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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见证了这段伟大历程，满怀豪情地参与了这

段伟大历程，用心用情用力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

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上下同心、

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

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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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豪情地参与了这段伟大历程，用心

用情用力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

坚人民战争，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上下

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

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

精神。

全面扶贫，用情谱写新奇迹
“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

为急。”

语出宋代吕本中的《官箴》，意

思是，善于处理事情的人，不会把聪明

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尽心尽力放在第一

位。

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要

求的，更是这样亲力亲为、率先垂范

的。正是有了以总书记为代表的众多党

员干部的全情投入、倾情付出，广大群

众的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我们才战胜

了绝对贫困，收获了今天的甜美果实。

一方面，贫困地区整体面貌发生

历史性巨变。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千

米，新增铁路里程3.5万千米。贫困地

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

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

100%，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

98%。790万户、2568万名贫困群众的

危房得到改造，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

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套，960多万

人“挪穷窝”。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

部整族脱贫。

另 一 方 面 ， 无 数 人 的 命 运 因 此

而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

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

家的人口脱贫。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

到分类救治，曾经被病魔困扰的家庭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

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世人做出了

上述庄严宣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

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展开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经过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

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

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

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我们有幸见证了这段伟大历程，

《关于积极发展小水电建设中国式农村电

气化试点县的报告》

《关于加快农村改灶节柴工作的报告》

改善农村地区煤炭供应，初步改善农村缺

柴状况。

1983年
中国主要能源扶贫政策回顾
1980年，我国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并正式开启能源扶贫工

作。至今，能源扶贫工作已开展40年，在这个过程中，能源

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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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

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

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

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调

动广大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

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

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坚持求真

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

贫、脱真贫。

这个理论，处处闪烁着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是

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

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必须长

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挺起了生活的脊梁。近2000万名贫困

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

多万名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

和护理补贴。110多万名贫困群众当上

护林员。

“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

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

语出《黄帝内经·素问》，意思

是说，疾病有“标”“本”之分，知道

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正确治疗、

万无一失；如果不懂得疾病的标本关系

就治疗，那就是胡乱诊治、盲目医疗。

在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特

色反贫困理论”这一重要论断，揭秘

了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可以理解

为“七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为

《关于实施“电力扶贫共富工程”的通

知》

《电力扶贫共富工程实施意见》

依托电力扶贫共富工程，通过整顿农村电

价、农村电力体制管理改革、电网改造等

措施，着手解决农村用能短缺问题。

1994年
《关于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意见》

把农村能源建设纳入各级国民经济计划。

1986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到20世纪末，解决无电县、无电村和无

电户通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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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 非 其 难 也 ， 持 之 者 其 难

也。”

语出《淮南子·道应训》，意在

告诉人们，取得胜利并不是最难的，保

持胜利、巩固胜利成果更艰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这个起点，擦亮了奋斗的底色，凝

聚着迈向更好生活的力量。

因此，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

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

一方面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让脱贫

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多措并

举，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另一方面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

重大任务，其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

于脱贫攻坚。

未来，我们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

任重道远，要继续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

神，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能源扶贫，用心搭建保障线
在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中，能源

行业发挥了基础性保障作用，对贫困地

区的经济拉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显著增

强了贫困地区的长效“造血”能力。能

源扶贫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

能源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

民的精神宗旨。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

用电条件大幅提升。2015年，全面

完成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解决了

4000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在发

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了人人有电用。

2019年年底，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提前达到预定目标，完成160万口农

村机井通电，涉及农田1.5亿亩；为3.3

万个自然村通上动力电，惠及农村居民

800万人。2020年上半年，提前完成了

“三区三州”、抵边村寨农网改造升级

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显著改善了深度贫

困地区21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1900多

万名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用电条件。

其次，光伏扶贫见效快，带动脱

贫效果明显。光伏扶贫开辟产业扶贫

新业态，被列为国家“精准扶贫十大

工程”之一，全国累计建成2636万千

瓦光伏扶贫电站，惠及近6万个贫困

村、415万贫困户，每年可产生发电收

益约180亿元，相应安置公益岗位125

万个。“光伏+产业”持续较快发展，

农光互补、畜光互补等新模式广泛推

广，增加了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收入。

能源开发建设为贫困地区创造了大量

就业机会，发挥了重要的脱贫带动作

《关于加快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

保证农村供电的经济、可靠和安全，解

决“用得起电”的问题。

1998年
《可再生能源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无电地区电力建设

有关问题的通知》

将新能源开发利用纳入无电地区电力建设

统筹规划，提出“大电网延伸不到的（地

方），可通过光伏发电、风电来解决”。

2006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到2020年，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行业扶贫中，要重视能源和生态环境建

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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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最后，能源资源优势逐步转化，

贫困地区发展后劲增强。2012年以

来，贫困地区重大能源项目累计投资超

过2.7万亿元，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增加了财政收入。比如，西部贫困

地区输电通道累计投资3362亿元，外

送电量超过2.5万亿千瓦时，直接收益

超过8600亿元；新建煤矿累计为地方

增加财政收入28亿元以上；贫困地区

累计开工建设大型水电站31座、6478

万千瓦，现代化煤矿39处、年生产能

力1.6亿吨，清洁高效煤电超过7000

万千瓦，合计增加就业岗位超过10万

个。

电力扶贫，用力当好先锋官
在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有能源领域的39个集体和32名同

志获得了表彰，他们之中多数来自电力

我国光伏扶贫历年规模

从2015年光伏扶贫在安徽开始试点算起，到2020年2月国家能源局宣布项目建设正

式收口，光伏扶贫共进行5年，项目规模超过1910万千瓦，帮扶贫困户407万户。

万千瓦

6省（区）

2015 150

万千瓦

14个省区

2016 516

万千瓦

14个省区

2017 428.6

万千瓦

15个省区

2019 167.3
全年装机容量

项目分布地区

《关于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

利用6年时间组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方

案明确了光伏扶贫工作的目标、形式、原

则、工作步骤及保障措施。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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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秭归县九畹丝绵茶业有限公司制茶
车间，两条电气自动化生产线成功合闸运
行。烧柴、烧煤制茶不容易控制温度，“煤
改电”实现了精准控温控时，制茶品质和茶
叶加工能力提高50%以上。

>>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冠朝镇社下村，电力
工人正在进行电网改造升级施工作业。

>>

封面策划Articles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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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别是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

电工作部，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的荣誉称号。可见，电力扶贫在脱

贫攻坚的伟大战争中，起到了先锋官的

作用。

首先，电力扶贫为贫困地区织起

了一张民生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脱贫攻坚

的重要位置。“十三五”期间，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累计投资7775亿元，

提前一年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任务，解决了一大批供电卡脖子、

低电压、主网联系薄弱问题。投资近

2000亿元，全面完成了“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和中西部381个国家级贫

困县改造升级、抵边村寨电网建设任

务，彻底改变了贫困地区电网面貌。

建成川藏、青藏、藏中、阿里四条

“电力天路”，形成了覆盖西藏全区

的统一现代化电网，实现大电网延伸

覆盖所有县城；建成青豫、吉泉等特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

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逐步扩

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清洁煤供给。

2016年
《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设 推进脱

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设定光伏扶贫新目标：到2020年，保障200

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包括残疾

人）每年每户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完善居民用能基础设施，精准实施能源扶

贫工程，切实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大

力发展农村清洁能源，多管齐下，形成合

力，以实现全民共享能源福利。

2018～2020年“三区三州”电网建设情况

累计投资

304 亿元

累计投资

17 亿元

共建成工程

7957 项

共建成

110 千伏及以下项目

681 项

新建或改造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19 座

新建或改造

10 千伏配电变压器687 台

10 千伏及以上线路

900 千米

新建和改造

35 千伏及以上线路

1.2 万千米

新建和改造

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6.9 万千米

惠及

198 个贫困县

443 万户

1777 万居民
资料来源：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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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本刊记者于涛执笔）

高压输电通道，组织西电东送1.2万亿

千瓦时，有力推动了西部贫困地区的

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其次，电力扶贫为贫困地区织起

了一张幸福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必

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

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6亿元，统筹推进产业扶贫、消费

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救助、公共设

施建设等。经过不懈的努力，定点扶

贫的“四县一区”和地方政府安排的

2029个扶贫点全部按期摘帽出列，贫

困人口全部清零。

最后，电力扶贫为贫困地区织起

了一张光明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光伏发电扶贫，一举两得，既扶了

贫，又发展了新能源，要加大支持力

度。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面落实总书

记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光伏扶贫政策，

累计投入41亿元，特事特办、开辟

绿色通道加快配套电网建设，保障了

2268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同步并网发

电，转付国家补贴182亿元，为贫困群

众带来稳定收益。在湖北、青海定点

扶贫的“四县一区”投资7亿元，捐建

254座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3.0亿

千瓦时，产生收益2.5亿元，为36万贫

困人口脱贫致富提供了一份“阳光存

折”，成为全国光伏扶贫标杆工程。

依托电商公司搭建全国光伏扶贫信息

监测中心，接入全国22万座光伏扶贫

电站数据，实时监测8.1万座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提升电站发电能力8.24个百

分点，有效保证了光伏扶贫健康稳定

发展。

脱贫攻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中的“逗号”，我们用取得的伟大

历史性成就写下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叹

号”。展望未来，为圆满实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我们

将永不懈怠、一往无前，继续书写新的

伟大奇迹。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

理办法》

探索多元的能源扶贫利益分配机

制，切实建立持续获利机制。

2017年
《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精准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进一步支持贫困地区能源

发展助推脱贫攻坚行动方案

（2018~2020年）》

到2020年，贫困地区能源资源

开发有序有效推进；贫困地区

能源普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达到或接近本省(自治区、直辖

市)平均水平；完成西藏等地区

农村通动力电，实现全国贫困

地区农村动力电全覆盖；行业

内各单位、各部门负责的定点

扶贫县全部摘帽。

2018年
《关于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要

点的通知》

在风电平价上网项目布局及竞争

性配置有国家补贴风电项目方面

向贫困地区倾斜，积极推动四川

凉山、甘肃通渭大型风电基地建

设。

2019年

封面策划Articles
Cover

广东省阳江市织篢农场“光伏+养羊”项目基
地的养殖职工。

从空中俯瞰江苏省仪征市大仪镇老坝村“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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