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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电力先行。
一基基铁塔巍峨耸立，一条条银线飞跃高悬，一座座现代化变电站宛如明珠镶嵌在

贵州大地，为多彩贵州织出耀眼的锦绣画卷。
五年来，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投资超过 550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初步建成“三横

一中心”500千伏坚强主网架，提前一年完成国家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电网
实现跨越发展。

五年来，贵州电网公司全力助力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启乡村振兴新局面，为贵

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五年来，用电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现代供电服务体系初步建成，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这五年，贵州电网公司全面落实南方电网公司与贵州省人民政府新时代全面深化

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坚定履行央企责任，努力让人民群
众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为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电
网力量”。

3月 24日，随着 72基塔基完成开挖，
30基塔基开始浇筑，500千伏兴仁换流站
至独山变电站线路工程已全面进入基础
施工阶段。

兴仁换流站至独山变 500 千伏线路
工程是今年贵州电网公司与当地政府联
合推进的重点项目，是“西电东送”南部通
道“十四五”期间“三横两联一中心”目标
网架结构中最重要的“一横”，也是助力清
洁能源消纳的重要通道。

“工程建成后，将完善贵州 500 千伏
主网架结构，增强系统运行适应性，提高
西部地区能源富集电力送出能力。”贵州
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对解决清洁能源
消纳和外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电是生命的能源、工业的血液、城市
的命脉。

五年来，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
紧扣贵州高质量发展大局，贵州电网公司
按照“十三五”电网发展规划，持续优化电
网结构，实现电网发展与城市建设、客户
用电需求融合匹配，不断满足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绝 对 不 能 因 电 网 原 因 影 响 脱 贫 攻
坚！这是贵州电网公司在脱贫攻坚战中
作出的庄严承诺。2016 年全面启动新一

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在南方电网公司
的大力支持下，累计投资 331.88 亿元实
施电力行业扶贫，从消除存量问题台区
到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用电，再到
满足产业扶贫项目用电需要，从提前一
年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到
按期完成“9+3”县区脱贫攻坚电网建
设项目，贵州电网一步一个脚印，一年
一个台阶，实现了农村地区“供电可靠
率、电压合格率、户均配变容量”三大
指标全部超过国家标准，全面满足了全
省 9000 个贫困村、923 万贫困人口的用
电需要，让广大贫困群众用上了“小康
电”。

在做好脱贫攻坚电力保障的同时，
贵州电网公司持续保持高位投资，加大
电网建设，保障工业快速发展的电能需
求。主网架愈加坚强，新增鸭溪—诗乡
—碧江、乌撒—奢香北部横向通道，打
通毕节—贵阳、遵义—铜仁送电通道，
初步形成“三横一中心”500 千伏坚强
主网架，也推动了配电网各项指标的明
显提升，供电质量从本质上得到优化，
为贵州工业经济发展再立新功，为贵州
五年来 GDP 年均增长 9%提供了强劲动
力。

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月 25日，走进贵州大龙经济开发

区，到处生机勃勃，位于开发区北部工
业园区的中伟新材料有限公司循环三
期项目动工建设，项目占地约 340 亩，
设计产能8万金吨。

“项目的顺利建设，离不开供电部
门主动服务，为我们扩大生产提供了可
靠的供电保障。”中伟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袁旬说。

电是营商环境的重要要素之一。
五年来，按照南方电网公司的总体

部署，贵州电网公司加快推进现代供电
服务体系建设，将“获得电力”作为优化
用电营商环境的突破口，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践行“解放用户”理念，围绕

“三零”“三省”服务，打造“贵人服务·黔
电无忧”品牌，全力提供可靠、便捷、高
效、智慧的新型供电服务，满足人民群
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能源电力需要。

用电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带给了
用电客户更好的体验。“拿着手机，刷个
脸，就完成用电申请，现在申请办电太
方便了！”，黔南州长顺县鼓扬镇鼓扬社
区餐饮店老板武登海，通过“刷脸办电”
成功申请办电业务后颇有感触。

得益于与贵州省政务服务平台的

横向联通，数据互认共享，如今，政企协
同办电、线上办理用电服务、“刷脸办
电”“一证办电”已成为现实，用电办理
的互联网业务比例达到了 99.2%，低压
非居民平均办电时长压减至 1.01个工作
日。

同时，贵州电网公司全力做好企业
减负工作。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价的部署，2018至
2019 年连续两年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10%，累计减少客户用电成本 36.81 亿
元。2020年，坚决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
一般工商业和大工业企业电费 5%延长
到年底政策，在复工复产中，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

为了支持和稳定贵州工业企业生
产，贵州电网公司不断加大电力市场
化交易力度，全省累计完成交易电量
超过 3000亿千瓦时，减少用户用电成
本，释放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持续推进业扩延伸服务，放宽小微企
业低压报装门槛，对贵阳、遵义、兴
义地区从 100 千伏安放宽至 200 千伏
安，其他地区城区从 100千伏安放宽至
160千伏安，为客户节省办电成本超过
30亿元。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电力”水平

走进铜仁市思南县“陈
薯”加工厂，机器轰鸣，红薯
淀粉通过自动化生产设备一
路“重塑”，变成了粉条、薯
片、薯粉，然后送入包装车
间，装料、封袋、质检……流
水线作业井然有序。

“ 每 天 近 200 人 生 产 ，
消耗淀粉 3.24吨，生产红薯
粉饼超过 30 万个，包装出
成品“陈薯酸辣粉”16000
余盒。”贵州佳里佳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万惠
说，厂里的设备都是国内最
先进的，非常感谢可靠的电
力保障。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过程中，贵州电网公
司持续提升城乡用电均等化
水平，2021 年投资 57.47 亿
元实施了一批服务乡村振兴
电网重点工程建设，8000
多个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
项目覆盖威宁自治县、榕江
县、水城区等 83个县 （区），重点助
力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及左右江革命老
区等地乡村振兴发展。

尤其是按照省政府相关要求，
全面启动了荔波、台江等 9 县的 220
千伏电网县域全覆盖工程。“实现
220 千伏电网县域全覆盖是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实现新国发 2 号文件
在贵州电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
重要举措。”贵州电网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220 千伏电网能更好地
满 足 县 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用 电 需
要，助推乡村振兴。

同时，结合贵州红色旅游资源丰
富的实际，贵州电网公司全力支持我
省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制定了红
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配电网规划，计划
投资 5700余万元建设配电网项目 163
个，全面满足红色美丽村庄的配套建
设用电需求、消除台区重过载低电压
和改善村容村貌，优化服务举措，助
力试点建设取得成效。2021 年底，
全省红色美丽村庄户均配变容量已达
到 2.20千伏安，红色美丽村庄的电网
保障水平得到了巩固和提升。

为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 12 月，在省委网信办的指导和支
持下，贵州电网公司依托“电亮先
锋”特色党建品牌，在六盘水试点探
索打造立足乡村、覆盖全省、资源整
合、措施有力、形象统一、作用凸显
的落地平台——黔电驿站，同步推出
了“用电办理更快捷”“振兴发展更
低碳”等十项惠民举措，让供电服务
更可感、能触摸、有温度，“黔电驿
站”将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电力“前
哨”和“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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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电网赋能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张祁 陈举

500 千伏乌撒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为黔西北丰富的清洁能
源外送架通了一条“高速公路”。 程基 摄

贵州电网公司不断加大农村电网建设，切
实保障贫困地区扶贫生产发展和生产生活可靠
供电。 陈举 摄

贵州电网铜仁思南供电局员工走进“陈薯”加
工厂开展服务并了解生产情况。 杨泽昱 摄

清洁能源供给持续提升

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光伏板
下 5000 多亩土地种植的农产品进入丰收
季，食用菌、红菜薹、白萝卜……一片片光
伏板下生机盎然。就拿其中占地 75 亩的
龙街设施农光互补项目来说，2021 年，光
伏板下 105 个大棚种植平菇，年产值就高
达 3000 万元。这样的项目在贵州境内还
有很多个。

近年来，贵州金元以“光伏+农业”“光
伏+畜牧业”“水光互补”等方式，在省内高
质量建成两个“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在做强做优新能源产业的同时，实现村民、
政府、企业三方共赢。目前，贵州金元新能
源发电量连续三年位居省内第一，实现清
洁能源供给持续提升。“十四五”期间规划
新增新能源装机 1000万千瓦以上，实现新
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1500万千瓦，将每年累
计减排二氧化碳 1000万吨以上。

智慧能源彰显“智慧”担当

贵州金元提出，要秉持“共赢、对等、诚
信、服务”的合作理念，持续扩大“朋友圈”，

在“新”字上做文章，发展新技术，展现新业
态，大胆突破，敢于尝试。

“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
了大量的县域发展信号，而贵州金元已实
现提前布局。”贵州金元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绍纯谈到。

贵州金元是最先在贵州省内提出“综
合智慧能源”的概念并付诸实践的企业，
2020 年以来就以县域开发为抓手，聚焦
省内各重点用能企业和主要行业的用能优
化空间，深入研究“风光水火储”多能互
补模式，深入推进“分布式光伏+多种能
源利用+智慧化管理”的综合智慧能源项
目，广泛开展用户侧能源管理服务和分布
式清洁能源建设，为各类用户建立低碳清
洁、集约高效的能源消费模式，积极推进
能源基地、产业园区、智慧城镇、集群楼
宇四大类别 24 个应用场景落地实施，构
筑新跑道、提升新价值。

目前，贵州金元已建成 12个综合智慧
能源项目；配电总容量为 120MVA 的和平
经开区增量配电网项目；金元新城三网融
合融入社区服务及遵义干部学院“零碳党
校”项目已进入施工准备阶段。到 2025
年，将建成主变容量 120 万伏安以上增量
配电网 4 个，多联供项目 38 个，美丽乡村

项目 2个，一体化综合智慧能源 4个，氢能
示范项目 2个，节能、合同能源管理等项目
15个。

绿色交通跑出“加速度”

从 2017 年起，贵州金元就提前布局
“绿电交通”领域，电动重卡运输业务历经
试验、推广，在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目前
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成为绿色交通龙头企
业。

2021年，贵州金元在系统内建成的一
期 5 座智能充换电站和 32 个充电桩已正
式投运，系统内二期 6 座智能充换电站已
启动建设，2022 年将全部投运。“十四五”
期间，计划在系统内外推广电动运输车辆
及工程机械 10000 辆左右，建设智能换电
站 160座左右，充电桩 1400个以上，真正形
成“车桩网”一体化，每年可增加消纳电量
20亿千瓦时，节约燃油 20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180万吨。

做好火电大文章

依托贵州省资源禀赋，贵州金元火电
方面综合运用“异地改建”“上大压小”“等

容量替代”“亚改超”“火电+”等措施，优化
火电存量资产；充分利用火电厂、水电站送
出通道，加快发展配套新能源项目；积极寻
求水电并购和抽水蓄能项目开发机会。

“十四五”规划建成威宁、织金、金沙等
一批“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基地，规划建设
3320MW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配套建设风
电光伏2400MW。

助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2020年 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
的历史性转移。”并明确了产业在乡村振兴
中的定位——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
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
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
道增加农民收入。

目前，贵州省的乡村，一批以风力、太
阳能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典型实践涌现，
它们以先进技术突破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支
撑，与火电、水电等传统能源高效互补，与

“农林牧渔”“工业、交通、建筑”“生态、环
保、旅游、扶贫”等多产业高度融合，打造

“源网荷储”一体化、“风光水火（储）”一体

化，实现电源侧、电网侧、负荷侧资源高度
整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向终端用户提供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综合能源服务。比
如，贵州金元探索建设的户用光伏、微风发
电、户用光储冷（暖）一体化系统，正为广
大乡村居民实现清洁供冷 （暖），提高生
活质量的同时，还能帮助村民实现增收；
贵州金元探索建设的农村集中式、分散式
污水处理设施，正推动乡村生物质资源化
利用，就地实现乡村生活垃圾减量化、无
害化处置；贵州金元通过探索建设“光
伏+”、绿能植物工厂，正实现能源与特色
农业结合，通过构建能源网、社群网、政
务网“三网融合”的“天枢云”平台，探
索建立的市—农户等多级农业大数据管理
体系，正逐步提升农产品的溢价能力；贵
州金元还依托国家电投存量燃煤机组及清
洁能源基地，发展冷链物流，提升农村的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推进共同富裕。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贵州金元将始终
牢记嘱托，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紧
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全力闯新路、开
新局、抢新机、出新绩，牢牢把握正确的前
进方向，实干笃行谋求新发展，成为国内一
流清洁综合能源供应服务商。

贵州金元——

锚定“双碳”目标 发展清洁能源
杨秀勇

2021 年年底，随着在广东阳春的 120MW 光伏项目全容量
并网，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州
金元） 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700 万千瓦，清洁能源总装机
845.5 万千瓦，首次实现清洁能源装机过半目标。这一成绩，
在贵州同类型企业中一骑绝尘，贵州金元率先实现从传统火
电为主的能源企业转变为以绿色电力为主的“清洁综合能源

企业”。
贵州金元的高质量发展，正是贵州省深入贯彻推进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的一个缩影，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新发展理念，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战
略，把“碳达峰、碳中和”作为牵引举措，改革创新，先行先
试，为实现“3060”“双碳”目标贡献企业智慧和力量。

贵州金元威宁百万光伏基地，光伏板下的
油菜薹获丰收。 代波 摄

贵州金元鸭溪电厂对和平经开区工业
园区的供热管道。 穆义青 摄

贵州金元黔西电厂完成脱硝超低排
放工作。 孔令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