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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电力扶贫探索
“四问”走新路
吕丽丽

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
后……长期以来，宁夏西海固地
区与绝对贫困的苦战一直没有停
歇。大山深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
太久太热切。
2019—2020 年 ，固 原 地 区 以
“电力扶贫”开路，围绕脱贫攻坚
难点，按照精准扶贫新思路，走上
了摆脱绝对贫困的新路子。两年
来，
脱贫“摘帽”捷报频传。

287 眼机井、197 个扶贫车间接通
动力电。农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6%，电压合格率达到 99.95%，
人均户变容量 2.21 千伏安，
“ 两率
一户”
指标提前达到国家标准。
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已实现质
的飞跃，
但随着新一轮
“精准扶贫”
工作的全面推进，
以往的捐钱捐物
“输血式”扶贫已经不能适应新形
势的需要。在西海固，
国网固原供
电公司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探索全
新的扶贫方式。

一看探索
“破题之问”

二看探索
“产业之问”

彭阳县太寺村是宁夏最后一
个通电村，村子盘踞在一片山谷
之中，基础设施薄弱。多年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的马国武感受最
深：太寺村 1995 年才通上电，种植
业和养殖业发展受限，村里 455 户
村民，2014 年人均年收入仅 1000
余元。
2015 年，太寺村农网改造项
目拉开了国网固原供电公司定点
扶贫的序幕。在之后的几年内，
固
原电网焕然一新，实现了从 110 千
伏 向 750 千 伏 电 网 换 挡 升 级 。
2015 年至今，国网固原供电公司
先后选派 127 名帮扶队员到彭阳
县太寺村、隆德县神林村、西吉县
马湾村及玉皇沟村进行对口帮扶。
2019 年，是国网固原供电公
司定点扶贫初见成效、
攻坚克难的
关键时期。
以
“电力扶贫”
开路，
固原地区
624 个贫困村电能质量问题都得
到解决，1.43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西海固的贫困村大多都在
“山
窝窝”，当地贫困户的收入来源主
要靠种养业和劳务输出，
由于缺乏
支柱产业，
收入极不稳定。
大北山村党委书记马腾云说，
大北山历经多轮扶贫，
也曾尝试发
展种植蔬菜、养羊等产业，走过的
弯路不计其数，究其原因，除了受
地理条件、市场对接等因素制约
外，也与过去产业扶贫工作的“粗
放”
直接相关。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
法，要想发展好，就要真正使产业
扶贫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
国网固
原供电公司扶贫干部虎志文说。
“十三五”
以来，
固原地区依托
丰富的光能资源，
把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作为助推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民生工程。
在固原市政府和电力部门的
支持下，
宁夏
“十三五”
首批光伏扶
贫村级电站项目所涉及的 202 个
村级电站，年发电量可达 9440 万

四看探索
“未来之问”

固原市原州区河川乡明川村光伏扶贫电站，供电职工
巡视电站发电情况
曾国福/摄
千 瓦 时 ，年 均 保 守 收 益 2449 万
元。通过带来稳定收入、
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和增加就业，
为当地的精
准扶贫工作找到了一条可持续、
各
方共赢的新路子。

三看探索
“精准之问”
2018 年 9 月，身为营销部“尖
子”
的虎志文同时接过国网固原供
电公司扶贫的重任，
跟驻村干部一
起走村入户，
找出贫困户致贫症结
并为之开处方。
马湾村是建档立卡贫困村，
地
处西吉县偏城乡南部，因山大沟
深、
道路难行，
被当地人戏称
“十八
弯”。以前村里无产业，土地撂荒
严重，
马湾一度成为宁夏脱贫攻坚
战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
。
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虎
志文在去马湾村调研之前做了很
多功课。
“马湾村要的不仅是脱贫，
还要致富。引进项目不仅要叫好，
更要叫座。要真真正正地让村民

富口袋。
”
虎志文说。
“基于前期的调研学习，我们
都觉得纯回民村的马湾唯有养殖
一条路可走，再围绕养殖搞种植，
配以鼓励性政策。”虎志文和国网
固原供电公司驻马湾村扶贫干部
王钟的决定，
在马湾村播下了一颗
“精准扶贫”
的种子。
“每新建一栋牛棚，国网宁夏
电力给补贴 4000 元，每改建、扩建
一栋牛棚，补贴 2500 元。每修建
一座青贮池补贴 5000 元，种植一
亩青贮玉米补贴 57 元。”马湾村致
富带头人王忠贵说。在宁夏电力
扶贫政策的带动下，
目前马湾村养
牛数量达到 700 多头，较之前翻了
近四番，
养牛户占比已超过百分之
九十。
2017 年，马湾村引进了一个
短 平 快 项 目 ——
“ 月 子 鸡 ”。 从
2017 年至今，国网固原供电公司
已在马湾村投放月子鸡苗两万余
只，扶贫消费月子鸡、月子鸡蛋 36
万元。

2020 年 6 月 19 日，
固原市人民
政府发布通告，西吉县剩余 100 个
贫困村均达到了贫困村脱贫出列
标准。至此，
固原市交出了精准扶
贫的成绩单：全市 624 个贫困村全
部脱贫
“摘帽”
，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由 2012 年 底 的 44.8 万 人 减 少 到
7339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59%。
目前的脱贫工作，
该为未来巩
固脱贫打下什么基础？当扶贫工
作队撤离，脱贫工作告一阶段后，
农村该怎么发展？
“电力是宁夏固原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全国人大代
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固原市市长马汉成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
用电状况的根本改
善是固原扶贫工作的亮点之一。
目前固原地区用电负荷持续增长，
风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基本
全额消纳，
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最近，虎志文在忙着注册“马
湾村月子鸡蛋”绿色商标，成立马
湾村“月子鸡”养殖扶贫车间的同
时，
通过国网电商
“惠农帮”
平台线
上推广西海固农特产品 88 个，月
销售额近 3 万元。
“第一袋小米从农户家中走向
沿海城市仅用了两天时间。”虎志
文说。在他看来，
要想把农村特色
种养业做成支柱产业，
除了要继续
加大对特色种养业的扶持力度外，
还要通过“品牌+触网”，让西海固
特色农产品走得更远更值钱。

数据看西吉 如何啃下电力扶贫
“硬骨头”
西吉县地处“苦瘠甲天下”的
宁夏西海固地区，贫困程度深，贫
困人口多。
“ 风吹石头跑，地上不
长草，天上没只鸟。”这是对曾经
苦难的西海固的俗话表达。
有人说，扶贫之路，行百里者
半九十。在决战决胜的关键阶
段，最后一段“荆棘路”里就有西
吉县。如何啃下扶贫“硬骨头”？
西吉县坚持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与
脱贫并重，推动致富产业做大做
强，精准发挥行业帮扶之力，富民
路子越走越宽。

当地 49.6 万人
能用上动力电
在西吉县新营乡，
玉皇沟村已
实现户户通动力电。玉皇沟村的
马彦彪家是村里第一户通上动力
电的人家。
3 年前，借着扶贫好政策的东
风，
建档立卡贫困户马彦彪家养了
5 头牛。那年村里没有通上动力
电，
给牛粉料必须得到街面的店铺
里，
马彦彪记得很清楚，
粉 100斤牛
饲料需要 5 元钱，有时候还要起个
大早去排队，
一来一回特别麻烦。
2017 年至 2018 年，国网西吉
县供电公司投资195万元对新营乡
玉皇沟村农配网进行改造升级，
新
建配变 3 台，
改造高低压线路 15 公

里，
惠及全村 204 户人，
实现户户通
动力电。
脱贫的临门一脚，
电力部门帮
马彦彪踢起来了。在接入动力电
的同时，大功率铡草机、粉料机也
进了家门，他再也不用愁牛的“口
粮”
不够。
“现在我家牛已经扩栏到
20 头，只需铡草 4 小时就够所有牛
吃一个月，
美得很！
”马彦彪说。
十天前，
马彦彪家三头西门达
尔牛出栏，收入 7 万余元。一头牛
一年就能长成，
年底还完扶贫贷款
后还能净赚十万元。
“乡村发展，电力先行。在农
网改造过程中，
我们走村入户的开
展用电宣传，
顺利解决了困扰村民
生产生活、产业发展、用电安全隐
患、人畜饮水抽水难等问题，让畜
禽养殖等扶贫产业有了坚强的电
力保证。”国网西吉县供电公司经
理王辉说。
2014—2020 年，
西吉县完成电
网建设项目资金 85596.93 万元，
有
效解决了输电网架构薄弱，
末端电
压低的问题。全县295个行政村动
力电实现全覆盖，
可供大型铡草机
等大功率农机具使用的低压三相
动力电全部接通，
居民生活用电入
户率达到 100%。此时此刻，20 多
支农网改造工程队正在西吉大地
上紧急施工，
当地 49.6 万人预计在
10月底全部能用上动力电。

安享阳光红利
2019 年 6 月 30 日 晚 上 10 时
30 分，西吉县偏城乡烂泥滩村光
伏扶贫村级电站并网成功，标志
着该县新建的总容量 2.2 万千瓦
72 个村级光伏电站全容量并网成
功。至此，宁夏西海固深度贫困
地区“十三五”第一批光伏扶贫村
级电站全部并网成功。
为确保光伏扶贫项目第一时
间投运，好早日让建档立卡贫困
户享受“阳光红利”，国网西吉县
供 电 公 司 争 取 项 目 资 金 1289 万
元，改造 10 千伏线路 21 千米，新
架 10 千伏线路 16.5 千米。
王辉给记者算了一笔“阳光”
账，光伏电站按 25 年运行期，按运
维保障有效日照时数每年 1200 小
时、电价 0.65 元/度（含补贴）进行
测算，运行期间累计发电量约 6.6
亿度，电站毛收益约 4.29 亿元。
为助力西吉县早日脱贫出
列，当地电力部门全力做好光伏
扶贫电站项目接网跟踪服务。
“40
多天时间里，我们提前介入项目
选址，引导村级光伏扶贫项目合
理布点，加快配套项目建设，确保
配套电网工程与电站本体工程同
步建成 ，按 预期发电 。”王 辉 说 。
截至 2020 年 7 月底，72 个光伏电

站累计上网电量 3167.89 万千瓦
时,实现发电收入 2059.12 万元。

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10416 元
“现在的马湾可是变化大，养
牛数量达到 700 多头，较之前翻了
近四番，
‘ 月 子 鸡 ’数 量 达 万 余
只。一枚‘月子鸡’蛋卖 1 元钱，一
头牛可卖 2 万元左右，算起来，搞
养殖也能赚大钱。”6 月 22 日，国网
固原供电公司扶贫干部虎志文细
数起了马湾村的家底。
从远近闻名的“烂杆村”到成
为电力扶贫的示范性样本，西吉
县偏城乡马湾村用了 4 年时间。
2017 年，国网固原供电公司
驻马湾村扶贫干部王钟刚来时，
马湾村破烂不堪。主干道路没有
硬化，大部分村民还住在土坯房
里，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
这里的真实写照。
如何带领贫困户发展产业，
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成为困扰
驻村扶贫工作队的难题。利用行
业便利，在解决了马湾村低压台
区“卡脖子”难题后，虎志文和王
钟一起走村入户摸底，到其他县
区发展好的村子学习观摩，四处
寻找让村民“富口袋”的好项目。
“基于前期的调研学习，我俩

都觉得纯回民村的马湾唯有养殖
一条路可走，再围绕养殖搞种植，
配以鼓励性政策。”虎志文和王钟
的决定，给一片死寂的马湾注入
了一剂“活水”。
“每新建一栋牛棚，电力部门
给补贴 4000 元，每改建、扩建一栋
牛棚，补贴 2500 元。每修建一座
青贮池补贴 5000 元，种植一亩青
贮玉米补贴 57 元。”在扶贫政策的
带动下，
村民王忠贵生平头一回燃
起了靠养殖创业致富的信心。从
最初的三五头牛，
到现在的两栋牛
棚存栏 70 余头牛，王忠贵一跃成
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他成立的养
殖合作社，年收入达 50 万元，带动
村里贫困户一起养殖致富。
2017 年，虎志文为马湾村引
进了一个短平快项目——“月子
鸡”。资料显示，从 2017 年至今，
国网固原供电公司已在马湾村投
放月子鸡苗两万余只，扶贫消费
月子鸡、月子鸡蛋 36 万元。
“刚刚，
我又争取了 16 万元扶贫款，打算
在马湾再投放 2 万只鸡苗，9 月份
就能投放到位。”
虎志文说。
6 年来，国网固原供电公司先
后选派近 10 名帮扶队员到西吉县
马湾村、玉皇沟村、大庄村等地开
展定点帮扶工作，累计投入帮扶
资金 162.4 万元，带动当地贫困户
达人均年收入 10416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