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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边强

9 月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
县，广袤的毛垭大草原一碧千里，牛
羊漫步其间。夜幕降临，草原上的房
屋亮起灯光，与星空交相辉映。

坐落在理塘西北角的下坝乡，
过去可没有这般浪漫的色彩。这里
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平
均海拔 3800 米，群山环绕，全乡

“靠山吃山”，居民靠挖虫草、松茸
为生。供电全靠两台总容量为400
千瓦的水电机组。

2019年10月，好消息传来了，
下坝乡电网建设工程要动工了。乡
亲们时时盼望着工程早日完工。小
男孩扎西降泽第一次从变电站旁
路过时，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

“这是变电站，有了它，以后你冬天
也能看动画片了。”施工人员谭波
微笑着解释。

今年 6 月 19 日，35 千伏理塘
—下坝输变电工程投运。望着崭新
的变电站，下坝供电所所长宋小山
乐呵呵地说：“以后冬天不用守在
水电站了，看到乡亲们也不会因电
不够用而不好意思了。”过去冬天

没水，发不出电来，下坝乡 3 个村
子轮流停电，勉强有电的村子电压
也只有100多伏，居民家中电器基
本都不能用。

通了大网电，下坝乡发生了一
些新鲜事。村里新建了一家黑陶工
厂，厂里十多名工人操作着粉碎
机、烤箱、拉胚机。厂长俄沙多吉对
稳定的供电十分满意：“厂子生产
离不开电，我现在完全不担心机器
带不动。”

当地居民刚用上大网电，安全
用电是重中之重。沿着村里的公
路，宋小山和3名同事挨家挨户宣
传安全用电知识。觉吾村村民甲玛
马上要娶媳妇，家里添置了不少电
器。看见宋小山来了，他一边倒水
一边问：“宋所长，我下个月娶媳
妇，婚礼上要用音响，还要用打茶
机做酥油茶，电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你就放心
吧！”“好好好，有时间你一定要来
喝杯喜酒。”宋小山走出甲玛家，身
后传来甲玛欢快的歌声。他们的好
日子，才刚要开始。

6 个专项工程由甘孜供电公司党
群党支部、发展经研党支部、运检安监
党总支、营销党支部、财务后勤党支部
5个专业部门党组织牵头领办。

该公司党委委员根据职责分工
分别牵头一个专项工程，组织领办项
目的党支部召开双周例会和月度例
会，帮助各党支部协调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同时定期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党委汇报工作进度，助推工程顺利
实施。

各党支部根据领办项目的特点，
分别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
各阶段措施，还为每名党员划分了责
任区，将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到每名党
员。领办任务的党员围绕承办事项制
订具体的推进措施和计划。

甘孜供电公司党委建立考评和激
励机制，将领办项目完成情况作为党
支部工作考核重点，同时将党员在领
办任务中的表现纳入党员积分管理，
激励党员担当作为、高质量完成任务。

5 个专业部门党组织还分别选拔

骨干成立了党员攻坚小组。半年时间
里，各小组成员结合工作情况和自身
的经验，利用党课解决工程推进中遇

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党员攻坚小组定
期开展“头脑风暴”，邀请其他专业骨
干员工参与讨论，凝聚攻坚合力。

党建领航聚合力
携手共进谱新篇

◎黄钰 黄丽 陈雪茹 文/图

党建领航，凝心聚
力。近年来，国网四川甘
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在州委、州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努力以党
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
党建成果转化为发展优
势，为企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
织保障，以企业优势助
力甘孜州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

今年，国网四川甘
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落实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基层党建巩固提
升年”工作部署，抓实基
层党组织建设，实施6
个专项工程，推进党建
与生产经营相融并进，
不断提升基层党建的发
展推动力。

“2014至 2017年
10千伏以下农网改造工
程遗留问题已经全部清
理完成，比计划时间提
前三个月。”6月30日，
四川甘孜供电公司运检
安监党总支书记在“项
目后勤攻坚及问题处置
工程”双周会上说。

今年年初，国网四川
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聚焦生产经营重
点任务，推出6个专项工
程，除了“项目后勤攻坚
及问题处置工程”，还有
“党建领航工程”“基础数
据质量提升工程”“营销
合规管理提升工程”“脱
贫成效巩固工程”“成本
支出全链条管控提升工
程”。该公司党委通过“支
部领项目、党员领任务”
的方式，让每名党员在具
体任务中更好地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除了进一步深化党
建和业务融合，国网四
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还通过强化党
组织建设夯实基础、组
织基层党支部结对促进
跨行业交流等手段，把
基层党支部建设为能打
硬仗的战斗堡垒。

助力脱贫攻坚
情满雪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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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是中国第七个国家扶贫日。2020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国网四川甘孜
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责任央企，近年来从电力扶贫、
驻村帮扶、智力扶贫、爱心扶贫等方面多管齐下助力脱贫，
帮助藏区群众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10年前，曲登差点因贫穷放弃
学业，留在大山里当一名“放牛
娃”，幸好一个特殊的政策圆了他
的大学梦，帮助他走出了大山。

8 年前，大学毕业的曲登又回
到家乡，成为了一名电力工作者建
设家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智力扶贫是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培
养“三定生”、实现就业脱贫是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创新之举：从甘孜
州、阿坝州、凉山州木里县普通高
考学生中招收高中毕业生，以“定
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安置”三定
方式进行培养，既打造藏区本土人
才队伍，也让藏区贫困家庭的孩子
能上得起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

曲登就是一名“三定生”。他出
生在甘孜州炉霍县的一个贫苦农
民的家庭，由于学习环境和生活条
件差，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

2010 年，他成为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招收的第一批“三定生”，在校
期间，他努力学习，成为班长，入了
党，学业期满回到炉霍工作。

在工作期间，他刻苦钻研，不怕
吃苦，在安全生产、电费回收等方面
都做出了亮眼的成绩。由于他是炉
霍本地人，在和百姓沟通交流上更
加顺畅，再加上他总是能及时地到
达百姓家中，为他们解决用电困难，
曲登渐渐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曲登工作后，更加明白了知识
的重要性，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两个
妹妹上学，如今两个妹妹一个考上
了教师，一个考上了警察，曲登家
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早已不复当年贫穷的模样。

像曲登这样在“三定生”政策
下实现脱贫的人为数不少。2010
年至 2020 年，培养甘孜籍“三定
生”毕业 297 人，已按照志愿陆续
回到各县公司工作。

下坝群众开启幸福生活

光伏发电带来“阳光收益”
“今年我们公司向扶贫移民局

结算电量 95.07 万千瓦时，支付光
伏电费34.4万元。扶贫移民局向德
荣玛乡结算光伏电费 70.55 元，德
荣玛乡 4 个村受益户数为 296 户，
2019 年平均每户受益超过 1000
元以上。”国网石渠县供电公司的
总经理甲丁珍算了一笔经济账。他
说的这笔钱，就是石渠县光伏发电
带来的收益。

2018 年底，石渠县政府为石
渠县德荣玛乡下达了一项扶贫项
目新建了一座光伏电站，当时石渠
的平均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三十
多度，不要说把钢筋从地表上打下
去，就连一根针也打不下去。为了
完成任务，工程建设者们四处搬石
头，把找到的石头堆积成一个小山
坡，然后又在每个小山坡下旁边生
火，要把冻土烤化以后才能打桩。

大家克服了高反缺氧、极寒天气等
诸多恶劣的条件，历时 15 天才完
成工程建设。

光伏扶贫既能提供可靠的电源
支撑，也能为村民带来看得见的经
济收入。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近年来积极落实电力助推
脱贫攻坚，主动做好光伏电站建设、
上网和后续结算等服务工作，以便
更好地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2020年9月，国网四川甘孜州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供区内 9 座扶
贫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量179.53
千瓦时，结算上网电费 93.64 万元

（含 7、8 月 补 贴），累 计 发 电 量
2218.78 万千瓦时，累计结算上网
电费755.96万元，其收益惠及378
个村，2472户贫困户，人均年收益
在 1000 元以上，使贫困村贫困户
切实受惠。

从走出大山到重回故里

9 月 17 日，康定市北门体育馆主
席台上，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彭清华为度过 70 岁生日的甘孜
州献上美好的祝福。台下，“圣洁尚巴”
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坚守在州庆保电一
线，为活动现场做好电力支撑和服务。

“圣洁尚巴”是一句藏语，翻译成
汉语则是“连心桥”的意思。这支队伍
冲锋在急难险重任务的第一线，坚守
在扶贫济困的最前沿，用实际行动为
甘孜的经济发展和藏区的百姓民生提
供着坚强的保障和优质的服务。

甘孜州成立 70 周年庆典保电只

是“圣洁尚巴”服务队工作内容中的一
个小小缩影。疫情期间，“圣洁尚巴”服
务队坚守在医院、卫生所等抗疫一线
场所，为抗疫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每
逢高中考、重大节假日、重要活动等州
内的大事件，“圣洁尚巴”服务队都会
提前做好保电准备，保证保电任务圆
满完成……到目前为止，服务队已完
成重大保电任务 170 余次，未出现任
何因电力影响的不良情况。

作为一支活跃在藏区的党员服务
队，“圣洁尚巴”党员服务队不仅践行
着“有呼必应，有难必帮”的承诺，还承

担着维护民族团结的重任，他们用真
心、真情、真意在藏汉群众之间架起了
一座连心桥。为了确保和藏族同胞的
沟通交流，队员自发主动学习藏语，在
进行安全用电宣传时也会采用藏汉双
语宣传册。

他们的身影除了活跃在社区、街
道、学校以外，队员们经常利用节假日
和周末，走进社会福利院、养老院，开展
走访慰问、亲情陪伴，传递企业爱心，充
分展示了供电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对于“圣洁尚巴”服务队的贴心服
务，藏族同胞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党委督导支部办 攻坚克难聚合力

7月2日，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甘孜州分公司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党
员来到甘孜供电公司调度信通党支部，
共同开展“学战略，讲担当，干精彩”主
题党日活动。调度信通党支部书记李书
雄给三个党支部的党员讲解了国家电
网公司战略目标相关内容，随后大家针
对相关业务问题开展讨论。三个党支部
开展结对共建以来，分别结合安全生产
月等主题策划了多次实践活动。

5 月 28 日，铁塔公司党委班子成
员和甘孜供电公司党委班子成员来到
泸定磨西110千伏输变电项目临时党
支部，敲定了三方党支部结对共建的
事宜，明确了在结对中打破行业壁垒、
促进优势互补的目标。

由于通信网络建设滞后、老站所
设备陈旧等历史原因，甘孜州内目前
有 134 座水电站仍属于盲调水电站。
近期，结对三方党支部策划“走现场”
活动，组织党员业务骨干到甘孜供电
公司水电站工作一线，了解生产场所
通信盲区分布等情况，有针对性地提

出基站建设规划建议，还前往铁塔公
司各基站，根据基站电源使用情况制
订电力设施日常维护方案。三方党支

部还共同敲定了接下来结对共建活动
的时间安排表，不断加强专业交流和
信息互通。

支部结对跨行业 互学互助共提升

党员服务冲在前 搭建便民连心桥

共产党员服务队检查建州70周年会场供电。

党员服务队在康定2·21雪灾期间冒雪前往抢修。

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安全月进行安全用电宣传。

理塘下坝“三区三州”工程投运，理塘县为公司送来锦旗。

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巡视保电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