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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生态的结晶蜂蜜维生素丰富，营养
价值高，市场上很难买到。”9月4日，国网郴
州供电公司在食堂区域设立的“扶贫济困 ·
国网情深”扶贫农产品专柜上，摆满了各类

“土味十足”的农产品。这些来自桂东县寨前镇
红光社区、新桥村、安仁县承坪乡乐江村等国
网郴州供电公司驻点扶贫村的农产品种类繁
多，有甜玉米、花豆、黄糍粑、桂东禾花鱼
米、优质米、笋干、黄菌干、野生蜂蜜等，均
为绿色有机食品。

为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国网郴州供电公司
爱心订购了这批产自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举行
了扶贫农产品进食堂活动，号召公司职工积极
参与。该公司职工参观农产品展台，详细询问
了农产品种养殖情况、能否通过邮寄的方式发
货、购买后多久能收到产品等。大家纷纷排队
购买，面带笑容地将一袋袋农产品带回了家。

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
特色扶贫模式。近年来，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大
力开展“扶贫济困，国网情深”贫困地区农产
品爱心订购活动。2019年，该公司组织综合服
务中心、工会、员工购买驻点村安仁福星村大
米、桂东县新桥村和红光社区的黄桃和甜玉米
等产品 100.68 万元；2020 年 1-6 月，该公司消
费扶贫金额达121.1万元，以消费贫困村农产品
的实际行动助力贫困村和贫困户增收，积极帮
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营造了人人
关心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良
好氛围。

“就业是脱贫的重要路径，我们创新性地将
‘定向培养’运用到扶贫工作中，招收贫困高中
毕业生定向委培43人，招聘应届贫困大学生就
近就业23人，开拓出一条‘教育+就业’的特
色扶贫之路。”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桂建
华介绍。

家住桂东县普乐镇东水村的刘国强，就是
“教育+就业”扶贫政策受益者之一。由于父亲
因车祸左手受伤，失去了劳动能力，母亲又患
有面部神经炎，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刘国强
兄妹的读书费用将整个家庭拖入更大的窘境。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国网郴州供电公司按照教
育扶贫相关政策，对其进行定向委培，送入长
沙职业技术学院就读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
与维护专业，毕业之后安排工作。

“除了负担读书期间的学杂费，我们还为贫
困学生提供寒暑假的实习岗位。实习期间工资
按80元/天发放，帮助他们减轻家庭负担。”桂
建华说到。

从普遍服务到精准扶贫，从夯实电网基础
到助力产业兴旺，从“输血”到“造血”，国网
郴州电力公司把扶贫的使命与责任扛在肩上，
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中，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脱
贫攻坚战，在湘南大地绘就了一幅电力扶贫的
绚丽画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国
网郴州供电公司将慎终如始，以冲刺攻坚、决
战决胜的姿态，为助力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国网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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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优势 电力扶贫助推发展

电力是经济建设的“先行官”，是脱贫致富的
重要保障要素。为做好扶贫工作，国网郴州供电公
司努力探索富有电网企业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
一方面通过加强乡村电力设施建设，实施农网升级
改造工程，满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推进光伏扶贫项目，让遍布山
区沟壑的光伏扶贫电站，成为名副其实的脱贫致富

“造血干细胞”，帮助贫困乡村精准脱贫。
自2016年以来，国网郴州供电公司按照“密

布点、短半径”“先布点、后增容”的原则，投资
2.77 亿元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206.7 公里、配变
935 台、低压线路 1328.2 公里，完成供区内全部
213个贫困村（含自供区贫困村改造）的电网改造
任务。供区内贫困村平均户均容量由1.13千伏安/
户提升至2.16千伏安/户，低压供电半径由1.6公里
降 至 0.8 公 里 ； 综 合 电 压 合 格 率 由 2016 年 的
99.599%提升至 2019 年的 99.698%，供电可靠率由
2016 年的 99.776%提升至 99.821%。2020 年，该公
司按照“先运维后建设”的原则，针对部分贫困村
存在低电压现象，落实网改资金698万元，整治8
个村10个长期低电压台区，落实运维配套资金700
万元，整治 5 个县 53 个村 125 个台区，切实解决
2348个贫困户低电压问题。

农村电网架构“强筋健骨”，让扶贫产业有了
充足可靠的电力保障，贫困乡村种植业、养殖业、
农作物深加工产业蓬勃发展。

玲珑王茶业开发有限公司是桂东县最大的农业
龙头企业，也是当地扶贫性企业，其2000吨茶叶
加工厂原来设计的主要用能为“生物质颗粒”与

“电能”，生物质热风炉占地面积大、燃烧材料需求
量大、环境污染严重、费用昂贵。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国网桂东县供电公司多次
到桂东县玲珑王茶业开发有限公司积极推广电能替
代，从优化用电、负荷分配、节省成本方面考虑，
提出合理化建议，为该企业桥头乡茶叶加工基地建
立了一条10千伏专线供电线路，清泉镇茶叶加工
基地建立两条10千伏双回路专用供电线路，并建
立环网柜，“以电制茶”有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2019 年，国网桂东县供电公司还帮助桂东县
玲珑王茶业开发有限公司对生产设备进行节能改
造。与之前的锅炉相比，每年可为企业节省费用
11万多元，提高20%~35%的热能，节省40%~55%
的耗能，每年为企业带来综合经济效益280万元。

为加快桂东县农业产业发展，国网郴州供电公
司投资236万元，通过35千伏及以下业扩配套基建
项目包，解决桂东县桂东玲珑王、藏香猪2个产业
扶贫项目外部接网工程，为当地增加贫困户就近务
工岗位300余个，带动2600余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脱贫，实现了企业增效与产业脱贫的双赢。

扶贫，“输血”只能管一时，“造血”才能行得远。
在安仁县金紫仙镇福星村，一排排蓝色采光板

梯级错列分布，和湛蓝天空辉映，昔日荒山蜕变成
一道风景线。

福星村是省级贫困村，2017年4月，在派驻福星
村扶贫工作队的带领下，福星村干部群众放开手脚，
建设了光伏发电站。目前，福星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达
到300千瓦，共投资230万元，每年给村集体增收30
余万元，更有43户贫困户享受光伏产业链接红利11
万元，实现了福星村全体村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
保险全部由村集体购买，60岁以上村民每人每季享
受50斤大米、5公斤食用油的福利。

光伏电站提供清洁能源，还铺就阳光扶贫康庄
路。为推进光伏扶贫，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建设并网
结算的扶贫光伏电站1067个，总建设规模2.68万
千瓦。其中，村级电站 （含联村） 99个，建设规
模2.39万千瓦；户用电站968个，建设规模0.29万
千瓦。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结算光伏扶贫上网电
量5606.46万千瓦时，电费2522.67万元，转付财政
补贴 2312.24 万元，结算率、补贴转付率均为
100%。贫困群众拥有了一座座“阳光银行”，增加
了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脱贫攻坚战号角吹响后，国网郴州供电公
司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首
要民生工程和头等大事来抓，以战略思维谋大
局，以系统思维汇合力，构建了“党委主导、分管
主抓、部门主责、专业主战、基层主攻、全员主
动”的“大扶贫”工作格局。

国网郴州供电公司自 2017 年成立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以来，强化扶贫工作责任落实、组织
保障、监督考核、效果跟踪，及时调整领导小组
成员及职责分工，每季度召开党委会议（总经理
办公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扶贫
工作；每年度组织编制《扶贫攻坚工作实施方
案》等系列工作方案；开展扶贫日活动及扶贫工
作“媒体开放日”活动；开展扶贫攻坚工作突出
问题专项排查整改及扶贫攻坚“回头看”问题排
查整改工作……

安仁县承坪乡乐江村所辖贫困户143户、
545人。2015年，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对乐江村开
展驻村帮扶，并派驻驻村队员2人，该公司职工
李斌担任了乐江村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进驻以来，确定了“强党建、抓
基础、壮产业、谋发展”的工作思路，拉开了乐江
村全方位“蝶变”的序幕。

驻村队员将国网郴州供电公司的党建成果
运用到乐江村村委党建工作中，打造党建宣传
阵地、村级文化长廊和党员爱心教室，加强党员
思想建设，提升村支两委和党员干部治理能力，
帮助该村村委成功摘帽“软弱涣散组织”，提高
了党支部的扶贫战斗力。

国网郴州供电公司累计投入驻点帮扶村电
网建设资金163万元，实现乐江村“两率一户”
水平满足行业脱贫验收标准，为乡村振兴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电能保障；对乐江村投

入帮扶资金30万元建成村级服务中心，让村民
有事就能找到干部、得到答复、解决问题；争取
政府扶贫项目建设资金近900余万元，完成承
新、盘塘等多条村级公路、2个中型水库加固、
800 余亩高标准农田、攸陂渠修缮等项目的建
设改造，实现全村硬化公路全覆盖，彻底改变了
乐江村基础设施差、贫穷落后的根本现状。

扶贫工作队进驻前，乐江村村集体每年收
入不到4万元，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年轻人纷
纷外出务工。

村里经济该如何突围？面对困局，第一书记
李斌经过半年的走访调研和查阅资料，为乐江
村找到了一条“种养一体化生态循环农业”的发
展路子。

生锋家庭综合农场是乐江村最大的中药材
种植基地，枳壳种植面积近400亩，防虫除草是
该农场负责人李锋最头疼的事。

李斌查阅大量资料发现，三花鹅以枳壳林
里的害虫和杂草为食，产生的粪便又可作为枳
壳的天然有机肥。2019 年，通过李斌的积极争
取，乐江村村委和国网郴州供电公司采用共建
的方式引进了三花鹅养殖项目，共同出资建设
近1000平方米的鹅舍，与生锋家庭综合农场一
道建设“畜禽养殖—有机肥—中药种植”的循环
型农业生产模式。贴上了有机标签的枳壳和三
花鹅市场价格翻倍，2019 年，生锋家庭综合农
场的利润突破了150万元，同比增长30%。有了
充足资金，李锋进一步扩大农场生产规模，为乐
江村30个贫困户带来了工作岗位。

在外学习了生猪养殖技术决定回乡创业的
乐江村民李安平，在李斌的极力推荐下，将养猪

场的位置定在了生锋家庭综合农场的上方。目
前，该生猪养殖场通往生锋家庭综合农场的有
机肥料输送管道已经建成，未来，乐江村将加强
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打造“畜禽养殖—沼
气－有机肥－中草药、蔬果种植”的农业产业链
条。

“今年，乐江村村级集体收入预计超过 10
万元。农业产业发展已经辐射带动80户群众稳
定脱贫，实现全村近百名闲置劳动力家门口就
业。”李斌介绍。

教育扶贫才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兴学才
能托起乡村未来。

小唐是乐江村的“学霸”，2019年6月，他以
全县第七名的成绩考上了安仁县一中，却因家
贫决定辍学跟着亲戚南下务工。国网郴州供电
公司得知情况后，为小唐提供了每年8000元、
高中三年共计24000元的教育扶贫资金，帮助
小唐重返校园完成学业。

为改善乐江村的教育基础，2019 年，国网
郴州供电公司联合郴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出资5万元在乐江村中心小学建设了“国网希
望书社”，为该校120名学生提供近万册图书、
阅览场所和能源科普试验台。

乐江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国网郴州供电
公司倾力帮扶驻点、结对贫困村的缩影。据统
计，该公司各级党员干部126人与252户贫困户
组成帮扶结对，对贫困户实行一户一本台账、一
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做到对症下药、精
准施策；开展“心系扶贫，国网情深”爱心募捐活
动，募得扶贫捐赠资金19.81万元；开展捐赠项
目扶贫，共投资173.2万元，用于包括驻点村、结
对帮扶村在内的8个贫困村扶贫项目建设，为
贫困村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5年以来，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及其下属
县公司先后承担了安仁县承坪乡乐江村、金紫
仙镇福星村，桂东县寨前乡红光社区、新桥村4
个驻点村扶贫攻坚任务，驻派8名驻村干部，投
入及引进帮扶资金1268.51万元，帮助4个驻点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327户1083人实现了“户脱
贫、村出列”，综合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的
9.68%降至 0.12%。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在 2018
年、2019年度全市重点工作绩效评估中被评为

“优秀”，派驻安仁金紫仙镇福星村工作队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郴州市先进驻村
工作队”，该公司职工肖德利被评为“郴州市
2019年度优秀驻村帮扶干部”。

善行致远 特色扶贫惠泽乡村

精准施策 驻村帮扶助农增收

在我市波澜壮阔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图景中，有一抹亮色照亮了小康路，点亮了农村贫困群众拥
抱新生活的希望——那是电力扶贫带给乡村的勃勃生机。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国网郴州供电公司充分发挥技术与专业优势，制定实施农网改造、光伏扶贫
工程，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脱贫村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安仁县乐江村为国网安仁县乐江村为国网
郴州供电公司送锦旗郴州供电公司送锦旗

20202020年年44月月1313日日，，国网郴州供电国网郴州供电
公司对桂阳县白水瑶族乡公司对桂阳县白水瑶族乡1010千伏白洋千伏白洋
线开展线路综合整治工作线开展线路综合整治工作

为桂东县扶贫农产品拓展销路为桂东县扶贫农产品拓展销路

电制茶代替电制茶代替““柴烤茶柴烤茶””为企业节能增效为企业节能增效

安仁县福星村村级光伏发电站安仁县福星村村级光伏发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