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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31日上午，天气清冷，叶县
120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并网仪式在该
县保安镇杨令庄村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举行。

当天上午10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叶县县委书记古松特意发
来贺电，祝贺 120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成功
并网。

当叶县县长徐延杰按动并网发电启动球
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县 120个贫
困村的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并网运行，这意味
着我们用118天打赢了一场艰巨的硬仗。”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我衷心感谢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更感
谢相关部门对该项工作的鼎力支持。在工作
推进中，我没少批评大家，可能会伤害了大家
的感情，在此请大家见谅。”该县重点项目建
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赵三林在回顾建设过程的
时候说。

因为主抓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每个
电站的选址、建设，赵三林都不止一次到现场
察看。自 2017 年 9月 4日工程全面启动，到
12 月 31 日 120 个村级光伏电站全部并网投
用，他是全程见证者和体验者。“里边的故事，
我不拿讲话稿能讲上两天。”赵三林说。

政府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发展
集体经济，是从来没有过的

叶县是省级贫困县，按计划要在2018年
年底脱贫摘帽。为此，近年来，该县通过积极
实施产业扶贫、行业扶贫、金融扶贫等系列措
施，使得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
绩。为进一步确保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不断
巩固扩大脱贫成果，该县还大力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抓住机遇，积极上报了《光伏扶贫实
施方案》，于2017年7月成为全省获批先行开
展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的 29个县（市）之
一。根据对全县贫困村的摸底调查，叶县最

终确定在全县12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进行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全覆盖，按照贫困户分
布情况分别建设 300千瓦或 500千瓦的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该项目总投资约3.3亿元，总
规模约46兆瓦，年收益4000多万元。

要建电站主要是资金，为保证最大限度
地将收益运用到扶贫中，该县没有采取PPP
模式融资，而是采取政府全额投资的方式，
3.3亿元全由政府筹资。据悉，该县财政统筹
整合资金 1亿多元，剩余部分通过政府融资
平台贷款来解决。“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发
展村集体经济，是县里从来没有过的。”赵三
林回忆道。

为确保工程顺利落地，古松经常过问并
多次现场调研，时刻关注项目的进度；徐延杰
多次召开会议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叶
县还成立了光伏扶贫专项指挥部，由县委常
委、统战部长牛涛任指挥长，赵三林主抓该项
工作。

一座光伏扶贫电站的选址最
多能换四五次

在赵三林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 120
个贫困村光伏发电项目进度图。徐延杰曾感
慨地说：“这张图应该保存起来作为纪念，因
为它凝聚着建设者们的心血。”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选址是最费周折
的。”1月 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三林凝
望着这张图说道。

项目要落地，有了资金保证后，还必须有
土地。基本农田是红线，是万万不能触碰
的。120 个村子的发电站选在哪里，怎么
选？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问题。

针对选址，该县相关资料上这么写道：电
站选址尽量选用荒山、荒坡、坑塘、村集体建
设用地、废弃地等。120 个电站均未占用基
本农田。

赵三林介绍，选址确定后，需经县林业、
国土部门确认，再经文物等部门勘探，林地放
弃，基本农田放弃……往往找到合适的场址
需要更换两三处地方。“每次换址，我们都必
须按照要求重新设计图纸。”中电投河南新能
源公司现场负责人王磊说。该公司是代表业
主全权进行现场管理的。

贫困村多处于叶县南部山区乡镇和偏远
乡镇，所选场址的地形也相当复杂。在邓李
乡杜杨村，光伏扶贫电站的场址就选在了坑
塘里。施工方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公司现场
负责人回忆道，在该村建设电站时，他们在坑
塘里打桩，坑塘下面的淤泥受到震动后出水
形成了沼泽，铲车及设备全陷进沼泽中。没
办法，他们只得从市区找来吊车，生拉硬拽地
把设备一个个弄出来。

水寨乡桃奉村的选址也是在坑塘里，光
是把坑塘的水抽完就用了20多天。

“杜杨村的场址换了足足四个地方。”赵
三林回忆道。他说，虽然是 120 个光伏电
站，但因为场址的多次变换，每换一次就要
重新设计一次，整体下来，设计图纸超过了
300张。

4公里的山路走了一整天

去年秋季连绵多雨，给本就工期紧张的
施工又增加了不小难度。在施工工地，车辆
走过后地上留下深深的车辙印。“最深的车辙
印超过一尺。”王磊说。

“点多面广，跨度最宽的达 80公里。为
了赶工期，必须及时对每一步进行监理。”湖
北中南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监
孙广峰说。这家来自湖北的监理公司，是国
字号监理企业。他说，监理这么分散的项目，
工期又如此短，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他给
记者举例说，这种工程的监理，从定桩界开始
到并网发电，差不多需要近十道程序，每道程

序监理人员必须到场，不给出意见，施工单位
就不能进行下道工序，尤其是栽桩封土部分，
如果没到现场监理，封到下面了，还怎么给出
监理意见？为此，该公司工作人员分成四组
进行监理，每天每辆车差不多得跑近 200公
里。

“吃饭往往都在路上，饿了随便啃点干
粮。”孙广峰说。他还告诉记者，即便是46兆
瓦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期限至少也要三
四个月，更何况是分散在 11个贫困乡镇 120
个贫困村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为加快进度，我们提出了‘难题不过夜’，
所有问题现场解决。”赵三林回忆道，在夏李
乡的一个山区村，由于山区道路窄，承重能力
差，而拉光伏材料的车子重量就达 50多吨，
窄路陡弯过不去，过去后也容易把路面压
坏。为此，他们提出建议：过不去的地方从庄
稼地里过，地里铺上钢板。就这样，走走停
停，一段4公里的山路走了一天。

“这么短的时间建成这么多村级光伏电
站，我们预料到了困难，但现实状况还是比我
们想象的复杂。”施工方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
公司负责人王春生回忆道。

常村镇 16 个光伏电站的现场施工负责
人王志豪说，施工条件比我们想象得要坏得
多。为确保如期并网发电，他们全面铺开，
克服重重困难强力推进。常村乡属山区乡
镇，项目施工工地多属于半山坡，石头特别
多，埋入地下的光伏桩基只能采用现场浇
注的方式。由于气温低，他们只能交叉作
业，边浇注桩基边挖电缆沟。浇注需要商
砼，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又给商砼的输送增
加了不小难度。山区路面狭窄、道路蜿蜒，
拉光伏板的大车到不了工地，他们就用三
轮车等工具，将光伏板一块块装卸倒运到
工地上……

“我们常常早上不到 7 点就到工地上，
晚上八九点还没有收工。”他回忆道。

118天，“叶县速度”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叶县120个贫困村光伏扶贫电站建设侧记

果断上马：上马光伏电站项
目前，叶县到外地取经，发现这一
项目收益稳，当即就决定快速上
马，并且很快筹措出资金，是全省
首批获得发展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资格的县。

敢于担当：由于时间紧、任务
重，不可能有完善的手续，为此需
要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担当。叶
县主抓领导敢于担责，纪委部门
积极备案，给予保驾护航，让建设
者没有了后顾之忧，唯有向前闯
的干劲。

顾全大局：此项目涉及财政、
扶贫、国土、住建、林业、电力、文
物等多个部门，如果各部门在服
务该项目时各吹各的调，按部就
班，那么项目建设就不会超常规
地向前推进，更不可能仅用 118
天，在 2017 年年底全部并网发
电。该县多个部门同心协力，顾
全大局，取得了干事创业的大胜
利。

牺牲奉献：点多、面广、时间
紧迫的大项目，占地多、战线又
长，难免要按超常规的工作举措
进行。为此，除了加班加点赶进
度，打破框框谋项目外，更需要有
牺牲精神——牺牲局部为大家，
牺牲小家为大家，力往一处使,劲
往一处拧。

正如叶县县长徐延杰所说，
这不仅仅是脱贫攻坚百日会战的
最大成果，不仅仅让叶县壮大了
一批村级集体经济，更为叶县的项
目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显
示出了绝地反击、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的精神，增强了叶县人民战胜困
难的信心，是叶县人民“踏石有痕、
抓铁有印”的具体体现。

让我们向项目的建设者致
敬，向为项目落地而作出牺牲贡
献的人致敬！

“到了最后，更是加速施工。”王春
生介绍，最后工地上一个工作面最多
达五六十人，而且24小时施工。

该县的微信群每天向全县公布
施工进度。他们建成一座、安装调试
一座、并网发电一座，自 2017 年 12 月
27 日以来，每天并网的电站均超过了
15座。

多部门不讲条件，老百
姓顾全大局，协调费才花了
十几万元

光伏电站建设的每一道工序，除
了图纸设计以外，还有各部门的实地
勘测。勘测边界本来是土地部门的工
作，尽管土地部门派出了一个副局长
驻扎工地带队，但人手还是不够。为
此，该县住建部门抽调专门人员，哪
里需要就到哪里勘测，帮助项目早日
开工。

叶县发改委是主抓该项工作的职

能部门。叶县发改委主任杨效会与赵
三林一样，跑遍了所有村子每个建设
工地。为了协调问题，在这 118 天里，
杨效会很少在晚上10点前回到家里。

工程点多、占地多，难免会影响
到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出现问题后，
各乡镇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也主动站
出来解决。为了项目，老百姓也顾全
大局作出了牺牲。赵三林感慨地说，
电站建设压到了群众的坟头，在当地
村干部的劝说下，群众也都主动迁坟
让地。“这么大工程下来，协调费才用
了十几万元，这个真让我没想到。”他
说。

1月4日雪后，记者采访宋延峰时，
一直被对方委婉地打断，因为他还在
忙着入网后的调试工作。

宋延峰是叶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
部的工作人员，也是此次120个村级扶
贫电站并网的现场负责人之一。每一
个电站并网，他们都要提前做好停电
等工作，需要按照程序向上级提出断
电申请。时值岁末，加之最后并网数

量多、工期紧，按照正常程序批复时间
长，他们就特事特办，在水寨乡天边徐
村光伏电站、霍姚村光伏电站等处并
网时，实行带电安全作业。

因为工期紧，宋延峰一大早出
来，晚上很晚才能回去。其间，他家
里 80多岁的老人突然生病住院，宋延
峰也没法回家陪护，只能在电话里安
慰老人。

因为工期紧，为筹备光伏电板、变
压器、电线杆等材料增加了很大的难
度。采购人员就紧盯生产厂家，生产
出一批就快速抢运回一批。尤其是线
杆，供电部门克服重重困难，从外地同
行那里协调回上百根线杆，保证了并
网速度。

并网时停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当地村民的生活和生产，群众也都
给予了理解。柴巴村村级光伏电站并
网时，正赶上村里唱大戏，最后也为配
合并网停了戏。至今赵三林还满怀歉
疚：“你看我弄这叫啥事儿，总扫大家
伙儿的兴！”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建了座电
站，让我们以后可以看着日头数钱，
下一步，我们在维护好电站运行的同
时，也要用好这笔钱，让它在脱贫攻
坚中充分发挥作用。”在当天的 120 个
贫困村光伏扶贫电站并网发电仪式
现场，杨令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聚甲表
态道。

原来，120个光伏电站每年发电收
入4000多万元，除还贷付息、运行维护
费用、土地租金、税金外，其余收益优
先考虑失能、弱能贫困户收入和贫困
村集体经济收益。

“重点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未
脱贫人口中老弱病残的‘三无’（无劳
动能力、无资源、无固定收入）人员的
收入问题；村集体经济主要用于发生

‘救急难’的农户救助、增设公益岗位、
村公益事业和对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扶
持等。”叶县扶贫办主任贾俊杰介绍。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王梦
琪 赵启龙）

本版图片由叶县新闻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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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个光伏扶贫电站集中并网发电仪式

勘边定界 定点打桩 铺设电缆

正在建设中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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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方案

合闸并网

铺设光伏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