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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陕西

省电力建设、输送、销售的独立法人，是全省电网规划、建

设和运营的公用事业企业，承担着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乡广大电力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电力供应的重要职责，公司辖

有 11 个地市级供电单位（含西咸新区供电公司）和 12 个综

合单位，2015 年售电量 903.07 亿千瓦时。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员工 2.31 万人，资产总额 521.4 亿

元。陕西电网总装机 3028.64 万千瓦，外送能力 771 万千

瓦，电网最大负荷 1889 万千瓦，110 千伏及以上线路 2.95

万千米、变电容量 8274 万千伏安。

近年来，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创新、协调、开放、

绿色、共享”发展理念，大力推进陕西电网和公司发展方式

转变升级，加快建设陕西能源互联网和卓越运营企业，改革

创新，提质增效，公司发展质量、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不断

提高，“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为陕西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为建设富裕陕西、和谐

陕西、美丽陕西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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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辞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

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现在距 2020 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 4 年时间了，

如何让 7000 余万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脱

贫，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

代主题。

自 1998 年独立运作以来的 18 年间，国网陕西

省电力公司始终以创新的思路、质朴的行动，解

民忧、利民生，从三秦大地到雪域高原，将自身

发展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和谐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以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塑造国企新形象。

18 年的扶贫征程，不变的是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奋

进的情怀，变的是推陈出新的时代创造。我们按

照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关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工

作要求和陕西省委、省政府扶贫工作的统一部署，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卓洪树 邬捷龙

专门成立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沉下身子开展

农网改造、定点扶贫、精准扶贫，以及对口支援

工作。我们的扶贫模式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

型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

发型扶贫转变；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立

足“扶持谁”“怎么扶”上做文章；尽心发挥扶

贫团团长单位的职责，凝聚扶贫攻坚强大合力，

实现扶贫资金效益最大化。我们先后参与了陕西

省 17 个区县的扶贫工作，所有参扶人员坚持真

心真情扶贫，实心实意做好事，扎扎实实地为贫

困群众排忧解难。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会持之以恒地将扶贫济困的

人本情怀内化成企业生生不息的愿景、责任与动

力，持续建立健全阳光有序的扶贫理念、制度、

模式和方法，发挥行业优势，为陕西扶贫攻坚尽

一份应有之力。

扶贫之路，滴水穿石；心系大爱，久久为功。

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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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理念与价值

作为陕西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国网陕西电力积极承担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及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农网建设力度，系统开展扶贫工作，倾力支援藏区建设，助力老区和边疆人民脱贫致富，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坚守责任担当凝聚多方力量

推进精准扶贫助力全民小康

宗旨 使命 态度

依托行业优势

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真心真情扶贫

实心实意做事

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国网陕西电力以扶贫对象需求为导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实现跨界资源整

合统筹，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管理、电力

医疗、资金

人力

电力扶贫

社会扶贫

援藏扶贫

社会需求 扶贫优势 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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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体系建设

为了推动扶贫工作的顺利

开展，国网陕西电力把完

善机制、创新管理作为重

要切入点，建立了科学的

扶贫管理体系，成立由公

司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每年

召开扶贫工作交流会，传

达扶贫精神，安排落实项

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与使命感，出实招、做实

事、求实效，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

国网陕西电力扶贫管理架构

扶贫管理架构（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精准扶贫规划 ( 制定“两级”三年扶贫规划）

扶贫考核制度（扶贫工作纳入公司考核内容）

扶贫沟通机制（常态化的扶贫经验交流会）

扶贫人才培养（扶贫专业人才体系建设）

扶贫资金管理（划拨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国网

陕西

电力

   

扶

贫

管

理

体

系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相关职能部门 定点扶贫市县 直属单位 挂职干部

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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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扶贫路
18 年来，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的扶贫足迹遍布三秦大地及藏区各地，以行业优势为基础，找准扶贫突破口，用“情

系扶贫攻坚，书写社会大爱”的企业情怀不断书写着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新篇章。

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卓洪树

在商洛市商州区考察对口帮扶情况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党组书记邬捷龙

在榆林市米脂县考察对口帮扶情况

2016
2014 2013

2012

投入资金 150万元在

渭南韩城建成首个太阳

能示范村，并成功并网

协调组成赴米脂县扶贫

团，正式开展“两联一

包”扶贫开发工作
仍有7人奋战在援藏一线

实 施 3 大 类 16 个 小

项的精准帮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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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村村通电”

2011

2008

2007

2006

2002

1999

2010

全力推进陕南移民搬迁

电力配套建设

启动新一轮农网改造

非居民生活照明用电

实现“同网同价”

首次选派优秀干部入藏

支援

提前实现“户户通电”；

吴堡县正式启动扶贫开

发工作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实现

“同网同价”

所 辖 6.696 万 平 方

公里县级电网全面建设

与改造

1998

公司荣誉

个人荣誉

2011-2013 年省级“两联一包”扶贫工作先进单位

2015 年全省驻村联户扶贫工作优秀驻派单位

2011-2013 年省级“两联一包”扶贫工作先进个人：杨敏  加建波  高浪  郭跃

2014 年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张雷威

2015 年全省驻村联户扶贫工作考核优秀等次的个人：王春红  姜琦  杨欣  王利涛

多年来，坚持

真心真情扶贫

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电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陕西省农村贫困面广，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水平的发

展和农民小康生活的建设。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始终把电力扶贫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三个陕西”建设的

重要抓手，致力于让每一位贫困地区的群众彻底告别清苦无电日，安心用上放心电，

以最优质的服务为贫困群众的顺利脱贫添保障、送良方，用电力为山野点亮希望！

农
村

经
济

农民生活

农
业

生
产

1 度电可采煤约 27 千克

1 度电可织布 10 米

1 度电可看电视约 10 个小时

电力扶贫

8



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改造辖区面积6.696万平方公里 解决27.97 万户农村“低电压”问题 建成农村电气化村4293 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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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为农村经济添动力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撑。国网陕西电力积极落实国家扶贫工作要求，坚持农村扶贫电

力先行，不断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条件，加大资金投入，切实保障贫困地区的电力需求。

1998 年我国农村电网执行“两改一同价”以来，公司对所辖县级供电营业区域电网进行了全面建设与改造，先后

实施了两期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县城电网改造工程、“户户通电”工程、农村电网完善化工程和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工程。

改造辖区面积

6.696

2008.2

容量

128.2

容量

容量

366.4

线路

2282

线路

1538.5

线路

27194.5

累计投入资金

152.71万平方公里

万千伏安

万千伏安

万千伏安

千米

千米

千米

亿元

新建、改造 110 千伏
输变电工程 131 座

新建、改造 35 千伏
输变电工程 152 座

新建、改造农网 10 千伏
配变 38647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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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为农业生产注活力

稳定的电力供应是农业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农网供电

能力和供电质量的提高，推动了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和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了农网抵御外力破坏和自然

灾害的能力，有力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带动了相关

产业发展。

改造后的农村电网整体面貌得到优化，消除了原有老旧

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升了设备安全运行水平，供电

质量进一步改善。电力网络布局持续升级，供电半径更

趋合理，线路和变压器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电网供

电能力、电压合格率和供电可靠性大幅提高。

农网供电可靠率达

99.883%

农网综合电压合格率达

9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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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助推农业产业化基地发展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是全国葡萄综合科技示范基地，葡萄种植是当地农

户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不稳定的电力供给严重阻碍了产业的发展。为

解决临渭区官道镇冯拜村用电问题，特别是满足农业产业化基地的供电

需求，国网渭南供电公司将此葡萄综合科技示范基地作为农网升级改造

的新布点项目，对该村进行了农网升级改造，改造 80 千伏安变压器一台，

新布点200千伏安变压器一台，线路1.5千米，满足了大棚基地用电需求。

完成

低压线路改造

69727.2千米

完成

直供直管区域行政村

农网改造覆盖面

100%

解决

27.97万户

农村“低电压”问题

农网低压改造

完成

户表改造

412.4万户

截至 2015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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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为小康建设增推力

国网陕西电力践行“你用电 我用心”

的服务理念，发挥行业优势，积极

推进移民搬迁安置的电力恢复建设

工作，不断优化供电质量，提升服

务水平，合理调节用电价格，确保

为贫困地区提供安全、稳定、舒心

的用电服务。

同网同价

国网陕西电力通过“两改一同价”，

完成了县乡电力一体化管理，实现

了各类用电“同网同价”；同时因

地制宜，执行扶持性电价政策，实

施灾区电价，有效减轻了农民的用

电负担，为地震灾区重建工作积极

贡献力量。

2002 年实现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当年减轻农民负担 8000

万元；2008 年实现各类用电“同网同价”，当年直接减轻农民

负担 4 亿元

农业园区、渭南东雷抽黄灌溉等扶持性电价政策，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减轻农民负担 2.15 亿元

对略阳、宁强、勉县、陈仓区执行灾区电价，累计减轻负担

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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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扶贫搬迁

移民搬迁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

国网陕西电力积极为移民搬迁安置贡献力量，

先后投入1.96亿元用于陕南移民搬迁工程

建成电力配套项目619个

解决了345个移民安置点

3.94万户、13.79万人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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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安康千村移民搬迁工程

为把移民示范村建设成新农村示范村，使高山贫困农户彻底改变生产生活条件，尽快摆脱贫困，国网安康

供电公司根据市委、市政府对各区县、乡镇的统筹规划，提前进驻选定地址，增加资金投入，对安置点配

套的电力线路进行规划建设，完善用电设备设施，帮助迁入群众建设生产生活新家园。

直接受益

27539户

安置社区配套

电力建设47个

电力配套建设项目

196个

新建 10 千伏线路

76.23千米

完成投入资金

5393.2万元

新建 0.4 千伏线路

306.31千米

新增更换配电变压器

203台

（容量46860千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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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多方参与跨界合作 社会扶贫

特色产业

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

教育文化

企业

政府

研究机构

公益组织

社区居民

行业伙伴

其它
社会力量

16

受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影响，贫困始终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全国 11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涉及陕西省的有 3 个，面积超过全省半数；国家贫困县和片区县 56 个，

占全省一半以上；贫困村 8808 个，占全省村总数三分之一，省级标准下贫困人口达

316.72 万人。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在创新抓好经营管理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勇于担当，充分发挥

国有大型企业模范带头作用，每年投入资金 300 多万元，集结力量紧锣密鼓推进精准扶

贫攻坚。通过特色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卫生条件改善等多项惠民工程，让每

一个贫困户看到脱贫的希望，以真心谱写帮扶梦，用真情铺就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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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带动直属14 家单位 在17个区县开展精准扶贫 资助近500 名贫困学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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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助力发展特色产业

国网陕西电力将扶贫工作的重点放在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结合贫困地区村情实际，量身制定扶贫政策，助

力特色农产品种植及畜牧养殖业发展，夯实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基础，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全力扶持咸阳市长武县地掌镇南峪村果业种植产业

榆林市米脂县李村圪崂村粉条晾晒场建设

南峪村地处陕甘宁革命老区，以果业种植和人员外

出务工为主。国网陕西电力主动把握南峪村在苹果

种植方面的特色产业优势，积极帮扶村民科学种植

果业。协助“两委”班子理清发展思路，制定村远

景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为缺少技术的村民提供培

训机会，邀请杨凌农科院专家教授进行果树栽培现

场讲授；设置专项资金，奖励在苹果增产、销售方

面做法突出的村民，调动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努力

联系客商、拓展销路，帮助贫困户解决苹果的销售

困难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南峪村村民脱贫致富。

李村圪崂村的村民主要以种植土豆作为主要经济来

源。2013 年，为了进一步改善李村圪崂村的加工条

件和生产环境，国网陕西电力出资新建了粉条晾晒

场和钢化玻璃晾晒库，积极促进当地的粉条加工产

业发展，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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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活基础设施

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现状，国网陕西电力在制定扶贫攻坚方案时，将房屋改造、生产道路建设、人畜饮水工程、

筑坝造田工程、“点亮”工程作为项目重点进行推进，不断改善村居环境，提高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专项资金支持宝鸡市扶风县下寨村街道路面硬化

针 对 下 寨 村 街 道 多 为 泥 水 路、 扬 尘 路 的 现 状，

2012-2014 年，国网陕西电力共划拨专项资金 12

万元，对下寨村街道路面进行硬化。通过连续三年

的帮扶，村民集中居住的大部分街道均完成硬化工

作，硬化的街道路面与村外的道路相连接，极大地

改善了村民的出行难、运输难问题，获得了村民们

的一致赞誉。

全面保障铜川市宜君县云梦乡县口村饮水工程动力用电

由于缺少合适的水源，饮水问题长期困扰着县口村

的村民。国网陕西电力积极争取项目，从上塬组沟

底山泉引水到村，由于距离村子电源较远，新栽电

线杆 8 根，新架 0.4 千伏绝缘线路 650 米连接水泵，

全力保障饮水工程的动力用电，解决了县口村的人

畜饮水问题。

房屋改造
 ● 危房及旧房加固

 ● 院坝硬化

生产道路建设
 ● 新建生产路

 ● 旧道路硬化

人畜饮水工程
 ● 保障饮水工程用电

 ● 修建爱心水池

筑坝造田工程
 ● 修建排洪渠

 ● 填沟造地

“点亮”工程
 ● 太阳能路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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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文化卫生条件

国网陕西电力重视改善贫困地区村民的生活条件，着力提高当地教育、医疗及文化条件，优化基础教育办学环境，

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定期组织医疗扶贫队到定点医院进行体检、坐诊，丰富贫困地区群众的文化生活，积

极为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1998-2016 年：

近40人·次副主任医师轮流到扶贫点坐诊，每年至少开展1次义诊

捐建8个爱心图书室

资助近500名贫困学生

优质医疗进乡村

1998 年以来，国网陕西电力积极发挥西安电力中心医院的医疗优势，组织医疗扶贫队到确定的陕北、关中、

陕南的县医院、乡卫生院扶贫点进行医疗扶贫，共有近 40 人·次副主任医师轮流到扶贫点坐诊，时间不少

于半年；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义诊，并对被扶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免费业务培训。通过加强对贫困地区群众的

健康教育、改善当地医疗设备条件、提高诊治准确率等方式，有效提高了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和生命质量。

医疗
 ● 副主任医师进县（乡） 

 ● 医护人员免费业务培训

 ● 义诊活动 

 ● 加强生活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教育    

 ● 改善医疗设备条件

 ● 免费体检

 ● 建立防疫室

 ● 改善村内卫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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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镇民主村精神文明建设

为了配合民主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国网陕西电力积极筹集资金 2 万元对群众健身场地进行硬化，丰富村民的

业余生活；打造信息交流平台，为村民提供更多的致富信息，鼓励村民发展多种经营；开展送书进村活动，

提高群众知识水平，推动民主村进档升级。多措并举的文化帮扶丰富了民主村村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了村民

们的生活幸福指数。

延安市宝塔区临镇官庄小学的“小桔灯 -
国家电网爱心图书室”

宝塔区临镇官庄小学是一所以留守学生为主的乡村学校，图书馆设施陈旧、书籍量较少，且缺少适合小学生

阅读的科学、文学等类图书。国网陕西电力积极筹措资金，为该校建立“小桔灯 - 国家电网爱心图书室”，

购置书籍 2000 余册，配备书架、台式电脑、办公桌椅等办公用品，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播撒希望的种子。

教育

文化

 ● 开展支教活动

 ● 完善教学基础设施

 ● 帮扶贫困学生                               

 ● 优化校园环境

 ● 捐建爱心图书室

 ● 组织农业技术培训

 ● 建设文化广场 

 ● 配置文化用品 

 ● 建立乡村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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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联一包”扶贫工作

2012 年以来，国网陕西电力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组织协调西安供电公司、西安电力医院、陕西电力科

学研究院等直属单位及 5 家系统外单位组成赴米脂县扶贫团，开展“两联一包”扶贫开发工作。国网陕西电力以团

长单位的责任和担当，尽职尽责，加强管理，坚持每年召开联席会议创新扶贫工作、交流扶贫经验，充分调动各成

员单位的积极性，形成“两联一包”扶贫工作的整体合力。

精准扶贫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的扶贫思想要求，坚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细管理”，采取“一村一法，一户一策”的扶贫思路，深入了解

帮扶村村情村貌，系统安排脱贫工作。

选拔优秀干部驻村驻队，逐户建档立卡，全面了解每个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制定“两级”三年扶贫规划；采取“项

目精准 + 资金精准”的扶贫模式，实施分类指导，加快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步伐；长期坚持慰问短时间内依然无法

脱贫的残疾、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众，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专题

创新扶贫模式，落实精准扶贫

国网陕西电力积极落实国家扶贫要求，注重发挥行业优势，通过包村包

户、驻村驻队的方式，为贫困地区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种植、

加工、流通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扶贫团团长单位作用，尽职尽责，创

新开展“两联一包”扶贫工作，有效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积极探索精准

扶贫新途径，以“项目精准 + 资金精准”的扶贫模式，助力当地贫困村

民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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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扶贫团累计投入资金600余万元，完成农村生产生活基础建设项目30余项。其中包括

生产道路、生活路桥、生活饮用水、农副产品加工、养殖业等，显著改善了米脂县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驻村驻队

选拔优秀干部驻村驻队：

 ●  吃住在乡村、工作在农户、劳动在田头，一年不

少于 200 天在农村

 ●  驻村日记纳入驻村干部管理考核内容，详细记录

扶贫工作进展

 ● 逐户建档立卡

 ● 制定“两级”三年扶贫规划

项目精准 + 资金精准

项目上，将贫困户按劳动能力分为强、中、弱三类：

 ●  有较强劳动能力而项目资金短缺的贫困户，扶

持养羊

 ● 有一定劳动力的高龄贫困人口，扶持养牛

 ●  因病因残致贫且劳动能力弱的贫困户，入股蘑

菇合作社，按年度分红

 资金上，“帮扶单位 + 行业部门 + 贫困户”共同

出资：

 ● 建立项目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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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氧含量少、气压低，气候条件极

端，自然环境恶劣，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发展起步晚、底子薄，缺乏优秀的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才。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以民族团结为己任，选派优秀干部肩负重托奉献高原，千里银

线一米一米延伸，高耸电塔一基一基立起，幻变成西藏人家的一度电，拉萨河边的

一盏灯。扎实奉献的国网陕西电力人将“国网绿”闪耀在高原戈壁，用实际行动诠

释高原岁月长 , 援藏情谊深！

援藏扶贫扶贫文化

奉献精神

责任感

创新思维

管理能力团队协作

领导力

专业技能

人才

援建救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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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优秀干部入藏服务10余年 输送技术、管理人才22 人 倾情助推约116 万平方公里藏区发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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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帮扶行

“青藏直流联网”工程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穿越冻土最长的直流输电工程，被称作“电力天路”，是继青藏

铁路之后青藏高原又一大能源运输通道和经济动脉。2011 年，国网陕西电力选派直流运维技术人才前往西

藏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拉萨换流站，全面参与青藏直流工程拉萨换流站的生产准备、基建安装、设备调试、

年度检修以及换流站日常运维工作，协助站点人员保证了青藏直流联网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培养出了

一批符合西藏实际需要、业务知识过硬、工作作风扎实的直流运维骨干人才。

输送扶贫人才

国网陕西电力认真贯彻落实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高度

重视人才援藏工作，针对西藏地区人才匮乏、技术滞后

的特殊情况，不断提升人才援藏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

援藏建设贡献力量。

截至 2016 年， 共输送技术、管理人才22人

已顺利完成援藏任务返回15人

仍有7人奋战在援藏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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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川藏电力联网”工程

帮助灾区恢复电力

“川藏电力联网”工程沿线大多处于高海拔、高山

峻岭地段，线路平均海拔 3700 米以上，高山峻岭

地段约占 65%，建设环境十分复杂，交通运输条件

差，自然条件恶劣。国网陕西电力以援藏为契机，

积极帮助昌都地区构建大电网支撑，改变以往孤网

运行的供电困局。2014 年 11 月 20 日，“川藏电

力联网”工程提前半年建成，创造了世界高海拔地

区电网建设“零死亡、零伤残、零缺陷”的新纪录，

结束了昌都电网长期缺电的局面，有力支撑了四川

甘孜、西藏昌都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里氏 8.1 级强烈地

震，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等

地受到波及，电力设施受损严重。国网陕西电力迅

速安排援藏一线人员积极加入到救灾安置点的供电

工作中来，承担起供电方案制定、施工图纸设计、

物资调拨协调等工作，全力开通电力应急通道，帮

助抢险队员清理、搬运救灾物资，安装并调试灯具，

为灾区带来光明和希望。

支援电网建设

电网建设是服务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工程。国网陕西电力主动配合国家援藏战略方针，帮助西藏地

区建立并完善电网配套设施建设，满足藏区同胞用电需求。

支援抗震救灾

民生安康始终是国家援藏的目标与追求。国网陕西电力帮助西藏同胞积极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生活困难，以专业优

势为依托，帮扶藏区人民建立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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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勤县，藏语意为“大湖”，因美丽的“扎日南木错”湖而得名，全县平均海拔 4700 米，为青藏高原之最，是阿

里地区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经济最不发达的一个纯牧业县，严峻的自然条件和滞后的发展现状给援藏工作人员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国网陕西电力高度重视措勤县援助工作，积极派遣经验丰富的技术、管理干部支援，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法

带到藏区。践行着国家电网公司“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援藏干部克服措勤县恶劣气候影响，

通过村镇走访调研、项目工程检查，全面了解措勤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 2009-2010 年援措项目

方案；从人才、工程、技术、资金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对阿里地区措勤县开展援助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帮扶任务。

专题

真情帮扶，情暖高原

国网陕西电力的援藏干部深入贫困地区，经受住了艰苦工作、生活、自然条件的

考验，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认真传授电力专业和管理知识，并力所能及地为当地

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积极为藏区发展谋福祉，彰显国网人的责任和情怀。

 ● 总计安排援措资金4270 万元，援建项目17 个

 ● 筹集供水、供暖建设项目资金1600 万元（国家发改委投入资金）

 ● 争取地区民政局和援措资金460 万元建设福利院和4 座救灾应急仓库

 ●  截至 2010 年 7 月，在国家电网公司援措资金外，争取到国家及自治区、阿里地区等援措

资金共计20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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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战

帮扶单位：西藏阿里地区

时任职务：行署副秘书长、中共措勤县县委常委、

措勤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王峰

帮扶单位：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时任职务：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

尚勇

帮扶单位：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时任职务：发展策划部副主任

张全红

帮扶单位：国网西藏昌都供电公司

时任职务：变电运检专责

南增毅

帮扶单位：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时任职务：办公室秘书



30

公司致辞 走进国网陕西电力 我们的扶贫路关于我们

更多可敬可爱的国网陕西电力援藏人像冰山的雪莲、高原的红花一

样，在藏区扎实忘我工作，以电力职工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奉

献精神、牺牲精神，在雪域高原传播“国网绿”，奉献国网情！

 ●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汪军杰、陈少军、李有利、马新月、杨延东、孙超、赵灿支援国网昌都供电公司、国网日喀则

供电公司和国网阿里供电公司噶尔县供电公司，担任生产管理、营销信息化、用电检查等专责 

 ●  国网汉中供电公司张鹏、邓超支援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拉萨供电公司，担任继电保护、计量管理专责

 ● 国网渭南供电公司王军平支援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担任自动化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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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点亮致富希望 坚持  圆梦和谐山村 援藏  繁荣美丽边疆

 ● 陕西送变电工程公司李一峰、雍建支援国网拉萨供电公司、藏中联网指挥部，担任技经管理、技术管理专责

 ●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曹宇航支援国网山南供电公司，担任营销管理专责

 ●  国网陕西检修公司付鲁川、魏钊、赵金、韩康等支援国网西藏检修公司、国网那曲供电公司等单位，担任变电运维、

投运等专责



32

展望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十三五”规划扶贫开发目标

任务的提出，显示了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和意志。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将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扶贫开发工作部署，深入

开展“国网阳光扶贫行动”，把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支撑，继续

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做好援藏工作，深化多种举措，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为陕西省

2020 年实现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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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手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