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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就地过年
还需多送温暖

■ 田婷

1 月 21 日，我省启动“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
动，内容之一就是鼓励引导农民工等务工人员在就业地过年。

鼓励引导务工人员在就业地过年，对做好疫情防控、保障
人员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是国人的传
统。 然而，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春运途中人多拥挤，如
若出现散发病例，会增加传播风险。因此，“就地过年”成了理性
选择，现在的“留下”可以给家人送去更多的健康与安全。

对重要医用物资生产等重点企业来说，留住员工也有利于
企业连续生产、保障供应。 202０ 年春节过后，部分务工人员受
疫情影响无法及时返岗，一些已复工企业出现用工短缺，影响
生产供应。 202１ 年春节将至，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各地要
未雨绸缪，做好“稳岗留工”，让“企业有序生产”多一重保障。因
此，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春节期间连续生产的
企业，尤其是重要医用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生产、保障城市运
转的企业给予适当支持。 同时，还可以充分运用“共享用工”机
制，开展用工余缺调剂，优先安置留在务工地过年人员。

鼓励引导务工人员在就业地过年，要有“实招”。前不久，合
肥经开区出台相关方案，对符合条件、春节留肥的户籍地在外
省员工，给予每人 2000 元津贴。合肥经开区目前拥有 288 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员工约 12 万人，其中外省员工约 2.15 万人。
这一举动诚意满满， 用真金白银挽留外省务工人员在合肥过
年。不少网友留言评论：“个人坚持原地不动”。还有人询问申领
津贴的方式，可见这一措施具有吸引力。 “迎新春送温暖、稳岗
留工”专项行动期间，我省也鼓励企业采取发放留岗红包、过年
礼包等措施，吸引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留人稳岗，须安顿好员工，让大家过个简朴却又不乏温情
的祥和年。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不仅准备了红包、暖心包，还为
就地过年的员工提供必要生活保障，组织集体活动等。关注“就
地过年”，还不能忘记在省外务工的皖籍务工人员。要充分发挥
与沪苏浙、珠三角等地劳务对接机制作用，发挥皖籍农民工驻
外工作站点优势， 协调引导省外皖籍务工人员等留在当地过
年，同时对他们在老家的老人与孩子给予关爱和帮助。

春节，大家最割舍不下的就是一份浓浓亲情，多点帮助、相
互理解，员工如果选择留下，则要让他们在异乡同样拥有故乡
的温暖，也让他们远方的父母亲人少点牵挂。

循环利用
释放“绿色新动能”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能源，可以循环利用，对
于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
期间，我省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如何？ 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透
露，五年来，我省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呈现出“发展迅速、多元
融合、优势突出、开拓创新”的特征，为推进可持续发展和节能
减排作出积极贡献。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增长迅速，发电效益显著。 “十三五”
期间，全省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1829 万千瓦，年均增
长 31%。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2469
万千瓦，是 2015 年的 3.9 倍，占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的 31.6%，
比 2015 年提高 19.2 个百分点。

可再生能源发挥了“清洁能源”效应，带来显著的节能减
排效果。 “十三五”期间，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发电量 1370 亿
千瓦时 ，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4000 万吨 ， 减排二氧化碳
10400 万吨 。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364 亿千瓦时 ，是
2015 年的 3.2 倍， 占全省发电量 13.1%， 比 2015 年提高 7.6
个百分点。

光伏发电“热力四射”。 我省光伏发电呈现爆发式增长，风
电、水电持续推进。“十三五”期间，全省坚持集中式光伏电站和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举，全国首创“光伏扶贫”和两淮采煤沉陷区
水面光伏发电模式， 积极推进各种类型光伏发电建设。 截至
2020 年底，累计并网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1370 万千瓦，是 2015
年的约 10.5 倍，居全国第 5 位，成为全省第二大电源。

风力水力“电力十足”。 全省加大集中式风电建设支持力
度，积极探索分散式风电开发利用，重点在江淮分水岭丘陵地
区、皖北平原地区新增并网一批集中式风电场项目。截至 2020
年底，累计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412 万千瓦，是 2015 年的 3 倍。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上，桐城、宁国、岳西、石台、霍山等 5
座抽水蓄能电站获批调整纳入安徽电网 2025 水平年抽蓄电
站选点规划；绩溪、金寨 2 座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展顺利，桐
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核准。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建成并网抽
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 318 万千瓦，是 2015 年的 1.9 倍。

生物质能综合利用成果显著。 “十三五”期间，我省积极推
进农林废弃物秸秆电厂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基本实
现粮食主产区秸秆电厂全覆盖和规模以上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全覆盖。截至 2020 年底，全省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为
213 万千瓦，是 2015 年的 2.5 倍。

我省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推
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张大鹏 袁野

本报通讯员 汪岚

金寨县张冲乡， 是大别山区一个典
型的库区乡镇， 在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山
乡， 一项令人惊叹的工程正在紧锣密鼓
建设，它肩负着电网“稳压器”的重任。 建
成后，这一项目将在电网中发挥“削峰填
谷”、提高电网平衡调节能力的作用。 近
日， 记者走进金寨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
场，探访这一大型工程。

穿山凿洞

群山掩映巨大工程

从张冲乡政府出发， 在弯弯曲曲的
山路行驶半个小时， 记者来到了金寨抽
水蓄能电站上水库的施工现场。 从 76 米
高的上水库大坝极目远眺， 冬日里苍翠
的大别山令人胸中豪气顿生， 而山下一
抹碧蓝，则是举世闻名的响洪甸水库。

“多亏连日来的好天气，今年以来蓄
能电站的施工十分顺利。 目前上水库的
主体工程已经基本施工完毕， 我们目前
正在加紧建设闸门井启闭机房， 争取在
春节前完工。 ”1 月 19 日，施工现场项目
部副经理高扬坚告诉记者， 为了争取早
日完工， 今年项目部近百名工人将牺牲
春节的假期，加班加点，全力以赴。 “上水
库计划于今年 3 月份开始蓄水， 所以上
水库闸门必须在春节期间施工完成。 ”国
网新源安徽金寨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
部副主任钟金盛向记者介绍说。

金寨抽水蓄能电站属于一等大 （1）
工程，电站枢纽建筑物主要由上水库、下
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和开关站等组
成。 专业人士解释，金寨县山高岭陡，抽
水蓄能电站在山脚建水库蓄水， 把水抽
到山顶上的水库发电； 下库储存山间来
水，上库生产清洁能源。 上、下水库大坝
为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上库大坝最
大坝高 76 米，相应库容 1361 万立方米；
下水库大坝最大坝高 98.5 米， 相应库容
1453 万立方米 ， 上下水库库底高差约
350 米。 地下厂房采用尾部布置方案，引
水及尾水系统均采用两洞四机布置。

尽管上、下水库非常雄伟壮观，但抽
水蓄能电站工程最重要的核心、 最大的
施工难点却不在群山之巅， 而是深埋在
大山之下。 通过漫长的施工洞，记者来到
地底深处的输水管道施工现场。 昏暗的
隧道中， 工人们正在井然有序地将巨大
的输水钢管安装在轨道之上， 将之缓缓
降下 308 米长 、55 度倾角的下斜井中 。
“这一根钢管有 6 米长， 直径 6.3 米，重
60 余吨， 在降下下斜井之后必须根根完
美对接然后焊接固定，而整个工程里，这
样的管道一共有 160 多节。 两条输水管
道每条长 4 千米左右， 由钢筋混凝土管
道和钢管组成。 ”钟金盛说。

目前正在施工的抽水蓄能电站厂房
位于下水库大坝 106 米深的地下。 不同
于狭窄昏暗的输水管道施工现场， 这里
的施工空间显得高大宽敞。 只见厂房顶
部安装着“大块头”桥式起重机，而在深
井之下，水轮机蜗壳已埋在了混凝土中。
“这里将安装 4 台 30 万千瓦机组， 年发
电量可达 20 亿千瓦时，首台机组计划于
2022 年 6 月投产发电， 四台机组计划于
2023 年 3 月全部投产发电。 ”钟金盛说。

调峰蓄能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可靠

2012 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的吴邦国来到金寨县视察， 提出了帮
扶金寨实施“5+1”项目，助推老区脱贫攻
坚。 所谓“5+1”帮扶项目，主要包括扶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规划建设金寨现
代产业园区， 加快金寨农村金融改革发
展，重组建设一个较大规模、高水平的中
等职业教育学校， 支持大别山扶贫开发
旅游通道建设 5 个事项， 以及金寨抽水
蓄能电站 1 项重大项目建设。

在国家电网和省市县各级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下，金寨抽水蓄
能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前期准备和
移民安置工作高效，刷新了国内同行业
项目前期推进速度。 2015 年 6 月，项目
正式开始建设， 计划总投资达到 75 亿
元，是六安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单
体项目建设工程，也是服务安徽经济社
会发展的又一项绿色工程、 民生工程、
重点工程。

“项目建成后，晚上用电低谷期将下
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 白天用电高峰期
再放水发电， 从而在电网中发挥削峰填
谷的作用。 抽水蓄能作为最成熟的储能
技术，具有超大容量、系统友好、经济可
靠、生态环保等优势，是目前公认的保障
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
有效途径。 ”国网新源安徽金寨抽水蓄能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代清说。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金寨县正
创建国家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示范县 。
2020 年该县拥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570 万千瓦， 其中包括了光伏、 风电、水
电、生物质能等多种清洁能源，光伏和风
力发电项目占总装机量的一大半， 而这
两种发电方式都有着不稳定的短板，一
旦天气不佳就难以工作， 随着新能源更
大规模、更高比例接入电网，迫切需要提
高电网平衡调节能力， 确保电网安全稳
定可靠供应。

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灵活、反应快速，
是电力系统中具有调峰、填谷、调频、调
相、 备用和黑启动等多种功能的特殊电
源，可有效缓解电网调峰矛盾，减少电网
燃料消耗，改善煤电机组运行条件，也是
目前最具经济性的大规模储能设施，可
配合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运行，促
进新能源发展和西电东送等区外电力在
电网的消纳， 对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经济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从全省来看 ，截至 2020 年底 ，我省
已投运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 318 万千
瓦， 已建成抽水蓄能电站年利用在 1300
小时以上，较好发挥了削峰填谷作用，尤
其是在匹配安徽与上海发用电曲线上发
挥了独特作用。 同时，抽蓄电站参与华东
频控系统， 对保障安徽电网乃至华东电

网频率稳定、安全运行发挥着关键作用。

惠泽老区

带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多亏咱们乡修了蓄能电站，现在不
仅住上了新房子， 还不用辛辛苦苦跑到
外地务工了，在家门口也能有营生。 ”在
张冲乡的流波新村， 说起正在修建的蓄
能电站，村民朱成贵竖起了大拇指。 流波
新村是移民新村， 全村 247 户 971 人全
部都是因为新修水电站而搬出山坳坳的
库区移民。

“我家以前住在张冲村小河湾组，那
里在山坳子里，就一条小路出来，到集镇
开车都要半小时。 ”回想起以前大山深处
的生活，朱成贵直摇头。 大山深处除了几
亩茶园就只有茫茫竹海，没有其他营生，
朱成贵只能和妻子远赴上海打工。 “修电
站给了我们新生活， 现在咱们一家 5 口
住在这两层半的小楼里，周边幼儿园、小
学、卫生院、超市啥都有，生活比以前不
是方便了一星半点。 我用补偿款买了一
辆小货车，平时帮镇里、电站拉拉货，一
年也能有七八万元的收入， 老婆在电站
物业干后勤，一年收入两三万元，这日子
以前想都不敢想。 ”朱成贵说。

蓄能电站开工以来， 共为 300 余名
地方老百姓提供了就业岗位， 拓宽了就
业渠道， 群众也围绕电站开起了各类物
资商店、饭店等，提升了谋生技能，增加
了家庭收入。 “工程也吸引了工商、农业、
邮政、农商行等设立分支机构，顺丰、申
通、圆通、中通等物流在街道上设点，大
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活跃
了地方经济。 ”胡代清说。

不单库区移民受益， 整个张冲乡的
交通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 “以前
进山只有一条小路，曲折难行。 蓄能电
站项目落地之后，为全乡修建了一条高
标准柏油路。 ”张冲乡党委负责人朱成
亮告诉记者，蓄能电站建设兼顾地方实
施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 已经修建 20
公里高标准道路 、架设两座桥梁 、凿通
3 条隧道 ，为地方居民生产 、生活提供
了巨大的便利。

“蓄能电站不仅能在电网中充当‘稳
压器’的作用，还将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
展。 ”胡代清说。 仅在建设阶段，各参建单
位共计缴纳印花税 220 余万元， 增值税
1650 余万元。 项目建成后，蓄能电站还将

为金寨县带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大中
型库区基金等一系列直接财政收入，每年
将贡献税收 1.1 亿元。 按 30 年运营期计
算，将总共为地方贡献 35.5 亿元收入，服
务一方经济发展、促进百姓民生改善。

“张冲乡位于大山深处、水库上游，
有发展旅游产业的天然优势。 蓄能电站
在修建过程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 在保护中建设， 在建设中修复提
升， 通过生态修复工程， 美化了周边环
境。 ”金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郑碧海说。 金寨抽水蓄能
电站还将利用当地库区资源及生态优
势，结合响洪甸水库、流波电站以及张冲
乡的竹海资源， 打造具有特色的旅游产
业，进一步带动当地商业、旅游业配套发
展， 让更多的老区群众享受到蓄能电站
带来的经济“红包”、生态红利。

大别山脉西段北麓，，响洪甸水库上游，，总投资 7755 亿元的国网新源安
徽金寨抽水蓄能电站正悄然成型——————

大山深处的电网““稳压器””

截至 2020年底

我省已投运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容量 318万千瓦

响水涧 100万千瓦

琅琊山 60万千瓦

响洪甸 8万千瓦

绩溪 150万千瓦

核准在建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规模 278万千瓦

绩溪 30万千瓦

金寨 120万千瓦

桐城 128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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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扫
二
维
码

链
接
新
媒
体
报
道

六安金寨抽水蓄能电站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