决， 也关注小组成员的学习发
展， 以及整个组织知识经验的沉淀和流程
的梳理。

湖南首创在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后，
发现生产能耗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
在不影响生产安全的情况下，推行“行动学
习”这个平台，于 2011 年申报了“如何有
效降低污水处理设施生产过程中的能耗成
本”专项课题。研究内容包括储泥池高效运
行模式、氧化沟工艺最优运行工况、紫外消
毒系统最佳工作方式等。

对此，益阳首创团洲污水处理厂、张家
界市杨家溪污水处理厂等 7 个污水处理
厂，共 140 余人参与了“行动学习”的推广

和使用。 累计召开各种研讨会议 17 次，形
成各种文档记录 26 个、18 万余字。

动作在岸上，变化在水里。
从效果看，将“行动学习”成果运用到

实际生产中去，每年节约（包括电费、药耗、
人工成本、维修费等 4 部分）总运行成本费
用约 188.5 万元。按 2011 年这 7 个污水处
理厂预算总成本费用 2255.5 万元计算，总
降低成本费用约占实际总预算成本费用的
8.4%。

2013 年底，湖南首创制定了《行动学
习常态化管理制度》，并以制度化文件的形
式下发给各所属公司，标志着“行动学习”
常态化工作的正式开始。 各所属公司都承
担了课题任务，如益阳首创“专攻”《如何合
理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完好率》课题，娄底

首创“专攻”《小城镇污水处理装置及工艺
研究》课题。

技术创新的引领者

湖南首创十分重视技术体系的培育，
以及规范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 在湖南首
创总经理黎青松看来，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承担着企业的长、中、近期研究开发，既为
长期发展建立技术储备， 又利于改进当前
技术并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湖南首创形成了由技术委员会、
技术部、 专家委员会、 各单位专业研究机
构、 与外部科研院所共建的研发部门等组
成的技术创新体系架构。主要在新工艺、新
产品、工程设计及施工、实际运营过程中技
术性问题等方面提供核心技术。

如： 针对目前污水厂新的污泥脱水要
求，湖南首创联合湖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共同
提出重大专项项目， 围绕污泥高效脱水、厌
氧消化、热解处置、安全堆肥等关键技术与
设备，开展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 目前课题
申报材料已提交至湖南省科技厅。

湖南首创与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联合
提出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综合填埋操
作技术研究与示范” 重大课题， 计划用
2500 万元在湖南首创现运营的 6 个垃圾
场开展研究及实施改造， 分别对雨污分流
与渗沥液产生量控制技术、 垃圾摊铺压实
与优先堆高技术、综合防臭除臭技术、高效

填埋气体收集与处理技术、 渗沥液（浓缩
液）回灌技术进行研究与应用。

再比如， 针对中小城镇的污水处理项
目建设，重点就是要在投资成本和效益之间
取得平衡值。 对此，湖南首创在娄底开展了
小城镇污水快速处理工艺中试，提出一体化
设备安装的建设方式。而这一项目研发最大
的特点是，除地面和设备基础外，无土建工
程，较好地控制了规模和成本。

湖南首创还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科研
单位开展合作，就规模在日处理能力 2000
立方米以下的项目、2000—10000 立方米
之间的项目形成了成熟技术， 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适合乡镇污水项目投资。

勇担社会责任的示范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不同所有制
企业提出了要求。其中一个共同的要求，就
是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发扬国有企业优良传统，注重社会效
益，勇于承担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是湖
南首创一贯坚持的企业文化。 湖南首创公
司成立伊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投身
公益事业，受到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新闻
媒体的一致好评。

在湖南水务行业， 湖南首创率先将全
部企业建设成环保教育基地和园林绿化式
单位， 全部所属企业每月 2 天对社会公众
免费开放参观， 每年的世界环境日配合当
地环保部门举行各种环保活动， 至今已坚
持七年多。

公司所属张家界污水处理厂、 华容垃
圾处理场新获得了当地政府授牌“环境保
护教育基地”。 2012 年 11 月，湘西首创公
司成为湖南省政府唯一推荐申报“全国中
小学生环保教育基地”的环保公司，形成了
良好的社会示范效果。不仅如此，娄底首创
被授予“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绩效达标竞
赛优秀达标单位”，株洲首创公司、醴陵首
创公司、 益阳首创公司等还被当地政府授
予“市环境保护教育基地”称号。

湖南首创也热心公益活动。“5·12”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 首创股份组织员工赴重
灾区平武县救援， 爱心帮扶四川平武县水
观小学 10 名儿童。 与此同时，为欢迎四川
灾区学子入湘求学，湖南首创举办了以“三
湘四水有我家”为主题的座谈会。

环境保护、 生态建设， 是一个系统工
程、长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唯
有汇聚点滴力量， 方可为绿色湖南铸就一
道坚固的生态屏障。

六年励精图治，六年风雨兼程。 湖南首
创将继续加大城乡供水提质改造、固体废弃
物和污泥处置等领域的投资，为呵护碧水蓝
天、建设美丽湖南，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首创股份非常看好
湖南的发展前景、投资环
境，希望在湖南当前推进
的‘两供两治’建设，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6 月 3
日，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黎青松在
接受本报专访时中说，立
足城镇供排水的主营业
务，将继续加大在湖南城
乡供水提质改造、固体废
弃物和污泥处置等领域
的投资力度，预计不少于
40 亿元。

“两供两治”，指城市
供水和供气、城市污水和
垃圾治理。 省政府提出，
从今年开始，用 3 年时间
投 资 827 亿 元 ， 建 设
1092 个 项 目 ， 力 争 到
2016 年底， 实现县县喝
上干净水、县县通上天然
气，污水、垃圾全收集、全
处理。

《湖南省县以上城镇
“两供两治” 设施建设实
施方案（2014-2016 年）》
已经出台，提出创新投融
资体制改革、进一步开放
“两供两治” 设施运营维
护和作业市场等内容。

“这些大力推进改革
的举措 ， 让我们备受鼓
舞。 ”在黎青松看来，从操
作层面出发，务实推进“两
供两治”建设，还需突破一些焦点和难点问题。

其一，不同于数年前“三年行动计划”以地
市级政府作为主体，现在的重心“落”在县、乡、
镇一级政府，项目数量多、资金需求量大、单个
项目规模小而且比较分散，推进市场化运作的
难度较大。 其二，新形势下，以政府信用作担
保、依靠银行“统借统还”的融资模式恐难以持
续。 其三，小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特点，
导致今后建设难免“各自为战”，工艺选择不定
型，加上小城镇缺乏相应的技术力量和专业队
伍，可能导致运营成本偏高、出水难以达标、可
持续运营能力差等问题。

“‘两供两治’ 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利民工
程，湖南首创有义务、有责任，也有能力参与其
中。 ”黎青松娓娓道来：

———“首创”在水务投融资、运营管理、工
程建设和参与企业改制方面具有核心竞争优
势。 “首创” 也是全国最早进军水务投资的企
业，自 2001 年进军安徽马鞍山以来运转良好。

———湖南首创在湘 6 年发展，通过积极参
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三年行动计划”，各类设
施分布有“点”有“线”，积累了流域化和区域化
治污的成功经验。 这不仅是体现在集群化项目
的工程建设管理上，还拥有一批懂专业、会管
理的专业项目团队。

———湖南首创在小城镇污水处理方面已
做了多年的技术探讨和储备，从 0.5 吨到 2000
吨处理能力均有一体化设备技术，有充分的把
握在特许经营协议确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

———资金方面， 湖南首创有能力保证项目
的投资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湖南首创也是首创
股份的全资子公司，首创股份可利用上市公司平
台融资超百亿，资金实力雄厚，银企关系良好。

“目前，我们已经与湘西凤凰县开展了实
质性合作。 ”黎青松透露，双方计划用 2 年时
间，在小城镇供水管网、垃圾治理和农村连片
整治方面通力合作，建设示范工程。

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北京首创股
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公用
基础设施产业市场化进程，主营业务为基础设
施的投资及运营管理，发展方向定位于中国环
境产业领域。公司发展战略是：以水务为主体，
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环境服务商。

公司凭借清晰的战略规划和灵活的经营
理念，短短十多年时间，潜心培育出资本运作、
投资、运营、人力等各方面竞争优势，具备了工
程设计、总承包、咨询服务等完整的产业价值

链，成为中国水务行业中知名的领军企业。
目前，公司在北京、山东、湖南、山西、安徽

等 16 个省 40 个城市拥有参控股水务项目，水
处理能力约 1500 万吨 / 日， 服务人口总数超
3000 万。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 亿股，总资产 243.27 亿元，净资产 98.40 亿
元。

首创股份将根植于中国环境产业领域，努
力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内领先的城
市环境综合服务商。

流域化开发、 区域化治理不但是水务投资
的新模式，更是实现减排环保目标的重要途径。

“顺应河流的自然属性、对水务行业实施
流域化和区域化的集团管理模式，是国际上水
务改革先行国家的成功经验。 ”湖南首创总经
理黎青松告诉笔者。

2008 年，湖南首创在湘江流域与湖南省 5
个地级市、十几个县签订了污水处理经营协议
或意向，占据了整个流域污水处理量的相当比
重。 此举得到湖南省政府及各地的积极支持，
使得这一模式得以推广。

流域布局的大幕徐徐拉开。 一方面，湖南
首创在湘、资、沅、澧四大流域形成了由政府主
导，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各市
州政府统一规划布局、各利益相关企业的协调
发展， 从而实现水资源与水环境的综合治理。
另一方面，湖南首创不断增加在湘项目，扩大

设备总数，为实现流域化、区域化的便利管理，
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业界看来，此举开创了地方政府与企业
合作、治理规划与投资建设有效结合的水域治
理新模式。

2010 年 6 月，上海举行国际水协 2009 年
度项目创新奖项 PIA 东亚区评选。由湖南首创
公司报送的《通过中小型污水处理厂项目群的
建设与运营，对污水企业实施“流域化 +� 区域
化”的管理模式》获得了国际水协项目创新奖。
在中国内地仅两家单位获此殊荣。

新形势下，湖南“两供两治”建设的战鼓已
经擂响， 小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摆到了重要位
置。 湖南首创在这些方面已做了多年的技术探
讨和储备， 将继续加大在湖南城乡供水提质改
造、固体废弃物和污泥处置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是由湖南省政府引进的战略投资

者———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2 月全资设立，在湖南从

事城镇供排水、 垃圾无害化处理

等城镇公用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

与运营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治污：从流域化到小城镇

———来自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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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公司前台。

陈淦璋

（本版图片由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陈淦璋

（陈淦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