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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我国水电行业通过加快
推进贫困地区水电重大项目建设，加大贫困地区水电项目开发扶持力
度，不仅有力带动了当地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推动了区域经
济发展，为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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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之治
文／本刊记者   赵卉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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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9日，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

组顺利投产发电，为我国“西电东送”这一

重大国家工程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

不仅展示了我国大国重器的建造水准，更为

推动脱贫攻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杰

出贡献。

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各朝各代治国

安邦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兴衰与

水密不可分。当下，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已成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重要议题。

一直以来，水因其清洁低碳、可再生等优

势成为我国除煤炭之外的第二大发电源。

目前，我国常规能源的剩余可采总储量

的构成为：原煤61.6%、水力35.4%、原油

1.4%、天然气1.6%（其中水力资源为可再生

能源、按技术可开发量使用100年计算）。从

发电角度考虑，以水力资源的技术可开发量

计，每年可替代1143亿吨原煤。

因此，开发水力资源发展水电，成为我国

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的有效途径，是建设

美丽中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的重要内容，更是有效推动脱贫致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

“大水电”推动区域经济
从金沙江、雅砻江，到大渡河、澜沧江，

再到乌江、怒江等，我国水资源丰富，特别

是西南地区，其中云、贵、川、渝、藏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水资源占到全国总量的

80%。然而，这些地区却没有因水资源的充沛

而得到发展红利。

以凉山州为例，金沙江、雅砻江、大渡

河构成其境内三大水系，其中1000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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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河流13条，1000平方千米以下的河流

300余条。虽然水系众多，但都藏于高山峡谷

之中，水势湍急，洪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

有发生，加之交通不便，导致了凉山州境内多

个深度贫困县的形成。因此，西南地区若想摆

脱贫困，必须转变思路，把会“治水”变成会

“用水”。

由于西南地区多险峰，山势落差大，高落

差导致了水流冲击力大，因此水力发电便成为

西南贫困地区脱贫的首选。

早在201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中就曾明确提出，要科学、合理、有序地

开发贫困地区水电、煤炭、油气等资源，调整

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政策。探索水电利益共

享机制，将从发电中提取的资金优先用于水库

移民和库区后续发展。

随后，2016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水电

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十三五”

期间，全国新开工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

各6000万千瓦左右，新增投产水电6000万千

瓦，2020年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8亿千瓦。

其中常规水电3.4亿千瓦，抽水蓄能4000万千

瓦，年发电量1.25万亿千瓦时，折合标准煤约

3.75亿吨，在非化石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保持在

50%以上。

不难看出，水电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

质电力的同时，还在推进节能减排、改善大气

环境、发展区域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数据，

“十三五”期间，我国核准建设的大中型水

电站中涉及贫困地区的主要有10个，其中国

家核准6个，分别为黄河玛尔挡、金沙江叶巴

滩、白鹤滩、巴塘、拉哇，澜沧江托巴；地

方核准4个，分别为大渡河金川、硬梁包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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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脚木足河巴拉水电站、绰斯甲河绰斯甲水

电站。以2019年核准的金沙江拉哇水电站为

例，水电站位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核准项目总投资309.69亿元，仅工程建设期的

税收贡献就将超过18亿元，运行期间每年还可

为地方政府提供2亿元以上的税收，对当地的

财政支撑作用十分显著。

截至2019年年底，金沙江白鹤滩水电

站、叶巴滩水电站、澜沧江托巴水电站已分别

向当地缴纳各项税费约16.7亿元、8亿元、7亿

元。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的实

施，我国水电行业通过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水电

重大项目建设，加大贫困地区水电项目开发扶

持力度，不仅有力带动了当地公路交通等基础

设施建设，还促进了当地工业、农业、旅游业

等业态的发展，在扩大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将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水电”扶贫精准到位
近年来，我国除了有序推进流域大型水电

基地建设，加快建设大型龙头水电站外，在严

格控制生态环保的基础上，关停了不少存在问

题的中小水电站，其中开发程度较高的东、中

部地区原则上不再开发中小水电，但水电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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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除外。

《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

支持离网缺电贫困地区小水电开发，重点扶持

西藏自治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四省藏

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小水电扶贫开发工作，

解决当地居民用电问题。

从“十三五”初期的统计来看，小水电广

泛分布于我国31个省（直辖市），从各省年末

发电设备拥有量来看，云南省和四川省装机容

量分别达到1107万千瓦和1076万千瓦，位列

全国前2名，广东省和福建省超过了700万千

瓦。全国有小水电的县共1535个，四川省最

多，有157个，云南省117个，湖南省94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93个。不难看出，小水电集中

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其中深度贫困县不在

少数。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表

示，小水电的作用很大，不仅助力贫困山区实

截至2019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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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澜沧江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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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农村电气化，发电的同时还在防洪、供水

等方面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山区脱贫

致富，改善了生态环境。据统计，我国农村生

活能源消耗中煤炭、秸秆和薪柴占80%以上，

通过小水电代燃料工程，400万山区农民实现

了“以电代柴”，户均年减少电费负担300元，

保护了森林面积1400万亩。“十二五”期间，

农村小水电累计发电量超过1万亿千瓦时，相当

于节约3.2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8亿吨。

小水电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助力贫困地

区脱贫奔小康的精准靶向药。

2016年，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印发

了《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试点实施方案》，拟

选取部分水能资源丰富的国家级贫困县，开展

农村小水电扶贫工程试点。采取将中央预算内

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

户的方式，探索“国家引导、市场运作、贫困

户持续受益”的扶贫模式，建立贫困户直接受

益机制。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的

翁干洞水电站为例，2018年，为提升翁干洞

水电站水能资源利用率和安全性能，黔东南州

水务局投资363万元，在翁干洞水电站实施小

水电扶贫改革试点项目，进行增效扩容和生态

改造。这不仅解决了老电站存在的技术问题，

还根据该项目的扶贫工作方案，将电站改造后

的所有发电收益除了保障运行和维护费用以

外，全部用于谷陇镇的扶贫和公益事业，优先

帮扶翁板村和斑鸠村两个苗族贫困村解决其实

际困难，发展集体经济。目前，改造后的翁干

洞水电站年发电总收入约65.52万元，翁板村

50户贫困户参与分红。

根据水利部的统计，2019年中央下达5亿

元投资，用于湖北、湖南、 广西、重庆、贵

州、陕西6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30个农

村水电扶贫工程，建设农村水电装机容量12.5

万千瓦。截至2019年年底，农村水电扶贫工

程累计建设75个项目，投产装机容量37.5万千

瓦，按协议累计上缴扶贫收益1.5亿元，精准

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6.4万户。

国际上的“金字招牌”
从区域扶贫到带动一方经济发展，再到走

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水电工程行家，经过7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水电行业不管是在技术创

新、开发利用，还是在运行管理等方面都取得

了质的飞跃。不久前，刚刚投产发电的乌东德

水电站就是一次对水电工程建造水平的考验。

作为中国第四、世界第七大水电站，乌东

德水电站不仅创下了大坝单位坝顶弧长泄量世

界第一、地下厂房高度世界第一的世界纪录，

还攻克了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800兆帕高

强钢焊接等系列世界级难题，并创下了全坝采

用低热水泥混凝土等多项“全球首次”。

对于世界级难题的一次次突破，不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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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在促进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实现节能减

排方面所做的努力，助力脱贫攻坚的决心，更

是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在水电工程领域的超高

技术水平，这一国之重器为我国“走出去”战

略又增加了一块金字招牌。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指出：“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

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

构，提高开放质量……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出，要

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实

现互利共赢。这其中，水电无疑是“走出去”

队伍中的排头兵。

截至2019年，我国已与全球14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水电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

作关系，参与的已建、在建海外水电工程约

320项，总装机8100多万千瓦，占有国际水电

市场50%以上的份额，其中大部分水电项目分

布在东南亚，并逐步拓展到非洲、拉丁美洲和

南亚。

根据《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

未来，我国还将把水电“走出去”深度融合

到“一带一路”战略中，重点开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战略合作。依托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发挥合作规划的引

领作用，深化与孟印缅巴尼等重点国家的

合作，积极参与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河流

规划及其梯级的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开工建

设。此外，还将充分利用我国和东南亚区域

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我国水电产能 

“走出去”和加强区域水电互联互通创造条

件，促进地区协同发展。

小水电不仅是民生

工程，更是助力贫

困地区脱贫奔小康

的精准靶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