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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青海光伏扶贫电站
发电总收益超 16亿元
■通讯员 马金萍 常秉玉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日前透露，截
至 8 月底，青海省光伏扶贫电站装机容
量 73.36 万千瓦， 累计发电量 21.14 亿
千瓦时，发电总收益达 16 亿余元，全省
7.75 万户受益贫困户拿着这张“阳光存
折”，阔步走向新生活。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为我们县种下
了 ‘绿电 ’发展的种子 ，仅去年就发了
895 万度电，远超预期。 ”谈起镇上第一
次领到的 10 万元分红， 青海河南蒙古
族自治县宁木特镇副镇长马乃吉高兴
地说。

光伏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十大工
程之一。自 2016 年以来，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创新开展光伏扶贫工作，充分利用
青海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投资 1.29
亿元为定点扶贫的玛多县捐建格尔木
1 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 玛多 4400 千
瓦村级联建光伏扶贫电站 、 杨家山村
300 千瓦光伏扶贫电站。 3 座电站每年
并网发电 2600 万千瓦时， 帮助贫困户
走上脱贫路。

“光伏扶贫就是好 ， 只要阳光充
足， 就有钱赚， 村里脱贫致富就有希
望！ ”说起光伏扶贫带来的好处，河南
县优干宁镇多特村村民索南多杰深有
感触 ，“村里有了光伏扶贫项目后 ，我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建档立卡贫困
户还能在电站申请公益性岗位 ， 每年
多了 7000 元收入。 ”

据了解 ， 自光伏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 国网青海电力积极落实属地责任，
有序组织光伏扶贫电站配套电网工程
建设，确保电站及时并网、电量全额消
纳，形成了直接精准到村、收益长期稳
定的光伏扶贫模式。 2019 年初建成了
国内首个新能源领域数字平台和全国
首套省级光伏扶贫运营管理系统，实现
光伏扶贫电站智能化、专业化集中运行
管理。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累计接入并服
务全省 41 座扶贫光伏电站 ， 覆盖的
7.75 万户贫困户占全省贫困人口的
50%以上。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成为目前
青海扶贫效果最好、受益人数最多的产
业扶贫项目。

宁津县供电：
电“靓”扶贫路
■通讯员 许保琨

“王大爷，您可一定要定期对光伏
板表面进行清理， 这样既能延长使用
寿命，还能发更多电，您自己要是不方
便清理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
您打扫。 ”9 月 15 日，国网山东宁津县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在大曹镇董
庄村对光伏项目进行检查 ， 帮助客户
清理光伏板， 向客户讲解补贴政策和
维护技巧。

近年来，宁津县供电公司积极贯彻
落实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及省市公司工
作要求，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联合
县委县政府积极开展光伏扶贫项目，组
织营销部及各供电所成立专项党员服
务队，分批前往贫困村开展光伏项目推
广工作， 向村民们讲解光伏补贴政策，
宣传光伏用电常识及光伏板维护技巧，
帮助村民们更快了解光伏项目。

为确保光伏项目早并网、 早收益，
该公司为光伏项目开辟绿色办电通道，
简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限，并指定
专人“一对一”全过程对接服务光伏项
目， 为客户提供风险研判和效益分析，
提升光伏扶贫项目运维质量，全面消除
客户“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宁津县光
伏用户共计 2185 户 ， 总装机容量达
47990 千瓦 ，其中 ，扶贫项目 52 户 ，装
机容量 3117.76 千瓦，自 2019 年至今 ，
已累计支付光伏扶贫电站附加资金补
贴 150 余万元。

同时 ， 宁津县供电公司主动配合
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扶贫工
作 ， 结对帮扶宁津县杜集镇崔庄 、牛
庄 、前郝 、大刘集四个村共 27 户贫困
户 ，深入贫困户家中开展 “三有三净 ”
“暖冬好年 ” “洁净庭院 ” 等活动 ，为
贫困户维修房屋 ，粉刷墙壁 ，更换门
窗及室内线路 ，配备衣柜 ，投入床品 、
棉被、 大米等扶贫物资价值达 8 万余
元， 切实改善了贫困户的居住生活环
境， 帮助贫困户逐步建立了文明健康
的生活习惯。

此外 ， 宁津县供电公司还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按照国网工作要求，主动
对接秭归县、长阳县等定点扶贫县，大
力开展扶贫农产品进食堂活动 ， 立足
食堂实际和职工需求 ， 采购茶叶 、土
豆 、面粉等当地特色农产品，在食堂区
域设立 “扶贫济困 、国网情深 ”扶贫农
产品专柜，摆满特色扶贫农产品，并借
助展板和电子屏幕详细展示公司扶贫
农产品的质量、特色和优势，充分利用
扶贫农产品打造职工食堂特色 ， 不断
总结亮点和经验，营造人人关心扶贫、
人人支持扶贫、 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
氛围。

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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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实现 750 千伏电网全覆盖
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10 月 10
日， 新疆阿勒泰-准北 750 千伏输电工程
开始调试，将于近日投运，届时，新疆将实
现 750 千伏电网全覆盖， 新疆电网成为全
国最大的省级电网。

据了解 ，阿勒泰地区在新疆的最北
部 ， 具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 ，由
于开发水平和送出能力受限 ，当地能源
资源难以转化成经济优势 。 为此 ，2018
年 9 月 ，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投资
16.7 亿元 ， 开工建设阿勒泰-准北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提升阿勒泰地区电力
送出能力 。

阿勒泰-准北 750 千伏输电线路工
程起自喀纳斯 750 千伏变电站 ， 止于准
北 750 千伏变电站 ， 工程途经阿勒泰地

区布尔津县、 吉木乃县及塔城地区和布
克赛尔县。该工程投运后，阿勒泰电网外
送能力将提升至 200 万千瓦 ， 彻底解决
当地电能送出受阻和弃风问题。同时，开
辟新的系统接入点与送出通道 ， 有利于
加快阿勒泰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 引进装
备制造业，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至此 ， 新疆电网形成以乌鲁木齐为
核心，东至哈密，西至博州、伊犁，北到阿
勒泰 ，南至喀什 、和田 ，覆盖全疆的输配
电网络。东西伸展约 2200 多公里、南北约
3300 多公里，覆盖地域约 130 余万平方公
里，是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广的 220 千伏区
域性电网。

新疆在加快自治区内电网建设的同
时，也在持续推动疆电外送。

2010 年 11 月， 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
工程建成投运；2013 年 6 月 ，新疆与西北
主网联网第二通道建成投运 ；2014 年 1
月， 哈密南-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投运，疆电外送第三通道建成 ；
2019 年 9 月 ， 准东-皖南±11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 ， 建成疆电外送
第四通道，外送能力达 2500 万千瓦。

同时 ，疆电外送电量增长也得益于
“电力援疆+市场化 ” 政策的实施 。 自
2016 年开始 ，新疆启动 “电力援疆+市
场化 ” 跨区送电 ， 与内地多个省 （区 、
市 ）签订 “政府间援疆电力外送 ”协议 ，
目前 ， 新疆清洁能源已输送至全国 19
个省 （区 、市 ）。

疆电外送超特高压工程实施极大提
升了新疆电力供应能力 ， 有力促进了新
疆能源基地发展。据国网新疆电力统计，
疆电外送实施前的 2010 年 ，新疆电网装
机 1405 万千瓦。 10 年后，新疆电源装机
达 9208 万千瓦 ，同比增长 6.5 倍 ，年均
增长 65%， 已成为拉动新疆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 ，新疆电网风电装机 1975.13 万千瓦 ，

光伏发电装机 1026.6 万千瓦 ，水电装机
695.4 万千瓦 ，清洁能源发电占新疆电网
总装机的 40.15%，占全国清洁能源发电
装机的 4.5%。

此外 ，国网新疆电力还全面推动深
度贫困区 、抵边村寨等工程建设 。 今年
6 月 26 日 ，新疆 259 个抵边村寨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全部投运 ， 惠及 2.2 万户 、
8.74 万农牧民 ；6 月 29 日 ，随着新疆塔
什库尔干县大同乡行政村通大网电工
程竣工 ， 新疆 11 个光伏行政村全部通
上 大 网 电 ，1535 户 农 牧 民 全 天 候 用 上
“长明电 ”。

另据悉 ，国网新疆电力今年还将建
设准东-皖南特高 压 直 流 配 套 火 电 送
出工程 ，加快推进新能源电力送出和受
阻断面补强工程 ，全力推进疆电外送第
三条特高压前期工作 ，进一步加强主网
架结构 ，力争疆电外送规模突破千亿千
瓦时大关 。

幸福电托起藏乡百姓致富梦

普洱供电
驻村扶贫有实效

本报讯 9 月 26 日， 云南省普洱市
墨江县泗南江镇干坝村召开了喜迎乡村
振兴文艺下乡演出和村民合作社盈余返
还大会， 合作社理事长刘天松公布了合
作社盈余情况并发放了分红 6.99 万元。
依托产业扶贫， 村里建档立卡 175 人收
到第一笔合作社盈余返还 300 元。

据了解 ，5 年前 ，南网云南普洱供
电局挂钩帮扶干坝村 ，当时干坝村贫
困 人 口 1480 人 ， 人 均 年 收 入 仅 为
4000 元左右 ， 经历 5 年的结对帮扶 ，
目 前 干 坝 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至
9597 元 ， 贫困发生率降至 1.92%，未
脱贫的 68 人计划于 2020 年底实现脱
贫。 同时，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 （李德顺 吉翔）

宁东供电开展
捐资助学活动

本报讯 为精准帮扶家庭困难的准
大学生完成学业，国网宁夏宁东供电公
司团委近日积极对接盐池县供电公司
团委，开展了“点亮希望·圆梦行动”捐
资助学活动，132 名党员、团员、青年积
极响应，筹集善款 13710 元。

据悉， 本次募集的款项将全部用
于帮助 2020 年参加高考并被普通高
等院校录取的盐池城乡品学兼优的贫
困家庭学生， 优先对精准扶贫建档立
卡户家庭学生进行资助。 （纳新）

海东供电服务
玉米秸秆青贮加工用电

本报讯 当前，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
县玉米秸秆青饲料加工进入高峰期，为
确保秸秆揉搓机、青贮收割机等饲料加
工设备用电安全，海东供电公司组织 8
支党员突击队对民和县配电线路进行
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加强配
电台区负荷监测。

此外，该公司还开通农业生产用电
快速通道，简化业务流程，组织人员快
速跟进，让客户早用电、用好电；做好安
全用电知识推广和普及工作，向居民客
户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解答客户用
电疑难问题。 （李永鹏 年卫花）

大名供电优化
农村用电环境

本报讯 国网河北大名县供电公司
日前透露，为提升乡村发展的电力服务
水平，该公司以“提供优质电力、助推乡
村振兴”为目标，不断完善电网配置、优
化配网环境、创新服务模式。

大街镇邓台村是大名县重点打造
的特色美丽乡村，大名县供电公司为确
保其建设成效，深入调研、积极筹备，高
标准、 高质量对邓台村电网进行改造，
通过增加电源布点、 提升户均配变容
量、缩短供电半径等措施打造出一流农
村配电网络，有效解决了邓台村频繁停
电、低电压等问题。 (王力 周小磊）

邯郸市肥乡区供电
护航秋收安全用电

本报讯 为保障农民秋收期间安
全用电， 国网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供
电公司近日加大安全用电宣传力度 ，
提醒农户运输秸秆与带电设施之间的
安全距离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引导农
用车辆和农机操作人员规范操作 ，杜
绝撞杆、碰线等现象发生。

同时 ，该公司对秋收涉及的农排
线路 、 供用电设施等提前进行了检
查消缺 。 （叶艳芬）

■通讯员 王振娟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镇素有
“天祝小江南 ”之称 ，2020 年 5 月 ，该镇
入选 “2020 中国百佳避暑康养金地标
榜”。在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当地农牧民群
众的共同努力下，天堂镇呈现出产业优 、
环境美、百姓福的景象 。 这背后 ，充足的
电力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兴 百姓富

走进天堂镇富民源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 “烘干是药
材种植中最关键的一步， 以前全靠日晒，
山区多雨，尤其到了雨季 ，大雨一下好几
天，药材因受潮发霉而丢弃的情况时有发
生，给我们造成了许多损失。 ” 该合作社
负责人吴建林介绍，“农网改造后，村子里
电压足了， 我购置了电气化烘干设备，再
也不担心药材烘干的问题了。 ”

从 “游击式 ”收购药材到成立合作社
实现“集团化作战”，吴建林感慨满满。 在
他看来，自己的药材生意能做到今天的规
模，得益于合作社成立 ，亦得益于可靠的
电力保障。

吴建林说 ：“合作社与 660 户农户签
订了羌活订单协议 ，解决了周边 20 多名
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电力足 、电压稳 ，
合作社才能正常生产、运营 ，大家的收入
自然也有了保障。 ”

从 “用上电 ”升级为 “用好能 ”，优质
的供电承载着藏区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产业优 激活力

近年来， 天堂镇坚持以 “旅游产业兴
镇、特色产业富民、民族和谐共建”的思路，
依托藏历新年、土族安召、藏传佛教文化等
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民俗旅游产业，并积极
扶持农家乐，全力打造“吃在农家、住在农
家、娱在农家”的乡村旅游模式。

旅游业发展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天堂
镇大小农家乐达 20 多家，农网升级受益者
之一，陈建文经营着一家农家乐，在当地颇
有口碑，他介绍：“我们这里靠近山区，昼夜
温差较大，担心游客夜里会冷，去年我添置
了电暖气、电热水器、电热毯等用电设备，
回头客明显增多了，从入夏开始，我们的农
家乐就天天爆满。 电网升级让老百姓得到
实惠，旅游业红火，我们的生意也跟着越来

越好，现在吃饭住宿都要提前预订。 ”
同时 ，为美化乡村环境 ，天祝县供电

公司在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的基础上 ，
积极消灭空中 “蜘蛛网 ”、 整治 “爬墙
线”，为最美乡村建设添薪助力。

电力足 稳致富

放眼望去，如今的天堂镇，藏式风格的
建筑和浓郁的民族文化令人耳目一新，一
幢幢白墙青顶的民居整齐排列，街道两旁，
崭新的电力设施整齐有序，向远方舒展。

天堂镇天堂街一家小型超市经营者费
登云介绍：“酥油是很畅销的奶制品， 但一
遇热就易融化、变质，放在以前，根本不敢
做买卖酥油的生意。 现在，电力足了，实现
了我们的农产品自产自销 ， 客人要啥有
啥。 ”说话间，费登云打开了冰柜，酥油、自
制酸奶、雪糕、冰淇淋、饮料应有尽有。

以前当地居民靠外出打工或种植农
作物维持生计 ， 而今随着各种富民政策
的支持，加之电力建设的及时跟进 ，为当
地农牧民群众脱贫增收奠定了基础 。 像
费登云这样抓住机会 ， 在家门口设法致
富的人越来越多 ， 一条由旅游业带动起
来的产业链悄然而生。

区域协同

■通讯员 李超然 刘芬芳

初秋时节 ，雨后初晴的神山村 ，黛瓦
素墙、山环雾绕，客家风格建筑错落有致。
随着 2017 年 2 月 26 日江西省井冈山市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这个坐落在井冈山
深处、 黄洋界脚下的小山村 ， 已从昔日
“边”“远”“穷”的贫困村变成了“裕”“美”
“净”游客纷至沓来的度假村。

神山村曾是井冈山一带典型的贫困
村，全村户籍人口 231 人 ，实际居住人口
一度只有 30 余人。 2016 年以前，祖祖辈
辈以务农为生的神山村人，难以摆脱土壤
贫瘠所带来的作物低产困境 。 2016 年 6
月，井冈山市供电公司综合考虑神山村产
业发展用电需求及当地政府美丽乡村建
设要求，在规划电力配套设施时 ，将两个
自然村分成两台变压器供电，并将原先立
在村子里的所有电杆全部移至后山。

看似轻松的决定背后，却是异常艰辛的
施工。 神山村农网改造工程需迁移和新增电
杆 32 根， 仅在立杆阶段就耗费了一个月时
间。 “当年进神山村是没有柏油路的，都是蜿
蜓崎岖的乡间小道，更别提上山了，这山上

的每一根电杆都是咱们肩挑手扛运上去
的。 ”大陇所所长黄重添介绍，“将线杆全部
迁上山，有的要人抬，有的要靠绞磨机，一
根电杆足有上吨重， 施工量和施工难度可
想而知。 绞磨机、挖机都上不来，我们就用
铁锹挖杆洞，哪知道没挖多深，土下面都是
大块的石头，最后只能用手挖。 ”

农网升级完成后，神山村的户均容量
由 1. 1 千伏安提升至 3. 22 千伏安，供电
半径由 780 米缩减至 330 米，月均用电量
也从 4000 千瓦时增长至 9000 千瓦时。

在通往神山村的环山公路上，车辆络
绎不绝，位于公路旁的农家乐一家紧挨一
家，办得红红火火。

彭夏英， 神山村一个贫困家庭的普通
妇女，坚信“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她抓住
神山村旅游发展的好势头，开办了全村第
一家农家乐。 “今天早上到现在，客人一直
这么多，实在是忙不过来……”彭夏英表面
看似无奈的语气，自信自豪写在脸上。

走进神山村村民左香云家，只见她站
在自家竹筒雕刻机旁 ， 熟练地操作着电
脑。 雕刻机右侧仪表盘内，指针以刻度 5
毫安为中心，在电流的注入下有节奏地左

右摆动，用以显示激光强度。 在这台雕刻
机旁，一台可同时为四个竹筒胚进行激光
雕刻的大型设备随时待命。 “作坊刚起步
时，我的加工技术还不够娴熟 ，又赶上家
里电压不稳， 一个小型电动机都带不起
来。 ”左香云介绍。 随着供电情况改善，她
的手工加工作坊也逐渐步入正轨。

在罗林辉的土特产店里，人头攒动的
游客让他忙得不亦乐乎。土特产店经营得
有声有色，罗林辉又开起了民宿。 民宿客
房干净整洁，水电设施一应俱全。 因为用
电需求量大，罗林辉没少和当地供电所打
交道。 奔跑在逐梦小康的路上，罗林辉感
到甜美而充实，谁能想到，自信而阳光的
他，曾经还是村里的贫困蓝卡户。

从老表到老板 ，从贫困到富裕 ，从灰
头土脸到神采飞扬，一股精气神的变化由
内而外，仿佛触手可及。如今的神山村，有
人打糍粑，有人开茶馆，有人搞农家乐，还
有人加入村里的黄桃和茶产业合作社，家
家都在奔着自己的好日子。

神山村供电可靠性的稳步提升 ，让
神山村民的荷包渐渐鼓起来了 、 更神气
起来了。

神山村“神气”起来了

近日 ，国网山
东平原县供电公
司运维人员对平
原高速、平原汽车
站及东部开发区
等多处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开展拉
网式排查，确保充
电设备处于良好
状态，满足群众绿
色出行需求。

张峰/摄

““体体检检””充充电电桩桩 保保障障绿绿色色出出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