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三月七日 星期三A12甘肅專題責任編輯：陳 芳

開 發 開 放開 發 開 放 轉 型 跨 越轉 型 跨 越

「「五化五化」」 推進推進 「「四輪四輪」」 驅動驅動 轉型跨越轉型跨越

電投電投
近年來，甘肅省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加快產業轉型，投資項目近年來，甘肅省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加快產業轉型，投資項目

涉涉電力、鐵路、煤炭、金融、房地產等多領域，完成了甘肅國際電力、鐵路、煤炭、金融、房地產等多領域，完成了甘肅國際
會展中心、甘肅大劇院等重點工程。主營業務迅速壯大，投產權會展中心、甘肅大劇院等重點工程。主營業務迅速壯大，投產權
益裝機容量達益裝機容量達484.45484.45萬千瓦，保持了省內行業的領先和優勢地位萬千瓦，保持了省內行業的領先和優勢地位
，更致力於多元化發展，更致力於多元化發展
，有力的發揮了國有投，有力的發揮了國有投
資控股公司引導投資方資控股公司引導投資方
向的獨特作用。向的獨特作用。

文：文：寧立瓊寧立瓊

甘肅省電力投資集團公司，是甘肅省政府授權的
投資主體和國有資產經營主體，承擔省內電源項目和
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責任。集團連續7年獲甘肅省國
資委經營業績考核 A 級企業，截至 2011 年底，資產總
額達到374億元，是組建之初的145倍。

項目建設見成果 電力生產創佳績
甘肅電投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攻堅克難

，咬定 「十二五」確定的 「111588」發展目標，立足
做精做實做強，加快項目實施，加快上市進程，推動
產業體系建設，抓管理、調結構、促營銷，超額完成
年初確定的各項指標任務，繼續保持了快速、高效的
發展態勢，實現了 「十二五」良好開局。

2011 年，甘肅電投圍繞落實 「十二五」規劃確定
的建設項目，加大項目謀劃、爭取和實施力度。全年
完成投資 71.52 億元，控股項目基建投資完成 52.06 億
元，鐵路項目資本金投資19.46億元。其幹河口第五風

電場、河口、金塔、涼州光伏項目相繼投產發電；甘
肅大劇院提前5個月竣工投運，榮獲 「建築工程飛天金
獎」；蘭新第二雙線、蘭渝、西平、天平等鐵路建設
項目努力克服政策調整帶來的不利影響穩步推進。寶
蘭客運專線、敦格鐵路、包蘭鐵路等9條擬建鐵路項目
開展前期工作。

集團積極克服資金困難、物價上漲、電煤漲價、
風電送出受限等不利條件，提前43天完成全年發電量
，較2010 年增加13.8 億千瓦時。控股發電裝機容量達
到 290.82 萬千瓦，增加 32.5 萬千瓦，清潔能源比重達
到 54.6%；省內投產權益裝機容量 484.4 萬千瓦，增加
67.4萬千瓦，增長16.16%，繼續位列全省第一。

產融結合多元發展 央地攜手繁榮文化
2011 年，甘肅電投積極探索資產資本化、資本證

券化的新路，實施財務戰略投資、資本市場直接融資
和戰略併購計劃取得顯著成效。集團重組西北化工，
無償劃轉西北油漆廠持有的西北化工 39.27%股權，水
電資產重組上市取得重要進展。出資 8.83 億元參股甘
肅銀行、省煤炭投資公司、白銀熱力公司，投資瑞源
基金，認購金川公司股權。參與發起的國投協力基金
募集資金3.8億元，投資的部分項目具備上市條件。

大力發展相關產業，是甘肅電投轉變發展方式、
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舉措。2011 年，甘肅電投控股成
立甘肅能源集團，完成了能源集團 「十二五」規劃編
製和寧正礦區總體規劃修編。取得寧中煤田探礦權，
九龍川礦井項目勘探、土地徵用、 「四通一平」等前
期工作全面展開。收購烏魯木齊米東區沙溝煤礦復工
投產。

與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結成戰略合作夥伴，央地攜
手，跨地域、跨行業合作，使甘肅大劇院成為 「中演
院線」全國演藝網絡中的主力劇院，實現了專業化管

理和運營。甘肅大劇院的運營模式，精彩紛呈的演出
劇目，有效繁榮了甘肅文化演出市場，為推動甘肅文
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設準備了一定條件，得到李
長春、王岐山等中央領導的肯定，贏得社會各界的廣
泛讚譽。

提升能力樹品牌 奮力跨越多貢獻
甘肅電投堅持鞏固和完善以兩級責任主體為基礎

的集團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使集團公司 「四個中
心」職能作用有效發揮， 「投資、經營、監管、服務
」定位更加明確。堅持 「四位一體」的運營機制和
「三個一」的目標責任管控模式，以績效考核為導向

的激勵約束機制不斷完善。嚴格概算執行、設計優化
、項目後評價，使項目管理的標準化、精細化水平有
效提高。

堅持融入中心、服務大局，創建 「五好」領導班
子，使各級領導幹部的履職能力不斷提高。加強
「三重一大」監督檢查，維護集體決策制度。以隆重

慶祝建黨90周年活動為契機，舉辦首屆企業文化節，
增強企業特色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明確 「為出資
人負責，為社會負責，為員工負責」的企業宗旨，積
極培養員工的核心價值觀，增進員工的歸屬感，樹立
甘肅電投品牌形象。

甘肅電投黨委書記、總經理李寧平表示，當前，
全省經濟社會正處在黃金發展期、機遇疊加期、奮力
跨越期，作為省屬國有骨幹企業，更要凝神聚力奮力
跨越。甘肅電投將進一步解放思想，搶抓機遇，緊緊
圍繞 「十二五」規劃確定的戰略目標，堅持 「五化」
（集團化管控、規模化擴張、多元化產業、特色化文
化、現代化管理）推進、 「四輪」（電力項目和非電
項目結合，實業投資和資本運營結合）驅動、四大產
業又好又快發展的總體思路，力破解發展資金難題
，繼續發揮好政府投資主體的導向作用，努力提高企
業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為推動全省經濟轉型跨越
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做出新
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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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區工業布局最佳區域西北地區工業布局最佳區域白銀白銀
白銀市是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是正在崛起的西部科技新白銀市是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是正在崛起的西部科技新

城，是甘肅發展潛力較大，具備良好發展條件的城市，是西北城，是甘肅發展潛力較大，具備良好發展條件的城市，是西北
地區工業布局最佳的區域。在甘肅轉型跨越發展戰略中，白銀地區工業布局最佳的區域。在甘肅轉型跨越發展戰略中，白銀
被賦予擔當跨越發展的特殊責任、創新驅動的示範責任和全面被賦予擔當跨越發展的特殊責任、創新驅動的示範責任和全面
小康的歷史責任。當前，白銀市正規劃力打造小康的歷史責任。當前，白銀市正規劃力打造 「「白銀工業集白銀工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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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工業城 西部科技城
地處黃河上游、甘肅中部的白銀市因礦得名，因

企設市。曾創造銅產量、產值、利稅連續18年全國第
一的業績，現已形成有色金屬生產能力68萬噸，原煤
生產能力 1300 萬噸，發電裝機總容量 400 多萬千瓦。
以 TDI 為龍頭的化工產業鏈基本形成，建材工業、裝
備製造業、農產品加工業初具規模。先後被確定為全
國首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
和全省循環經濟發展重點城市。

白銀已先後與210多家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建立了
科技合作關係，實施科技合作項目260多項，承擔國家
「863」、 「973」等高科技計劃項目 12 項，取得省級

以上科技創新成果80多項，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達到45%。與中科院聯合創建白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並進入全國98個國家級高新區之列，被列入全國循
環化改造示範試點園區。被確定為甘肅省產學研合作
示範市，獲授 「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城市」、 「2011 年
中國最具成長力創新型城市」稱號。

黃河流經白銀258公里，佔流經甘肅段的52%，有
景電、靖會、興電等15處大中型電力提灌工程，全市
有效灌溉面積達140萬畝。瓜菜、草畜兩大特色產業產
值佔全市農業總產值的55%，是高原夏菜、反季節蔬菜
、肉羊重要生產區。沿黃地帶旅遊資源豐富，中華自
然奇觀─黃河石林，被納入 「國家地質公園」，評
為4A級景區。

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勝利
會師。會寧會師舊址被納入全國30條 「紅色旅遊精品
線」、100 個 「紅色旅遊經典景區」，會寧是全國 20

個 「紅色旅遊城市」之一，並被列為全國首批100個愛
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全國首批50個廉政教育基地、
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和國防教育基地。

西北地區工業布局最佳區域
白銀能源供應充裕，水資源配置條件較好，城市

腹地廣闊，資源組合條件優良，是西北地區工業布局
的最佳區域之一。

區位優勢明顯：位於蘭州、西寧、銀川等省會城
市之間，包蘭、甘武兩條幹線鐵路和包蘭鐵路紅會支
線通過白銀，京藏、青蘭高速公路穿越其四個縣區，
定武高速公路景泰段即將建成，白銀中心城區距蘭州
69公里，距中川機場50公里，是蘭白核心經濟區重點
城市之一。

工業基礎較好：經幾十年的開發建設，有色、煤
炭、電力、化工已成為白銀的主導產業，並形成明顯
的競爭優勢。

能源結構良好：已形成火電、水電、風電、光伏
等發電裝機容量400多萬千瓦，還有600多萬千瓦的開
發潛力。

礦產資源豐富：全市已探明煤炭儲量16億噸，陶
土40億噸，凹凸棒50億噸，石灰石10億噸，有色金屬
深部找礦前景廣闊。

水資源相對充裕：白銀境內年取水許可總量為
12.25 億立方米，市域內年可用水量 10.25 億立方米，
目前尚有2.5億立方米的用水指標。

土地資源豐富：可開發用地123萬公頃，正在規劃
建設的300平方公里白銀工業集中區，多為微丘地帶，
開發成本低，區位優越，是承接產業轉移的良好區域。

科技人才集中：有一大批專業技術和經營管理人
才，還有大量的產業工人，與中科院建立科技合作關
係，擁有一批高端人才。

政策機遇疊加：除甘肅全省共有的政策機遇外，
白銀還享受如資源枯竭轉型城市、老工業基地改造、
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白銀國家高新技術產
業開發區、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全省循環經濟示範
區等諸多特殊的扶持政策。

跨越發展創新驅動全面小康擔重任
甘肅新任省委書記王三運近期在白銀調研時，用

「又老又少」、 「又小又大」、 「又缺又多」、 「又
低又高」的四組對比描述了他對白銀市情的認識；用
白銀工作有 「很好的基礎、很好的思路、很好的發展
氛圍」和 「很大的發展、很大的潛力、很大的希望」
「三個很好」、 「三個很大」給予了充分肯定。並對

白銀發展中的不足、工作中的差距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對存在的優勢、潛力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對發展的
方向和未來目標提出明確指導和要求： 「希望白銀擔
當跨越發展的特殊責任、創新驅動的示範責任和全面
小康的歷史責任。」

要求以大白銀的發展思路、大開放的姿態、大發
展的舉措力求大變化的成效；抓好園區創新、企業創
新和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創新，圍繞實化、孵化、轉
化做好 「三創」、 「三化」工作。他認為白銀具有良
好創新基礎和創新資源，具有創新驅動的示範條件，
要在財力、人才、政策上積聚、傾斜，賦予園區、基
地實質性內容，在創新驅動上發揮實效。同時，積極
發展富民產業、統籌城鄉、強基固本尋求更大發展。

白銀市規劃加快建設蘭白核心經濟區，強力推動白
銀工業集中區建設，加大項目建設力度，力構建現代
產業體系。

緊緊圍繞蘭白核心經濟區建設這一目標
認真落實《蘭州─白銀經濟區發展規劃》，創新區

域合作和利益共享機制，推進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互
動，拓展增長空間，在融合聯動中推動轉型跨越，努力
提升中心帶動功能。

力打造 「一區六園」 白銀工業集中區
以白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龍頭，按照軸線

延伸、板塊聚集、增容擴區的總體思路，構建包括銀東
、銀西、劉川、平川、正路、會寧工業園，總規劃面積
300多平方公里的 「一區六園」白銀工業集中區空間格局
。在這個框架內形成和蘭州高新區各具特色、優勢互補
的良性互動局面。突出建設西部有色金屬精深加工及研
發基地、複合型能源基地和化工循環產業鏈，並以
發展循環經濟為導向，以科技創新為動力，努力延伸產
業鏈。

完善 「四項規劃」 構建 「四條優勢經濟帶」
重點完善生產力布局、白銀工業集中區、城鎮體系

、文化旅遊產業發展 「四項規劃」。按照甘肅省委提出
的大都市經濟圈建設和與蘭州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的要
求，突出構建以幹線公路和黃河為主軸，力打造劉白
高速、沿黃、省道 201 景泰至蘭州
新區和景泰─白銀─靖遠─會寧
「四條優勢經濟帶」。

切實抓好 「六類項目」
力落實以交通、水利和城

市基礎設施為重點的基礎建設項
目；以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改造為重點的循環經濟項目；以
工業經濟為重點的產業轉移項目
；以現代服務業和文化旅遊業為
重點的第三產業項目；以統籌城
鄉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為重點
的農業產業化項目和以完善公
共服務、提高保障水平
為 重 點 的 民 生 項 目 等
「六類項目」。

蘭白核心經濟區融合聯動提升帶動功能

▲大批公共基礎項目落地白銀▲大批公共基礎項目落地白銀

▼黃河峽谷石林奇觀▼黃河峽谷石林奇觀（國家（國家AAAAAAAA景區）景區）

▲會寧縣紅軍三軍會師塔▲會寧縣紅軍三軍會師塔

▼平定高速公路▼平定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