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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贫贫攻攻坚坚 能能源源担担当当

中中国国能能源源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峰峰会会
暨暨能能源源产产业业扶扶贫贫成成果果研研讨讨会会

完善精准扶贫服务，提升“造血”发展能力———

能源企业力拓特色扶贫路
■本报记者 渠沛然

2020 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 能源行
业涉及国计民生，相比以往“输血”
式扶贫，能源企业在提升贫困地区
自身“造血”能力方面有独特优势。

截至目前 ，精准扶贫 、脱贫攻
坚战取得巨大成就。 特别是在“三
区三州”“大湘西”脱贫工作难度巨
大的能源贫困地区 ， 通过农网改
造、光伏发电、农村小水电、生物质
能发电、风电以及重大能源项目建
设等，能源产业扶贫成效显著。

在日前举办的“2020 中国能源
高质量发展峰会暨能源产业扶贫
成果研讨会”上，多家企业分享了
扶贫成果案例，他们依托自身产业
链配套优势，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以项目带动产业的牵引扶植作用，
不断探索新的特色扶贫模式。

向产业扶贫转变

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
司（下称“明阳集团”）执行总裁刘
连玉看来，能源企业应由项目扶贫
向产业扶贫转变。 企业应将技术、
资源、资本的核心优势与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和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优
势融合，整合上下游产业 ，实现相
互助力、协同发展。 通过产业、行业
进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明阳集团在欠发达地区、生
态脆弱地区推行生态友好型的精
准扶贫，先后在甘肃、吉林、青海、
内蒙、新疆、贵州等地区建立基地
和新能源项目，通过产业链聚集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 ” 刘连玉介绍，
“此外 ，自 2018 年起 ，我们在革命
老区河南省信阳市，投资了中原地
区最大的风电产业园，最小机型为
3 兆瓦，最大机型为 5 兆瓦，规划投
资 25 亿元，目前已全部投产，年产
值可达 60 亿元， 也属于产业拉动
的扶贫项目。 ”

刘连玉表示，企业在定点扶贫
和资金扶贫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
展， 更应由项目扶贫转向产业扶
贫 ，才能将 ‘输血 ’式扶贫改造成
‘造血’式扶贫，为区域经济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未来，我们将通过投资拉动、

多产业协同和技术创新开启普惠能
源时代，打造包括风电、太阳能、休
闲区、示范区、文化区、旅游区的绿
色能源综合示范区， 带动各项产业
发展。通过产业开发，将农业观光旅
游也带动起来，真正实现以点带面，
达到当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实
现综合扶贫效益。 ”刘连玉说。

结合地方特色探索新模式

能源企业在践行产业扶贫过
程中各显身手，其中 ，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发展公司 （下称 “国家
电投”） 计划向能源综合服务提供
商转变，探索“绿电+扶贫+生态”清
洁能源产业扶贫新模式。

“推行绿色电力扶贫要与地方
特色紧密结合， 通过产业转移带动
农村经济发展。 河南商城稻田水田
较多，就搞绿色养殖；江西可因地制
宜进行生猪养殖； 陕西延川远离沿
海搞服装加工厂，竞争小有优势。 ”
国家电投发展部副总理史宝义说。

此外 ， 国家电投也在不断推
进和打造 “光伏+生态 ”模式的扶
贫项目，助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
“例如我们在青海海南州的光伏
项目， 建设前项目所在地是戈壁
荒滩，通过建光伏电站 ，可减少地
下水气蒸发 ， 一段时间后地面的
草就长起来了 ， 对环境有很大改
善 。 ” 史宝义说 ，“海南州共和县
水光互补光伏项目则弥补了光伏
电站晚上无法发电 、 波动性较大
的短板 ， 形成稳定的电源和电量
输出。 ” 史宝义说。

“通过践行 ‘三个结合 ’，即扶
贫工作与地方社会经济特点结合、
集团产业优势和地方发展结合、集
团技术产业和乡村振兴目标结合，
打造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贫困地区
经济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史
宝义补充说，

“希望‘绿电+扶贫+生态’的方
式，能够真正改善民生、改善环境，
让项目推动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方
式根本改变。 我们也将电力央企的

优势，通过各种资源 ，用发展助扶
贫，以扶贫促发展。 ”

国网四川电力公司 （下称 “四
川电力”）则在 “三区三州 ”深度贫
困地区之一的大凉山，结合各帮扶
村的实际情况 ， 科学规划产业项
目，科学制定产品标准 ，建立一套
智慧可视化的农业系统，创建智慧
农业，打造智慧农业品牌 ，指导成
立 24 个专业合作社， 将捐赠扶贫
引向消费扶贫，提高合作社的造血
发展能力。 构建“公司+合作社+农
户和电商”的后续帮扶模式 ，通过
土地流转、产业基地务工 、合作社
分红、 农特产品销售四重保障，实
现村民的稳定增收。

扶贫不忘扶“智”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 扶
贫企业不仅是资金的支持者、发展
模式的探索者，更应是扶智的践行
者，授人以渔，提升“造血 ”功能促
发展。

四川电力按照定向招生、定向
培养和定向就业的方式，向四川藏
区招收“三定生”，免费培养藏区高
素质电力人才。 截至 2019 年底，四
川电力已累计培养 8 届 530 名毕
业生，因上手快、懂双语，他们已逐
渐成长为藏区电网建设一线的生
产业务骨干。 此外，塘泥湾村书记
手把手指导学生家庭，制定教育规
划，持续做好一对一帮扶。 在他的
影响下，塘泥湾村的孩子们坚信知
识改变命运。 去年以来，多名学生
考入理想大学。

金风科技则开展 “风润中华”
乡村教师暑期封闭训练营，调动全
国最好的师资力量进行面对面教
学。 截至目前，已有 800 多位来自
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师参与活动，超
41000 多名学生受益， 成为金风科
技扶贫扶教的核心项目。

与会专家均表示，通过扶智激
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是根本和关键。 只有外部“输血”式
扶贫与内部“造血”式脱贫相结合，
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成果，
才能彻底拔除穷根、消除贫困。

在消除贫困工作中，电力扶贫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 国家发布多项重要文件部署打赢脱贫
攻坚战，电力电网是农村重要基础设施，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保障和工作抓手。

电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电力企业在实现脱贫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一角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提供供应可靠、经济可承受的能源电力
供应和服务； 二是借助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造福贫困地区、贫困家庭；三是持续做好农村能
源电力发展大文章，推动实现国家能源高质量发
展和转型。

四措并举保障扶贫成效

国网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扶贫：一是行业扶
贫，二是定点扶贫，三是系统扶贫。 基本工作思路
是着力提高贫困地区电网支撑能力，着力强化扶
贫项目电力保障和优质服务，着力支持定点扶贫
县和扶贫点脱贫摘帽。 截至目前，电网支撑脱贫
攻坚任务已全面完成，定点扶贫的“四县一区”已
全部脱贫摘帽，就业扶贫等一系列工作取得了较
好成效。

在行业扶贫方面， 我们主要用了四大举措：
补短板、强支撑、促发展、建机制。

补短板主要是加强电网建设投入，提升电力
普遍服务能力。 我们已经圆满完成了农村电网改
造和升级任务。 强支撑主要是保障国家重点扶贫
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提供供电保障。 比如，国网全
力以赴支持光伏扶贫项目并网的推动和实施。 同
时，加大异地扶贫搬迁配套电网建设，于 2018 年
9 月建成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监测系统， 为实施精
准补贴和运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促发
展是特大电网工程及电力外送通道建设，把贫困
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目前已累计外
送四川贫困地区水电 40 亿千瓦时， 共提取扶贫
基金 1.68 亿元，用于 40 个贫困县和甘孜、阿坝等
藏区脱贫攻坚。 建机制主要是在国网公司内部系

统，通过资金帮扶、人才帮扶、物资帮扶等方式更
好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在定点扶贫方面，积极践行央企责任。 2016
年—2020 年，共投入帮扶资金 9 亿元。 主要有三
方面工作：

一是创新光伏扶贫新模式。在“四县一区”建设
光伏扶贫电站 200 多座，所有项目都由国网公司建
好后全部捐赠给当地，由当地运营，所有收益用来
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包括补贴贫困大学生。

二是实施特色产业扶贫， 结合扶贫点自身特
点，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比如通过发展养
殖产业、用电炒茶叶等方式支持当地产业发展。

三是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着力改善民生。 国
网“清泉工程”解决了定点扶贫地区 2.02 万群众、
944 万头牲畜的安全饮水问题 ； 在教育方面 ，
2016—2019 年， 累计投入 2831.8 万元， 改善当地
45 座中小学校办学条件，资助 2775 名贫困学生完
成学业， 培训当地扶贫干部和技术人员超 200 人；
在医疗帮扶方面， 加大药品及设施捐赠，2018—
2019 年，累计投入医疗帮扶资金 700 万元。

在系统扶贫方面，国网公司配合兄弟单位、各
级政府，在扶贫攻坚工作中相互协作、广泛参与。
比如，在地方脱贫攻坚中，2015—2020 年，国网派
出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达 7008 人次。

农村能源发展任重道远

从能源发展的视角看， 农村能源是要加大力
气、加强关注的一个领域。

农村能源的消费量仅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
的 12%，农村人均能源消费只有城市的 1/5。 总
体看，能存能源结构比较多元，但实际上薪柴在
其中占很大比重 。 2018 年农村地区人均用电
1659 千瓦时，只有城市人均水平的 23%，农村生
产用能中电力占比 19.3%，生活用能中电力占比
15.9%，农村地区电气化水平约 17%，比我国平均
电气化水平约低 7 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农村用
电量非常有限。

农村用能问题不解决 ，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效果就会被打折。 所以， 我们必须立足 “三
农” 和能源革命的全新视角， 探索构建新型农
村能源体系 。 农村有大量可利用的可再生能
源 ，用能需求相对分散 ，人才和技术力量薄弱 ，
农民、 农业、 农村与新型低碳农村能源体系建
设之间有很多需大力探索的结合点， 是我国能
源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 对我国整体能源转型
是重要契机， 因为未来农村地区能源会有较大
增长 。 在能源革命中 ，可采用 “农村包围城市 ”
策略 ，推进农村能源互联网建设 ，发挥 “乘数效
应”乃至“指数效应”。 （苏南/整理）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蒋莉萍：

电网支撑脱贫攻坚
任务已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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