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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亮亮三三农农助助脱脱贫贫 志志智智双双扶扶拔拔穷穷根根
———国网辽宁电力“扶贫、扶智、扶志”决战脱贫攻坚纪实

■张宝廷 徐海博 孙瑞雪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西部的侯家岭村曾是省级深度贫困村，全村 345 户村民，165 户是贫困户；人均一亩耕
地中一半是山地，且因气候干旱，庄稼经常减收，有时甚至绝收。 而如今，这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口山坡上一片片光伏板如鱼鳞列阵，光芒闪耀；村里全部机井实现通电，妇女们走进服装厂，在宽敞明亮的车
间里忙碌着；村里处处铺上了水泥路、种下了风景树……

“这些变化， 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2019 年在脱贫卡上签名的侯家岭村村民寇玉和笑得合不拢嘴，“自从
2014 年夏天供电公司驻村扶贫开始，我们村两三个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 ”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辽宁电力”）继续扎根辽宁省各定点
扶贫县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动脱贫攻坚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以产业帮扶为基
础，坚持电网攻坚、光伏扶贫、精准帮扶三位一体，大力实施“电亮三农”专项行动，为脱贫攻坚创造新条件，为
乡村百姓生产生活增添新动力，为村集体产业蓬勃发展优化新环境，为地方经济繁荣创造新价值。

光伏扶贫，既扶贫，又发展了
新能源，一举两得。国网辽宁电力
抓住光伏发电扶贫这个关键点，
充分发挥电网企业技术和专业优
势，精准确定帮扶项目，让贫困乡
村百姓感受帮扶温暖的同时，更
对乡村产业发展之路逐渐清晰。

“谢谢你们，又来帮我们检查
光伏电板， 供电公司真是帮我走
出了一条绿色环保的致富路。”辽
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黑山科镇村
民杨大爷为葫芦岛供电公司员工
装设、检查光伏电板啧啧称赞。

建昌县是全国贫困县，为实现全面脱
贫， 国网辽宁电力在该县大力开发光伏
扶贫项目。 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该公
司相关单位、部门联合办公，接到客户并
网申请后，共同研讨制定供电方案，统一
组织人员在设备安装、运行调试、竣工验
收中全程指导，为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路通了，灯亮了，晚上再也不用摸黑
了，我代表全村感谢供电公司。”今年 5 月
的一天傍晚，辽阳市甜水满族自治乡庙沟
村党支部书记王恩香拉着辽阳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的手，感激地说。

庙沟村位于辽宁辽阳东部山区，两
面环山，风景秀丽，但因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加之劳动力逐年流失，村里产业发展
滞后，始终没有摘掉“省级贫困村”这顶
“穷帽子”。

今年年初，了解到庙沟村将进行道路
亮化改造， 辽阳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快速响应、主动跟进，与村委会保持密
切联系，时刻关注路灯施工进展情况。 尤

其是， 该公司多次组织人员现场勘察，
根据道路亮化改造计划， 结合现场实
际，针对性地制订供电解决方案。同时，
该公司成立了路灯建设帮扶小组，义务
为路灯建设工程挖设施工基础 53 个，敷
设电缆 1500 余米。 另外，为保证末端电
压稳定，服务队队员最终决定采用三段式
供电方案，将所有路灯的用电负荷分别接
入三个不同台区，保证了路灯可靠供电。

2016 年至 2019 年，国网辽宁电力投
资 209.72 亿元， 全面实施新一轮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 增加农村综合台区布点，大
幅缩短供电半径，供电能力、供电质量、安
全可靠性明显提高，“两率一户”得到显著
改善 。 农村地区综合电压合格率由
99.219%提升至 99.98%，农网供电可靠率
由 99.73%提升至 99.80%， 户均容量由
0.89 千伏安提升至 2.06 千伏安。 截至
2019 年年末，国网辽宁电力定点帮扶的
2 个贫困镇、30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实现了“真脱贫、脱真贫、不返贫”。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在输血
式扶贫的基础上， 国网辽宁电力更着
眼于造血式扶贫，将扶贫与扶志、扶智
相结合 ，通过 “志智双扶 ”将扶贫任务
落到实处：与政府、公路部门共同出资
修桥铺路，将朝阳市五家村、锦州市侯
家岭村等贫困村的土路变为水泥路；引
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脱贫项目，并开展
贫困村 “一村一品” 产业精准脱贫行
动，让村村有特色产业，人人参与扶贫
项目， 建立了扶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的
联结机制。

金秋时节，在辽宁朝阳市喀左县五
家村的燕谷囤米业杂粮加工厂，杂粮加
工设备机器轰鸣、五谷飘香。 五家村生
态土地合作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们正
在加紧生产加工红谷小米。 “一年辛勤
种下的杂粮， 通过加工厂加工销售，将
带来实实在在收益。 ”正在包装杂粮的
工人说。

五家村是辽宁省省级贫困村， 地处
辽西山区，干旱少雨 ，日照充足 ，昼夜

温差大，非常适合小米等杂粮种植。 近
年来， 国网辽宁电力以及朝阳市供电
公司定点帮扶五家村， 派驻工作队帮
助该村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高效利
用耕地资源，集中耕种红谷子、高粱等
小杂粮作物。目前，该村年产小杂粮 15
万斤， 彻底改变了以前靠天吃饭的农
耕模式。

开展定点扶贫以来，国网辽宁电力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 为五家村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标准化台区 23 个， 更换 10 千伏
线路 28 千米；建设了喀左县第一座光伏
电站，带动该县将光伏发电确定为全县
“3+N” 扶贫模式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截至目前， 已投资建成光伏电站 4 座，总
容量 270千瓦， 年发电量 38 万千瓦时，年
收入 14.5 万元， 五家村年人均增收 300
元。 经过三年攻坚，该村于 2017 年年底实
现脱贫摘帽。

不久前，辽宁铁岭市银州区的“铁三
鲜”丁家村扶贫小铺（银州店）正式投入运
营。 丁家村 2014年被列为省级贫困村，全

村 630 户村民，贫困发生率达到 17.5%，人
均年收入不足 5000元。 自 2014 年铁岭市
委办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工作以来，创
新党建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消费
扶贫和文化扶贫五项举措， 推动丁家村
实现了 20 公里村屯水泥路全覆盖，形成
13 个农民合作社和村级企业， 村民人均
年收入达 18000 余元，实现了整村脱贫，
并被评为辽宁省省级文明村。

国网辽宁铁岭供电公司紧密配合铁
岭市委办驻村工作队的整体脱贫攻坚
部署，在新雨种植合作社成立时，新建
线路 100 多米， 将 20 千伏安变压器更
换为 80 千伏安；结合犇牛养殖合作社
用电实际，新装 100 千伏安变压器；仅
用两天，帮助贫困户张云峰家的蔬菜大
棚接上了三相电。

在扶贫小铺开业典礼上，铁岭市委办
驻丁家村工作队队长关利群说：“开展产
业扶贫之初，供电公司给予我们巨大的支
持，是真正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并真
正服务人民的企业。 ”

“品尝一口‘旭光’扶贫农产品，您将
‘奉献一份爱心，拥有一份情怀，收获一
份健康’。 ‘旭光’的牛肉鲜嫩、大鹅肥美、
鸡蛋鲜香，不仅绿色有机无公害，还能为
扶贫助力。 ”不久前，辽宁阜新供电公司
干部员工在网络平台为“旭光”扶贫农产
品代言， 吸引了国网辽宁电力各单位及
社会各界的关注。

近年来，阜新供电公司全面落实国网
辽宁电力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
作部署，持续巩固“畜光互补，智志双扶”
的扶贫目标， 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
坚强的供电服务保障。

阜新供电公司充分发挥“旭光”精准
扶贫示范项目引领作用，通过创建 “光
伏发电—设施农业—贫困户脱贫 ”扶
贫模式 ，利用畜牧业和光伏发电实现
绿色农业 、绿色能源产业互补 ；建设
“旭光 ”农家书屋 ，增强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 ；创建 “旭光 ”电商服务中心 ，
大力推销阜新彰武地区纯绿色扶贫农

产品，不断增强“造血”
能力 ， 确保脱贫不返
贫 。 今年 3 月以来，国
网辽宁电力各单位积极
参与消费扶贫，“旭光”
电商中心农产品两个月
收购了 800 余名村民的
农产品， 销售收入突破
了 50 万元。

今年年初以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贫
困群众的农副产品销
量减少。国网辽宁电力
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加
大对定点扶贫县滞销
农产品的集中采购力
度 ， 应用大数据构建
“电力扶贫画像”，划分
贫困帮扶等级，为精准
扶贫提供数据支撑。 针对脱贫摘帽的
15 个贫困县和 32 个定点帮扶对象的
用电量等数据， 该公司开展长期监测

预警， 协助各级政府跟踪脱贫人口后
续发展，主动扛起脱贫攻坚责任，共绘
乡村振兴新画卷。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今年 6 月 30
日，在五家村庆“七一”党员大会上，32 名
村民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
词。 当天，五家村“道德银行”的青年志愿
者李永转为正式党员，他激动地说：“是党
的扶贫好政策帮我脱了贫，以后我会尽力
为村党支部和电力驻村工作队出把力，一
起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好。 ”

自 2014 年国网辽宁电力开展五家村
驻村扶贫工作以来， 该村已累计发展 6 名
正式党员和 1 名预备党员， 为脱贫攻坚注
入新生力量。

在五家村， 国网辽宁电力安排朝阳供

电公司选拔骨干力量成立驻村工作队，坚
持党建引领扶贫工作， 先后联合村两委，
完善全村党员基本信息管理台账，加强党
小组建设； 投入党费帮扶资金 2 万余元，
完善升级教育设施， 增加党员活动室使
用，加大党员教育培训力度；协调朝阳供
电公司党建纪委办公室党支部、变电运维
党总支、公营子中心供电所党支部与五家
村党支部开展党支部共建活动，提升
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驻村工作队
的到来， 加强了我们村基层党

组织工作，增强了脱贫的软实力和信心。”
五家村党支部书记赵广山说。

为实现真扶贫、 扶真贫、 真脱贫的目
标，国网辽宁电力坚持“既扶贫，又扶智，更
扶志”，与五家村共建“道德银行”，将“党
建+”工程引入扶贫工作，让贫困村脱贫后
变成文明村、生态村。

“道德银行”规定，每个村民家庭每年
基础分为 60 分， 超出积分以 1 分等值 1
元的标准存入银行，可到“道德银行”爱心
联盟合作单位消费。 “党建+道德银行”共
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
特色扶贫帮困和乡村振兴建设之路，村容
民风呈现出“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景

象。 2019 年 10 月，喀左公营子乡村“道德
银行” 推进扶贫扶志经验被国务院扶贫
办收录为典型案例。

前不久， 国网辽宁电力党员累计捐赠
8 万余元，作为“道德银行 ”扶贫奖励基
金；朝阳供电公司党委与沈阳农业大学信
电学院党委、五家村党支部签订“党建+脱
贫攻坚”三方共建协议，提出三年“三步走
三提升”计划，持续巩固和拓展扶贫成果，
努力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

发挥优势 电网攻坚获称赞
造血扶贫 产业发展入佳境

联创共建 创建扶贫新模式

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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