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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本刊特约记者   袁雨湉   米雪   姚兴望

凉山有   方
为了摆脱贫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挖掘本地资
源，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能源电力就是
这里寻找到的一剂脱贫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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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简

称“凉山州”）发生了一起泥石流灾

害。由于预警及时有效，当地政府及

时组织23户58人转移，实现了成功避

险。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凉山州成功

避让的第18起地质灾害。

凉山州和洪水“过招”可以追溯

到上古时代。大凉山地区至今仍流传着

一个故事：在史前大洪水来临前，天神

给居住在此的居木三兄弟不同的避难建

议。最后，只有心地善良的老三获得了

正确的建议，成功躲避了洪水，并和天

神的三女儿结婚。他们的大儿子就是凉

山彝族人的祖先。

今天，凉山州仍是中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这里多山且地形复杂，各地都呈

现出明显的立体气候。但总体看，凉山州

的气候干湿分明，年均气温保持在16摄氏

度～17摄氏度。“群峰嵯峨，四时多寒”

的特点，也是这里得名“凉山”的原因。

气候和地理条件也禁锢了凉山州

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内陆地区进行热

火朝天的经济建设时，凉山州却由于交

通不便和设施落后而“踽踽凉凉”。根

据凉山州扶贫办的统计，2000年，凉

山州贫困人口为169.28万人，农民年人

均纯收入仅为1361元。

为了摆脱贫困，凉山州开始挖掘

本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

业。能源电力就是这里寻找到的一剂脱

贫良方。

      掘金西南水电宝库
第一次到凉山州的人，大都会对

这里的深谷、陡坡以及随处可见的悬崖

印象深刻。地势带来的巨大落差，加上

来自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大流域

的充沛水源，使让水电开发成为凉山州

脱贫战略的首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

已开始勘测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

水能，规划开发“三江”水能资源。

到20世纪70年代，凉山州已有电站建

成。但受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限

制，水能资源并没有获得大规模、高水

平开发。

20世纪90年代，相关部门重新开

始考察“三江”流域的水能资源，敲

定了8810万千瓦的干流水电开发量，

其中，凉山境内或界河水能约为5300

万千瓦，居“三江”流域水能开发量

之首。

2005年，凉山州召开第一次水电

开发大会。会上，凉山州明确“水电资

源是凉山第一资源，水电产业是凉山第

一产业，水电经济是凉山第一支柱”等

目标。自此，总装机6000万千瓦的水

电能源基地建设全面启动。

除了“三江”干流，当地中小河

流的水能开发力度也进一步加强。据统

计，凉山州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

的河流有149条，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

量超过1000万千瓦，占全州水电可开

发量的14.3%以上。

截至2018年年底，凉山州已建

成水电装机2608万千瓦、在建水电站

2998.7万千瓦。

2020年是凉山州水电的“丰收

年”，两个大型水电项目让这里备受

关注。

其中之一是位于西昌以东180多公

里的白鹤滩水电站。这座电站是金沙

江下游干流河段梯级开发的第二个梯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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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也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水电工

程。建成后，电站年均发电量预计为

625.21亿千瓦时。

从白鹤滩水电站向南200多公里，

则是总装机容量1020万千瓦的乌东德水

电站。电站首批机组已于今年6月29日

投产发电，所有机组将于2021年7月前

建成投产。尽管仍处于建设期，但电站

已经开始承担防洪任务。在今年夏天的

抗洪中，乌东德水电站发挥了拦截及削

峰作用，减轻了三峡水库的防汛压力。

预计到“十三五”末，凉山州清洁

电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4045万千瓦以

上。其中，水电装机3141万千瓦，是本

地能源供给和电力外送的主要来源。

凉山州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水能资源，已探明
能源、矿产资源400多处（上图），水能资源
超过5300万千瓦（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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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原“种”光伏
不久前，凉山州迎来了彝族一年

一度最隆重的节日——火把节。长期

居住在高寒山区和低谷丘陵地带的彝族

人，沿袭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传

统。他们信仰万物有灵，崇拜火代表的

太阳，也崇拜水代表的月亮。

但和热闹的火把节不同，月亮更多

出现在彝族的民间文艺中，当地人喜欢借

月亮表达思乡之情，或寄寓美好愿望。凉

山州首府西昌的另一个称呼为“月城”，

也被认为是人们对月亮的崇拜。

但也有人认为，“月城”这个名

字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海拔高，加之

大气中悬浮物质少，空气透明度高，所

以西昌的月亮一直以“大而明亮”著

称，西昌是名副其实的“月城”。

良好的透明度和高纬度，也适宜

发展光伏和光热。数据显示，凉山常年

日照数为2431.4小时，且光热条件好，

被誉为“天然的塑料大棚”。每年12

月至次年4月，是凉山州全年日照最强

烈的时期，这5个月的月平均日照数可

达200小时以上。

早在2006年，凉山州就正式启动

光伏项目建设。当年10月，凉山州成

立新能源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风

能、太阳能开发建设组及生物质能源开

发建设组。但此后2年，受多种因素影

响，新能源没有获得大规模开发。

直到2008年5月，西昌市才建成太

阳能聚光型并网示范电站一期工程主体

部分，这个项目由20台单体小型设备

组成。2010年3月，凉山州启动“金太

阳示范工程”，并申报了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省级示范城市。2012年年底，

西昌、宁南两个市县成功获批，并获得

中央补助资金2307万元，2013年，相

关项目开始实施建设。

2015年，随着我国全面打响脱贫

攻坚战，凉山州的“光伏+农业”模式

也被开启。一些不适宜种植的土地，开

始让位于新能源项目。当年12月，在

凉山州冕宁县的一块土地上，一排排蓝

色的光伏板取代了这里曾经收成不好的

玉米。自此，当地农民不用再依靠农作

物，而是通过“种植”在这里的10兆瓦

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获得更多收入。

这 个 项 目 也 是 凉 山 州 第 一 个 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站。此后，“光伏扶

贫”成为凉山州的另一种能源开发模

式，当地诸多村镇都因此受益。截至

2019年12月底，凉山州已全面完成

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下达的

“十三五”光伏扶贫计划，60个总装

机13.2万千瓦的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建成

并网发电。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位于冕宁县的和爱乡星火村，就是

一个受益于光伏扶贫政策的山区村庄。

星火村地处雅砻江东岸的锦屏山

上，与甘孜州隔江相望。过去几年中，

政府给家家户户安装光伏板，解决了无

电问题。

但光伏发电并非“一本万利”。

受雅砻江自然条件的影响，雨季经常有

滑坡落石，会损坏光伏板，村民们大都

又不具备专业维护光伏板的知识，光伏

板损坏以后不能及时更换，零件得不到

维护；使用时间长了以后，“晒”了一

天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维持一家不到三

个小时的照明。

星火村不是个案。由于地势险峻，

峭壁陡坡随处可见，村落分布广而散，

地理位置偏僻，冕宁县有“三乡十村”

都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三乡十村”的

农配网项目也因此被国网凉山供电公司

纳入“三区三州”电网改造项目。

近年来，“三区三州”电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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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农网改造

升级等项目，均是国网凉山供电公司

“十三五”期间的重点项目。 

据 统 计 ， 国 网 凉 山 供 电 公 司 对

上述项目的投资达到67.59亿元，其

中，“三区三州”电网建设项目在

2018~2019年累计投资28亿元。经过

建设，供区内农村户均配变压器容量

从0.87千伏安提高到2.07千伏安，供电

可靠率从99.6%提升到99.8%，综合电

压合格率从99.3%提升到99.9%，均达

到或超过国家标准。最终，8.3万用户

从“无电”实现“有电”，38万人从

“用上电”转为“用好电”。

“用好电”的内涵，除了表现在

供电可靠性、综合电压合格率等数据指

标上，还体现在更智能的安全管理和用

电服务中。

近年来，国网凉山供电公司快速

推进输电运检大数据智能巡检、无人机

协同巡检、低轨同步卫星、网络行波测

距、输电移动作业终端等应用。同时，

通过全面推广“网上国网”，实现线上

办电，全力拓宽微信、支付宝等线上缴

费渠道。

就在今年汛期到来前，国网凉山

供电公司刚与凉山州气象局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开启了共建电网气象联络平台

的建设。这个平台将整合供电服务平

台、调度平台等信息，并将获取的气象

分析预测“六要素”基础数据，及时提

供给处于火灾、汛灾、地灾等隐患区域

内的输变电设备管理单位，实现更精准

的灾害预警。这个平台既是帮助“用好

电”进一步落地，也将成为电网大数据

跨界应用的新案例。

凉 山 州 阿 吼 村 位 于 3 0 0 0 多 米 的 山 腰 上
（左上）。2016年后，国网四川电力加快
电网建设，还打造“公司+合作社+农户+
电商”等产业发展扶贫机制，改善村民生
活（右图 摄影/蒋志明）。今天，73栋异
地扶贫搬迁房已经成为大山深处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左下 摄影/付承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