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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科院加强
新能源并网研究

本报讯 近日，国网山东电科院党员
服务队开展“决胜小康”先锋行动，加强
新能源并网研究，促进新能源消纳，助力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目前，山东电网并网新能源装机容
量超过 2450 万千瓦， 光伏装机规模全
国第一，风电装机规模全国第四，山东
电网新能源最大出力达当时调度用电
负荷的 25-30%， 已处于电网可接纳的
临界点。 为此，山东电科院党员服务队
骨干技术人员为省公司提供技术支撑
服务， 开展了 2020 年新能源消纳形势
计算及消纳能力分析，多方面、全方位
分析新能源消纳影响因素，确保对新能
源消纳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了如指掌，
做到知己知彼，提前安排，确保新能源
消纳最大化。 （王玥娇 张劲）

安康电网 330千伏
月河变电站投运

本报讯 10 月 23 日，陕西安康电网
330 千伏月河变电站投运， 成为安康地
区第 3 座建成投运的 330 千伏电压等级
的变电站。

据了解，330 千伏月河输变电工程
是安康供电公司今年重点工程， 选址
在月河川道中部， 与恒口示范区工业
园区相临近。 项目一期计划 330 千伏
变电容量 2×240 兆伏安 ，110 千伏出
线 8 回， 直接为安康月河川道经济带
服务。 该站通过 110 千伏线路向月河经
济带内的恒口、大同、汉阴、平梁等重要
变电站供电，110 千伏线路还将越过巍
峨的凤凰山脉， 分别向 110 千伏紫阳
变、蒿坪变供电，使安康西南电网除有
安康水电厂电源点外，又取得可靠的第
二电源支撑。 （刘芳）

供电全程跟踪服务
保障龙岩大桥通车

本报讯 10 月 28 日， 国网福建龙
岩供电公司组织“古田之光”共产党员
服务队再次对 10 千伏青排线进行特
巡，及时排除隐患，保障龙岩大桥顺利
通车。

据悉，9 月下旬，龙岩供电公司业扩
联合中心接到中龙岩市城市建设发展集
团的紧急用电需求，龙岩大桥周边的 10
千伏青排线对大桥施工造成不便， 需及
时进行迁改，并要求尽快送电。龙岩供电
公司立即组织现场勘察， 发现青排线改
线工程涉及范围广，路径施工难度大。对
此， 龙岩供电公司业扩联合中心主动
对接用户，多方协调各部门，在用户配
电装置未全部安装前， 安排专业人员
进行中间技术指导， 根据送电时间倒
排计划节点，合理安排验收时间、人员
分配，减少客户设备缺陷整改时间，确
保工程按期送电， 为龙岩大桥通车创造
了有利条件。 (刘尧彬 袁鸿梅)

海东供电推进
电缆入地改造

本报讯 10 月 23 日，国网青海海东
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人员在乐都
区文教路核对 10 千伏碾九路 H03 环网
柜保护装置型号、CT 变比，加快电缆入
地工程施工进度。

近年来， 海东市乐都区城乡快速
发展，城区主干道交通流量大幅上升，
道路拥堵问题日益凸显， 海东市政府
决定对文教路进行拓宽改造， 道路两
侧架空电力线路改为电缆入地是改造
计划的一项重点工作。 为此，海东供电
公司超前准备、周密部署，从安全、质
量、进度、资料、服务等各环节入手，确
保工程优质高效完成。 该工程于 6 月
底动工，预计 11 月 20 日竣工投运，不
仅美化城市环境， 而且将大幅提升乐
都区的供电可靠性。 （李永鹏 马世旭）

葫芦岛供电
铺就渔村小康路

本报讯 “我们止锚湾村渔民逐渐
转型成家庭宾馆经营者， 家庭宾馆多
了，用电量也大了，近几年，供电公司对
止锚湾村用电设施进行增容改造，大幅
提高了供电可靠性。 ”10 月 28 日，看着
正在为利源家庭宾馆排查用电隐患的
国网辽宁葫芦岛供电公司人员，葫芦岛
市绥中县东戴河新区止锚湾村党支部
书记胡永先感慨道。

近年来，葫芦岛供电公司投入资金
400 余万元， 在止锚湾村家庭宾馆聚集
区新建 39 个综合供电台区， 新增专用
台区 116 个，投入资金 120 余万元，对 9
个供电台区进行技改大修，较好地满足
了止锚湾村发展旅游经济的用电需求。
全村家庭宾馆数量有 430 余家，村民人
均年收入也从以前的 6000 元左右增长
到现在的 20000 余元，实现从小渔村向
旅游度假村转型发展，助推止锚湾村奔
小康。 （李娇 范明）

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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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长沙特高压力保雅中电力在赣湘消纳
资资讯讯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近日发布的《关于南昌-长沙 1000千
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批稿）的公示》（以下简称“《公示》”）
透露，南昌-长沙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
输变电工程是华中 “日 ”字型特高压交
流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华中电网
整体规划，加强了湘赣省间联络 ，提高
了省间送受电能力， 为雅中-江西特高
压直流工程达到额定功率运行奠定了基
础，有利于保障雅中电力在江西、湖南统
一消纳， 同时也为限制华中电网短路电
流水平、 开断部分 500 千伏环网创造了
条件。

华中四省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和江

西，是我国中部崛起的战略依托，但该地
区包括煤炭、 油气在内的一次能源资源
十分匮乏， 未来能源供应大量依靠区外
调入。随着能源消费量进一步扩大，能源
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 能源资源的
稳定供应成为保障华中四省经济社会持
续稳定发展亟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为
解决华中四省中长期供电问题， 积极接
受区外送入电力已成为缓解该地区用能
紧张局面的一项重要举措，哈密-郑州、
酒泉-湖南、雅中-江西等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华中地
区的电力需求。

工程包括：新建南昌 1000 千伏变电
站、 新建南昌-长沙 1000 千伏交流输电
线路。 南昌-长沙 1000 千伏交流输电线
路在长沙 1000 千伏变电站内对应 2 个
出线间隔的环境影响评价已包含在南阳-
荆门-长沙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中， 目前生态环境部
已以《关于南阳-荆门-长沙 1000 千伏
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环审[2020]106 号）审核批复了
该项目环评。

工程建设涉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抚州市（临川区）、宜春市（丰城市、高安市、
上高县、宜丰县、万载县）和湖南省长沙市
（浏阳市、长沙县）2 省 4 市 9 县（区）。

《公示》还透露，2018 年 9 月 26 日，
国网以《国网特高压部关于开展武汉-南
昌-长沙特高压交流工程用地预审、环
境影响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相关工作的
通知》（特计划 [2018]13 号）委托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承担武汉-南昌-长沙 1000 千伏特高
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2020 年 3 月，因武汉-南昌输电线路
路径设计进展较慢，工程进度滞后，国网

调整了建设进度，将南昌-长沙、武汉-
南昌两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分开建
设， 先行建设南昌-长沙特高压交流输
变电工程。

据了解，根据 2018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
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
划建设工作的通知》，驻马店-南阳、驻马
店-武汉、武汉-荆门、武汉-南昌、南昌-
长沙、 南阳-荆门-长沙等 1000 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将与在运的晋东南-南阳-荆
门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形成覆盖南
阳、驻马店、武汉、荆门、南昌、长沙等在内
的“日”字形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

其中， 驻马店-南阳特高压交流工程
正加快建设； 南阳-荆门-长沙特高压交
流等工程前期工作正稳步推进……华中
“日” 字型特高压交流环网建设大幕已缓
缓拉开，将与雅中-江西、陕北-湖北等
特高压直流工程工期相匹配。

“农光互补扶贫车间”助小河村产业升级

江西电力筹谋
高质量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国网江
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近日透露，该公司致
力于加强贫困地区电网建设，通过实施
产业扶贫、光伏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
贫，交出了一份服务脱贫攻坚的亮眼成
绩单。

自 2012 年以来，国网江西电力始终
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心工程， 建立省市县 “一把手负责”
制；省公司及 11 个设区市供电公司、97
个县区供电公司均成立了以董事长、总
经理为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全省
976 个乡镇供电所全覆盖、 零距离对口
联系贫困村，创新建立“一竿子插到底”
的灵活电力扶贫工作机制，全省形成了
“省负总责、 地县落实、 供电所对口支
援”的扶贫工作新格局。

同时， 国网江西电力系统组织 286
支共产党员服务队、128 支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参加电力扶贫、爱心帮扶及宣
传等活动，投入物资 95.18 万元，帮助困
难群众、贫困户 1.89 万人；选派 234 名
优秀干部驻村帮扶，建立党员结对帮扶
机制，累计帮扶 6922 户、24704 人脱贫；
组织出台相关制度和专项投资计划，累
计投入 83 亿元投入到贫困县配电网建
设， 使贫困县供电可靠率达 99.80%、综
合电压合格率达 99.81%，户均配变容量
达 2.32 千伏安/户； 投入资金 3.53 亿元
用于光伏扶贫电站配套电网建设，及时
转付国家补贴 11.31 亿元。

此外，国网江西电力还落实“低保
户”“五保户”优惠用电政策，累计减免
电费 3.2 亿元； 累计捐赠资金 207.6 万
元，用于定点帮扶村的基础设施和特色
文化建设；累计采购扶贫农产品 400 万
元，用于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建立贫困
家庭助学、招聘优先机制，为贫困户脱
贫提供扶智平台。

国网江西电力有关负责人表示，按
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要
求， 该公司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到来之际， 该公司将继续努力，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白河县供电开展
扶贫关爱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扶贫，
推进平安白河建设，国网陕西白河县
供电公司近日按照白河县委及脱贫
攻坚指挥部关于 “促进消费扶贫·关
注平安建设”活动方案要求 ，组织扶
贫干部赴该县安乐村开展关爱宣传
活动。

活动前，白河县供电公司积极主
动与扶贫企业对接， 按照帮扶户数，
购买粉条、 米面油等扶贫农产品，做
好慰问品采购，促进消费扶贫。 在走
访活动中，帮扶人员与贫困户面对面
交谈，心贴心交流 ，详细了解贫困户
生活生产状况、健康状况和生活开支
等情况，听取他们目前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对生产生活方面的主要打算和
诉求，并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增加收
入，巩固脱贫致富成效。同时，帮扶人
员以走村入户为契机，面对面向群众
宣讲平安建设 、扫黑除恶 、扶贫政策
和新民风等知识，积极动员广大群众
参与、支持平安建设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等工作。

据悉，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白河县供电公司为安乐村谋发展、想思
路，抓协调、跑项目，社会扶贫与行业扶
贫两手抓，促进阳光扶贫天麻项目落地
安乐村，同时，通过学习培训、政策宣讲
等举措，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形成了勤
劳致富的良好风气，并取得富有成效的
脱贫攻坚工作成果。 （尚聪 马志君）

■通讯员 童妙 罗坤 刘敏学

近日， 在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坪上
镇小河村， 村民们正在为种植黑木耳而
忙碌着。

小河村坐落在金龙山脚下，因一条潺
潺的小河得名，是省级深度贫困村，也是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驻村脱贫攻坚
工作重点帮扶对象。 2018 年 3 月，国网湖
南电力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看到的
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
经济发展乏力……两年半时间过去，路通
了，电压稳了，“小河野生茶”“小河高山黑
木耳”两大品牌走入市场，安静的小河村
更热闹了。这得益于一个全年无休“造钱”
的光伏车间，让产业活水荡漾在小河村。

小河村已有百余年制茶传统，但一直
没有形成规模，除自给自足外，茶叶只能
卖出初级原料茶的价格。 2018 年 10 月，
扶贫工作队加强光伏扶贫项目配套电网

建设， 巧妙利用光伏大棚建成集光伏发
电、温湿度控制、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农
光互补扶贫车间”， 并成立了村集体全资
占股的合作社。

合作社采取 “村集体＋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模式，利润归村集体所有，村
民按比例分红，实现“输血救济”和“造
血自救” 相结合的良性产业发展方式。
“农光互补扶贫车间”建好后，鼓励村民
上山采摘野生茶鲜叶，合作社按市场价格
收购，并在制茶、包装生产过程为贫困户
提供 127 个就业岗位，用于聘用贫困户采
摘野生茶鲜叶、制茶、包装等。扶贫队队员
谢凯文介绍，光伏大棚每年可发电 6 万千
瓦时，不仅能满足车间用电需求，还可为
村集体带来 5 万元纯收入。

采茶、 制茶具有季节性， 为充分利用
“农光互补扶贫车间”，2019 年 9 月， 扶贫
队又引进黑木耳种植， 作为小河村的第二
产业。小河村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原生

态环境，恰好适宜黑木耳生长。
“今年已种下一批了，预计到 11 月底

就能收第一茬了。今天送过来的是第 6 车
黑木耳菌棒，都是村民自发组织在卸载。 ”
小河村村支书刘泽荣算了一笔账，今年村
里将新种 7 万个黑木耳菌棒，一个菌棒产
2 斤湿木耳，可加工成 2 两干木耳，按干
木耳市场价 60 元/斤计算， 可营收 84 万
元。“除去原材料、运输、包装等硬性成本，
近 90%收入都以劳务支出和分红形式分
给村民。 ”刘泽荣高兴地说。

此外， 该村还引进黄桃 15000 余株，
栽种脆酥枣 5000 余株， 帮助发展 “刘磨
王”土蜂蜜、小河土腊肉等农副产品，多点
开花，并与湖南宝森农业公司达成黄桃产
业合作关系， 形成市场化及收益分配机
制。 在村级产业的发展带动下，村民人均
收入从 6500 元增长到 12000 元， 村集体
纯利润突破 20 万元， 率先在新邵县实现
村民医保全部由村集体出资缴纳。

区域协同

■通讯员 张荣旭

“咱村里有集体经济收入了！ ”这是内
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打鹿沟村村民以前想
也不敢想的事儿。

2018 年以前，西打鹿沟村集体经济发
展中普遍存在着条件有限、方式单一、劲头
不足等问题，甚至个别村民会提出“啥叫集
体经济收入”的问题，可以说，西打鹿沟村
土地贫瘠、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增加了村里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难度。 国网蒙东电力
赤峰市宁城县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通过入
户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向该公司
党委汇报。 针对这一问题，宁城县供电公
司党委从实际出发，根据西打鹿沟村的实
际情况，制定并实施“盘活固有资产、规范

资金管理、打造重点支柱、实施公开透明”
四步走策略，有效解决集体经济发展没思
路、没目标、没办法的问题。

为将政府精准扶贫项目和电力扶贫项
目有机结合，宁城县供电公司筹措资金和
人员为西打鹿沟村打造“光明工程”，推动
该村农网改造，架设高低压线路、安装变
压器，让机电井通电，解决了该村山坡地
灌溉问题。 同时，宁城县供电公司驻村扶
贫工作队积极联系技术人员指导贫困户
种植集体经济林山楂树 1000 多亩， 种植
药材苍术 50 余亩，预计 2021 年秋能初步
得到第一笔收益， 以后收益按商品产值、
市场效益有望逐年递增。

可靠的电能在促进西打鹿沟村种养殖
业发展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村民们的生

活方式。今年，村民何素萍家盖起了新房，
八分地的院子建了一栋两层小楼房，显得
格外敞亮。屋内四季如春，鲜花绽放，客厅
里的液晶电视和空调， 厨房里的电冰箱、
电磁炉、微波炉及卫生间里的热水器等家
用电器一应俱全。 让她高兴的还有，在当
地政府实施的“光伏发电扶贫攻坚推进项
目计划”中，政府携手企业为她家屋顶安
装了光伏发电设备，既环保可自用，还能
将富余的电卖给供电公司， 增加收入，可
谓是“一举两得”。

“近期， 村里准备再建几个养殖小
区，国家补贴盖圈舍费用，同时，我们还
准备建蔬菜大棚基地。 农网改造让百姓
致富的路子越来越宽了。”村支书乔玉林
高兴地说。

“咱村里有集体经济收入了！ ”

近日 ，国网安徽宿州萧县供电公司在定点帮扶村龙城镇毛郢孜社区小学开展 “教育扶贫扶智
光明驿站在行动 ”活动 ，该公司青年志愿者将精心挑选的近百套人文 、历史 、科教 、励志等书籍及
体育用品捐赠给学生们 ，培养他们养成从小爱读书的好习惯 。 期间 ，青年志愿者还利用小展板宣
传防触电知识 ，让学生们树牢自我保护意识 。 图为萧县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在向学生们介绍安全
用电知识 。 李令响/摄

扶扶贫贫扶扶智智 光光明明驿驿站站在在行行动动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该工程是华中“日”字型特高压交流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提高区域电网安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