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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小 康

8月2日，位于秦皇岛市区的“秦

皇岛礼物”奥体中心旗舰店慧农帮“出

头石”扶贫产品展台吸引了众多游客，

大家争相抢购玉米油、干香菇等优质农

副产品。

秦 皇 岛 青 龙 满 族 自 治 县 出 头 石

村，是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的对口帮扶

村。为拓展当地农产品销路、帮助村民

增收，按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网冀北电力”）扶贫规划，

国网冀北电力全力推进“贫困地区电气化提升、光伏扶贫项目接

网、精准脱贫驻村帮扶”三大工程，积极投资金、建项目、送人

才，全方位服务贫困地区发展。

昨天看天吃饭   今天靠电脱贫
文／李晓萌

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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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河北省总数的80%。近年来，国

网冀北电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为指导，坚决贯彻河北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全力推进“贫困地

区电气化提升、光伏扶贫项目接网、

精准脱贫驻村帮扶”三大工程，积极

投资金、建项目、送人才，全方位服

务贫困地区发展。截至目前，已帮助

包括出头石村在内的36个定点帮扶村

摘掉了贫困帽子。

因地制宜推进农网改造升级
河北唐山迁安红峪口村村民孙依

平经营着一家中药材专业种植合作社，

以加工生产酸枣仁、柏子仁等中药材原

料为主。每到9、10月，6000余平方米

的厂房里，色选机、破碎机、传送机等

各类加工设备便昼夜不停地运转着，这

是孙依平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时候。

“以前电压低，色选机都带不起来，要

人工分离枣核和果肉，成本大，利润

低。现在几个设备同时工作都互不影

响，生产效率翻了几番。”孙依平难掩

激动。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让村里用电

无忧，更让村民的日子有了奔头。

2016年以来，国网冀北电力对辖

区内贫困区县实施农网改造升级，截

至目前，已完成项目6542项，总投资

46.57亿元，因地制宜推进小城镇（中

心村）电网改造升级等工程，不仅为村

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更为当

地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随着当地不断开发旅游资源，红

峪口景区已经发展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度

周末的网红打卡地，这对用电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国网冀北电力结合当地发展

规划，实施电网改造，新装变压器提升

供电容量。同时，该公司推进精品台区

建设，优化设备选型和施工工艺，让架

空线更整齐、线杆更规范隐蔽，与景区

环境相得益彰。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

曾经以务农为主的村民们也纷纷加入了

旅游业，开民宿、办娱乐项目、卖山

货……曾经，大家一年忙到头，收入

也就一万多元；如今，吃上了“旅游

饭”，年收入翻了两番。

2019年年底，国网冀北电力提前

一年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任务。

相比2015年，冀北地区户均配电变压

器容量由1.35千伏安提升到2.17千伏

安，农网供电可靠率由99.724%提升到

99.800%，综合电压合格率由99.197%

提升到99.799%，“两率一户”指标达

到国家要求。冀北地区县域配电网更加

坚强，供电质量和可靠性大幅提升。

光伏+产业，打好精准扶贫组合拳
2017年6月30日，这一天对于秦皇

岛青龙满洲自治县三星口乡出头石村的

村民来说意义非凡，在一片欢呼声中，

出头石村光伏扶贫电站正式并网发电。

出头石村地处大山深处，村民大

多靠种植玉米或外出打工维持生计，贫

困户平均年收入仅1000多元。自2016

年2月起，国网冀北电力先后派出两支

驻村工作组共六名成员对出头石村进行

帮扶，修桥铺路、建设光伏电站，引导

发展特色产业。

截至2019 年年底，国网冀北

电力累计并网光伏扶贫电站

1872座，惠及贫困人口17.2

万户，有力支持了当地的扶

贫事业。

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与秦皇岛市扶贫

办、秦旅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整合全市贫困地区果蔬、粮油等20余

种优质农副产品，注册了以出头 石村

命名的“出头石”品牌，打造系列特色

扶贫产品，让贫困百姓走上了“抱团发

展”的致富路。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收官之年，完成好脱贫攻坚各项任

务，意义尤为重大。国网冀北电力经

营区域内共有43个县，其中贫困县20

个、贫困村2771个，包含8个深度贫困

县、171个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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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光伏扶贫项目，我们村集

体年收入多了将近6万元！”出头石村

党支部书记陶忠难掩心中喜悦。

出头石村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

地处山区，光照充足，非常适合发展光

伏项目。2016年，在驻村工作队与村

“两委”的努力下，300千瓦村级光伏

扶贫项目和116.4千瓦分布式光伏扶贫

项目落户出头石村。

为确保项目顺利并网，国网冀北

电力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全力

推进配套电网建设。出头石村山路窄，

施工车辆根本无法驶进，绝缘子等小件

物资只能靠人力一件一件背上山，电杆

等大件物资则靠滚木和绞磨运上山。在

国网冀北电力施工人员的努力下，一块

块光伏板终于在出头石村村西的荒坡上

立了起来，成为助力村民脱贫致富的

“铁杆庄稼”。

“大家都说这‘庄稼’只要晒太

阳就有好‘收成’，贫困户每年平均能

赚4000多元钱，收益可靠、稳定又持

久。”陶忠说。2018年9月，村里的47

户贫困户靠光伏发电收益脱了贫。

近 年 来 ， 国 网 冀 北 电 力 充 分 发

挥产业优势，启动“阳光扶贫接网行

动”，大力支持光伏专项扶贫，确保扶

贫项目早接入、早受益。截至2019 年

年底，国网冀北电力累计并网光伏扶贫

电站1872座，惠及贫困人口17.2万户，

有力支持了当地的扶贫事业。

立起的“铁杆庄稼”增加了贫困

地区的收入，但只有增强贫困户“造

血”功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

题。国网冀北电力各级驻村工作组结合

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帮助贫困村

研究制定发展规划，明确主导产业，

用好扶贫政策，打造保障型、普惠型、

增益型产业支撑，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

以蔚县孟家堡村为例，驻村工作

组依托国网冀北电力的地缘优势，促

成了与省农业龙头企业唐山乐丫农业公

司合作签约，推进“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创立孟家堡贡米品牌扶贫产

业。签约当日，唐山乐丫农业公司以高

出市场价0.4元的价格收走了村内3万多

斤滞销的谷子。

相隔不远的西窑头村则结合自身

实际，搞起了特色“农家乐派饭”模

式。“派饭”产业发展至今，村“两

委”牵头在网上注册了派饭公司，村里

的派饭点已从最初的3户增至10户，外

地的客人都需要提前一周在网上预定。

工作队还联合村“两委”发展“扎花”

产业。他们从城里请来了花艺师，教授

村民扎花工艺，并因势利导成立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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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花艺体验工厂”。目前，村里近30

名老弱人员、妇女学会了扎花，其中7

名工艺精湛，被学校、幼儿园聘为扎花

体验课的指导教师，有了额外的收入。

扶志又扶智，点燃脱贫致富决心
如何让扶贫工作不仅落实在物质

上，而且让扶贫村产生内生动力？国网

冀北电力驻张家口蔚县孟家堡村第一书

记任燕鹏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驻村工作组清楚地记得刚到孟家

堡村时的情景，村委会大院几近荒废，

房屋破败不堪，窗户也残缺不全，村里

各处零星散落着土坯房。20世纪90年

代，孟家堡村依靠煤炭储量大的先天优

势，进行大量煤炭采掘，一时风光无

限。2008年大部分煤矿关闭后，该村

经济形势急转直下，2015年人均收入

仅2200元。

驻村工作组下定决心，要提升村

民的“精气神”，让这个落魄山村“重

聚人气”，点燃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和

决心。“通过强党建给孟家堡留下一个

好班子、留下一套好制度。通过强党

建，把乡亲们的精气神激发出来，让

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志气和信心树立起

来。” 任燕鹏为自己设定下了目标。

驻村工作组扎根村里，与村“两

委”从民意、民风、民俗、民望四个方

面，实施党建示范村创建策略。规范村

“两委”运作，根据孟家堡村实际，创

造性地提出《十上三议两落实》民主议

事工作新流程，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凝聚起助推发展的强大合

力。建起民风街、党建文化长廊、村史

馆、党员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基础设

施。为合理分配光伏收益，创新性提议

制定《“双向积分·美丽家园”管理实

施办法》。

此外，国网冀北电力还充分发挥

管培中心等师资资源，遴选多名优秀教

师，在孟家堡开设“电亮希望  冀语未

来”暑假支教课堂，并签署3年支教合

作协议，指导村民和孩子提升脱贫的能

力素质。一系列举措让孟家堡村村民有

了脱贫致富的盼头和劲头，并成为具备

省级示范水平的脱贫示范村。

目前，经过认定，冀北地区36个

定点帮扶村已经全部脱贫摘帽。2020

年，国网冀北电力将加大驻村工作组

间的沟通交流力度，实现优质资源和

信息及时共享，千方百计为扶贫干部

排忧解难、创造条件，实施好、发挥

好乡村治理生力军作用。坚持“扶志

扶智”并重，帮助帮扶村完善党支部

活动阵地，扩大“冀语未来”扶贫支

教活动影响。

2017年7月8日，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员工到隆
化县韩麻营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检查设备运行
情况（图1）。
2019年2月26日，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员工在
丰宁县官梁村为贫困户上门服务，维修用电
设备（图2）。
2019年10月17日，国网承德供电公司驻村工
作队走进西南山社区南山小学进行扶贫支教
活动（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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