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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机 遇

王振钦一手缔造了水发集团的
第一个黄金10年。

官方资料显示，水发集团的前
身是山东水务发展有限公司。2009年
11月，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大背景下，省政府为破解水利建设
资金短缺难题，正式组建了投融资
平台性质的山东水务发展有限公
司。

尽管是根正苗红的国资平台公
司，但落地那一刻山东水务发展有
限公司就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按照王振钦的回忆：成立之初的山
东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几乎没有
什么业务，只搞了几项资产评估、项
目咨询，区区几百万元的启动资金
眼看就花完了，甚至连基本运转费
都没有着落。

王振钦入主山东水务发展有限
公司的当年，长期没有资本金注入
的这家国资公司从5家单位借来1亿
元，参股了山东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了众兴公司、控股了天源公司。

在这之后，水发集团借助三次
机遇连续迈上三大台阶，从而完成
了由投融资平台公司向实体企业的
转变：

第一次机遇是在2011年，水发集
团赶上国家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解困
工程的发展机遇。为解决全省沿黄
群众饮水难问题，水发集团一举建
设了40多座平原水库，让1000多万人
从常年引用含氟高的地下水到喝上
黄河水。借助这40多座平原水库的
建设工程，水发集团的资本规模和
实力迅速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奠定其裂变的基础。

第二次机遇是在2013年，为解决
汛期洪水资源流失问题，山东省实
施雨洪资源利用工程建设。水发集
团建设了大量河道拦蓄、山区水库、
平原水库、水库增容、河道治理工
程，企业规模又上新台阶。

第三次机遇则是在2017年，为缓
解胶东地区青、烟、威、潍四市供水
紧张状况，山东省决策实施黄水东
调应急工程。水发集团投资65亿元，
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完成黄水东调
一期、二期200多公里的工程建设，比
预计的4年工期大大缩短。

在第二、第三次机遇期间，水发

集团通过收购兼并、投资合作不断
加速市场布局，从而进化成为一个
水务产业链平台。

水务产业链平台究竟是个怎样
的平台？

水发集团管理层对此有一个公
开描述：水发集团即可以做招标、监
理、设计，还可以做投资、运行、制造
及施工，从水库到自来水管网、自来
水厂，从供水到污水处理、水利生产
制造、水功能施工、水技术服务，水
发集团如此完整、如此之长的产业
链，放到全国同类型公司中都是最
完整的。

而去年10月，山东省政府下发
了《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要推进初步匡算总
投资达1323.38亿元的全省重点水利
工程建设。其中，仅2020年的工程项
目总投资就达到583.25亿元，涵盖水
毁工程修复、巩固提升工程及新建
抗旱调蓄水源工程三大部分。

对水发集团来说，这显然又是
一次难得的重大机遇。

格 局

从单纯投融资到全省水利、农
业、环保三大发展平台，水发集团在
多个领域攻城略地，迅速扩张版图，
成为山东省资产规模最大、产业链
条最完整、综合实力最强的特大型
水务集团，业务遍及海内外，权属公
司更是超过了600家。

而由一家一穷二白的传统水务
公司，到2020年初资产规模超过1120
亿元，王振钦及其团队用10年时间，
操盘完成了水发集团几何式增长的
裂变：资产年均增长57%，营收年均
增长90%，利润年均增长211%，税收
年均增长64%。

以水发集团旗下水发众兴集团
有限公司为例，过去3年，其资产规
模就从20亿元跃升至近200亿元。

但水发集团的“野心”，似乎并
不止于此。

在庞大而复杂的战略版图上，
无论是起家的水务业务，还是后续
衍生的环保、农业、能源、文旅等项
目，水发集团看起来野心勃勃。

细究水发集团的裂变式生长，
其逻辑与自身战略判断的精准以及
战略布局的快人一步有着莫大的关
系。

比如，针对这些年水发集团的
迅猛发展的秘诀时，水发集团管理
团队就总结出了三条“必须红线”的
经验：行业必须有发展空间，必须有
国家鼓励支持引导的产业政策，必
须符合地方发展战略。

“只要在这三条线的交叉点上，
就能做就能做成。”水发集团董事长
王振钦说，三条“必须红线”成为这
些年水发集团进军新产业领域的一
个核心投资标准。

而在战略布局的快人一步方
面，王振钦曾以房地产举例说：“干
什么企业都得研究空当。就像开发
商卖房子，盖之前你就得研究市场
缺乏哪些户型。什么都不管就盖，最
后一定卖不出去。”

这种认识之下，无论是响应乡
村振兴号召进入现代农业领域，还
是对接省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
战略部署，水发集团始终都在关注
时代大潮，第一时间进行战略布局。

可以说，正是这种基于精准战
略判断的快速布局，对水发集团的
裂变式生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此外，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来为
发展赋能，这也是水发集团工作的
着力点之一。

事实上，水发集团早在2010年刚
起步时就开始推进混改工作。“混改
是水发集团的优势。”因为起步早，
现在水发集团的企业混改面和资产
混改面已经分别达到了76%和78%，
已经超出省委、省政府去年提出的
三年企业混改面和资产混改面达到
75%的目标。

不过，水发集团管理层并不满
足于面上的情况。他们认为，混改的
目的是为国有企业股权充分多元、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形成
科学有效的运营机制。如果这三个
问题解决不了，混改就不能算彻底。

在去年11月8日的一次公司大
会上，王振钦以水发集团下属的天
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天源公
司总部层面虽然完成了混改，但其
下属二级、三级公司却仍然是全资，
同样存在一个股东的问题，同样存
在任命制，同样存在法人治理结构
的问题。

“中央对国企的改革，从企业竞
争力方面讲要做大做强做优，从资
产角度讲要保值增值，从资本角度

讲，就是要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王
振钦认为，只要抓住这三个实质精
神，水发集团改革的步子就还可以
再大一点、再勇敢一点。

闯 将

从借款1亿开始到成长为资产
过千亿的大型国企，从籍籍无名到
版图遍布海内外，水发集团今天的
成绩离不开庞大的人才储备，更离
不开最关键的人。

由仕转商，是王振钦身上最为
显著的一个标签。

王振钦在加入水发集团之前，
曾先后担任曹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县委书记及菏泽市水利局局长。

2010年，王振钦迎来职业生涯最
重要的一站：出任水发集团前身山
东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个任命在使王振钦完成由政
府官员到国企高管转变的同时，也
为后来水发集团的裂变埋下了重要
的伏笔。

按照大部分人对这个群体的定
位，由仕转商的国企掌门人首先是
政府官员，其次才是企业家。这种判
断的基础条件之一，便是国企掌门
人群体普遍低调，而这与官员群体
的行为习惯颇为契合。

事实上，王振钦就是一位低调
的国企掌门人。

抛开企业官网的报道，外界几
乎找不到媒体对王振钦本人的报
道。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今年3月9日，
山东卫视《品牌山东》栏目播出了对
王振钦的专访报道。

虽然行事低调，但做起事来却
一点也不含糊。

作为山东国企中的一员闯将，
王振钦经常向水发集团的管理者们
强调要忘掉自己身上的行政级别色
彩，“水发需要的是冲锋在前的干事
者，我们只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和管
理者”。

“水发集团有独特的文化，集团
领导班子有独特的感召力。”水发集
团财务部总经理冯建忠在2010年加
盟水发之前，曾作为财务负责人，主
导了三联集团对郑百文的重组，有
着丰富的财务及资本市场经验。

而加盟水发集团后，冯建忠从
下属公司分管财富的副总经历起

步，一步步成为水发集团的财务大
管家，其丰富的工作经验也为水发
重组A股及港股三家上市公司带来
了极大的助力。

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些年，水发
集团内部一直坚持五湖四海聚人
才，不拘一格用人才，坚持“赛马不
相马”，始终以业绩论英雄的用人思
路。而这，也成为水发集团得以快速
发展的一个重要秘诀。

水发众兴董事长尚智勇2016年4
月辞去了菏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职务，加入了当时“资产20亿、收入不
过亿、利润不过千万”的这家单纯的
水务企业，从而成为王振钦麾下的
闯将和干将。

按照一般的逻辑，在“重官”色
彩浓重的山东，有多少习惯了舒服
日子的官员会愿意推倒安稳日子重
来？

而水发集团就有这个魅力。
这些年来，水发集团聚拢了越

来越多不同口音的中高层管理者，
他们有的善于治理企业，有的擅长
产品创新和成本控制。虽然来自的
地域不同，擅长的领域也不尽相同，
但这些人都成为水发集团的高质量
发展重要保障力量。

以尚智勇为例，加盟水发众兴
四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这家公司已
经成为国内新能源产业领域异军突
起的一匹“黑马”。在1年时间发展成
山东国资企业序列中规模最大、容
量最大的风电企业。2016年、2017年
两年，水发众兴并购了两家新三板
挂牌企业。去年3月，水发众兴以
14.85亿元的价格受让了派思投资持
有的派思股份29.99%的股份，继而
成为这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类似尚智勇这样的敢打硬仗的
闯将，水发集团还有很多。

重视人才的浓厚氛围下，刚刚
结束的春季招聘会上，水发集团吸
引了1000多人报名，最后成功签约10
名博士(含2名博士后)。

这批人才年纪轻、经验广、素
质高、思路活，他们中间既有毕业
于清华大学、从事相关产业研究、
具备深厚专业知识的技术专家，也
有在政府机关的精英，还有在大型
央企、知名500强企业经过多年历
练的高管。

谁敢说未来他们不能成为推动
水发集团裂变的新闯将？

由一穷二白的传统水务公
司，到资产规模超千亿的大型
企业集团，水发集团董事长王
振钦用10年时间，操盘完成了
水发集团的裂变：资产年均增
长57%，营收年均增长90%，利
润年均增长211%，税收年均增
长64%。

基于这样一组数据，更多
研究者的观点是将水发集团过
去10年的变化称之为“裂变式
生长”——— 从借款起步到资产
过千亿，水发集团的轨迹充分
体现出了山东企业生长的韧
性。

水发集团的裂变式生长，
与其经营团队具有的强大开拓
精神不无关系。确信无疑的是，
在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山
东迫切需要涌现出更多类似水
发集团这样“闯将型”的团队。

水发闯将与裂变的内生逻辑

水发集团系列报道之4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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