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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 18时 12分，经过 5

次带电冲击成功，信阳 110千伏人

民变电站顺利投入运行。消息传

来，所有参与此工程的供电员工欢

呼雀跃。

“从 2011年建设至今，110千

伏人民变电站历时七年终于正式

投用，将从根本上缓解信阳中心城

区年年迎峰度夏闹电荒的困境。”

信阳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主任

魏丽芳兴奋地说。

一边是城区用电紧张闹电荒，

一边是变电站历时七年方投用，这

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近日，记

者走进位于信阳市浉河北岸的全

市首座景观式变电站。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甘仁伟 杨帆

地方传真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蔡丽 张秋雨）
“我得赶快去占个座，县里来专家教咱们咋养小龙虾啦……”
6月 27日一大早，潢川县伞陂镇瓦岗村贫困户耿明月就一路
小跑着进入村部会议室。

“稻虾共作模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县财政给予每亩400
元的一次性补助……”县水产局副局长、县第六批拔尖人才、县
科技特派员刘征给大家讲解小龙虾产业精准扶贫相关政策。
2017年省博士服务团成员、信阳师院教授李红敬就小龙虾的
市场前景、生物学特性、养殖技术、病虫害防治以及虾稻共作相
关知识作专业全面系统的讲解。专家人才还与贫困户面对面
交流，解答大家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培训进行了三
个多小时，现场发放小龙虾养殖技术资料300余份。培训结束
后，专家团还来到小龙虾养殖基地进行现场观摩和技术指导。

潢川县采取“产业带动＋科技扶贫＋人才助力”新模式，
充分发挥专家队伍的专业技术优势，通过“传帮带”强化脱贫
攻坚“扶智”“扶志”功效，极大地增强了贫困户勤劳致富的信
心和勇气。如今，仅在瓦岗村就有小龙虾养殖专业户113户，
养殖面积达到1164亩，其中稻虾共作近300亩。7

淮滨县绿博蔬菜种植基地，去年从中科院引进番茄新品
种“番茄树”，植株可达 1.8米高，亩产番茄 1.5万斤，每亩净
利润达2万元。该基地种植35亩番茄大棚，可带动周边6个
行政村 6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图为6月 24日，谷
堆乡朱湾村低保贫困户陈翠柳和大伙一起，正在基地摘番
茄。7 李鹏 摄

光山县殷棚乡张中湾村园田特色合作社，两年前引进种
植200多亩高效品种太空荷花。荷花可供游人观赏，还可制
作加工成荷花茶。当地21户贫困户依靠种植太空荷花，年均
增收 1.8 万元，当年走上致富路。图为 6月 26日，“接天莲
叶”无穷碧色中，“映日荷花”璀璨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往观
赏拍照。7 谢万柏 摄

潢川

专家教咱咋养“虾”

光山

太空荷花铺就致富路

淮滨

“番茄树”上结出脱贫果

“人民变电站”的人民情怀

浉河区的中心城区，是信阳市最繁
华的商业区和人口密度最大的聚集区，
原本只有一座 110千伏曾家园变电站，
一到冬夏用电高峰期，曾家园变电站及
市区周边的 5座 110千伏变电站不同程
度重过载。

据信阳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运行专
责魏继承介绍，2017年迎峰度夏期间，
信阳中心城区144条 10千伏线路，就有
30 条重载或过载。信阳供电公司从
2008年就已着手考虑，申请新建110千
伏人民变电站，以缓解相关的 6座变电
站重过载和城区内 30余条 10千伏线路
过负荷问题。经上级批准后，人民变电
站建设项目随即列入2009年建设计划，
并得到信阳各级领导和多个部门的大力
支持，但因中心城区建设已满，站址选择
一波三折。

站址最初拟在北京路以东、新华路
以南、新建街以西、东方红大道以北的区
域。“先是选择在万家灯火小区，随后是
新华西路，最后才确定为现在的浉河大
市场。”信阳供电公司基建部主网专责陈
亮回忆说。

考虑到该变电站的建设位于中心
城区，为减少占地，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破例同意将此变电站由传统的开放
式室外变电站，变更为全封闭户内智
能化变电站，占地由近 3000 平方米压
缩为 1000 多平方米，总投资却增加两
三倍。

景观式全封闭人民变电站 刘宏冰 摄

人民变电站选址浉河大市场后，经过两
年紧张建设，变电站主体于 2012年 5月底
建成。但后续的进线工程，需要经过贸易广
场、跨越浉河河道，加之周边居民一度不明
真相阻挠施工等原因，工程周期数度延期。

魏继承表示，为了时刻掌握线路设备
运行状态，避免因过负荷引发故障停电，供
电公司线路运维人员在度夏午高峰（12:00
至 15：00）和晚高峰（20:00至 23:00）都会
冒着高温对重过载线路设备加强巡视测
温，发现异常立即消缺。

“当时是白天夜晚连轴转，工作人员苦
不堪言。”魏继承说，“一些市民一边对因冬
夏用电高峰导致的停电不满，一边却听信谣
言，阻拦供电工程施工。这让我们很无奈。”

“人民变电站的进线，从位于浉河区十

五里桥的 220千伏宜居变电站引出，线路
经过贤山、贸易广场、弘昌运动城，以及浉
河河道。”该项目经理孟令宝介绍，因为贸
易广场周边居民误以为线路经过有辐射、
塔杆架起来之后影响他们建房，进线工程
在该片区迟迟无法施工。

为消除市民顾虑，信阳供电公司一边
积极向市民发放宣传册，一边邀请市民代
表参与实地电磁辐射测量，向广大市民广
泛科普变电站和供电线路没有辐射的科学
道理。

同时，他们将工程进展情况实时积极
向地方政府反馈，通过政府多个部门的介
入协调推进。据孟令宝介绍，仅在 2016年
5月前，信阳市就先后组织近 20次项目建
设协调推进会。

今年 4月 24日，信阳市政府专题召开
2018年电力迎峰度夏工作协调会，副市长
李正军对 18项电力工程的协调配合部门
和单位逐个点名，现场协调解决方案，要求
按照属地划分，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间，市
政府跟踪督办，重点工程实行日报告制度，
确保工程按期完工。

会议一结束，专门为协调度夏工程建
设的微信群随即组建，对电力工程建设过
程中的“落地难”问题每日通报督办。电力
工程所需的现场协调情况及时反馈到群
里，减少了中间的汇报环节，畅通了信息沟
通渠道。李正军和各部门负责人直接在群
内办公，各部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包括人
民变电站进线工程在内的 18项电网度夏
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人民变电站
的线路从 220千伏宜居变电站经贤山、贸
易广场到弘昌运动城之间，采用杆塔架
线。从弘昌运动城到浉河再到人民变电站
的线路，采用深埋电缆的方案。“贸易广场
地下原来是河滩，施工时需要经过压水井、
化粪池、自来水管线、天然气管线，这些都
给施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孟令宝说。

完成架空线路和深埋电缆施工后，电
缆怎样经过浉河河道，再次摆在信阳供电
公司基建部主网专责陈亮面前。

“最初我们提出两种方案，一是采用塔
杆架线横跨浉河，二是在浉河河床敷设海
底电缆。”陈亮说，第一个方案因为影响浉
河两岸的整体景观，很快被否决。

方案二，在河床敷设海底电缆，同样有
两种技术方案，一种是直埋电缆，另一种是
打孔顶管穿越河道，把电缆埋在河床以下7
米左右。陈亮表示，直埋电缆工程造价相对
偏低，但存在较多安全隐患，防汛或者清理
淤泥时容易挖出电缆。且施工时需要建围
堰，影响河流行洪，更会导致施工水体发臭，
影响环境。最终确定采用打孔顶管穿越河
道技术方案，仅此一项，信阳供电公司又增
加1500多万元的投入。人民变电站也由此
成为全省首个采用敷设海底电缆的变电站。

据介绍，110千伏人民变电站本期配出
15回 10千伏线路，其中：向东 9回线路，接
带市区河南路、建设路、民权路、东方红大
道、礼节路沿线负荷；向西6回线路，接带解

放路、中山路、四一路、新华西路沿线负
荷。新建线路投运后，可以实现人民变电
站与 110 千伏宝石桥变、曾家园变、羊山
变、五里墩变及茶都变电站联络，解决多年
来中心城区线路过载，用电受限，供电可靠
性差的局面，显著提升中心城区供电能力，
为中心城区度夏、度冬用电提供有力保障。

“现在好了，压在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
了。”人民变电站正式投入使用，让魏继承和信阳
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的同事们高兴了很久，更让
信阳中心城区多年用电高峰电网过载成为历史，

万千市民更可安全无虞清凉舒适度夏。
夕阳渐隐，彩霞满天，华灯初上的申城

显得愈发迷人。走出人民变电站，往年夏
季因为要迎峰度夏保民生而关闭的浉河景
观灯正亮得灿烂。

早早吃过晚饭在浉河边上散步的妥大爷，
就着明亮的灯光，拉着老伴兴高采烈地骑上设在
河边的公共健身健身车使劲地蹬了起来。“天天
盼着人民变电站并网，今天算终于盼来了。在家
吹空调，出门看景观，今后这大热天的，再也不怕
停电喽！”妥大爷乐呵呵地说。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徐维 李梅

门口几亩小菜园，种着黄瓜、毛豆等
时令蔬菜，墙上贴着孩子“三好学生”的
奖状,灶台飘来阵阵饭香……

6月 23日，息县陈棚乡张塘村房小
围孜村民张士芳，正在改造后的新房里，
把一根根五颜六色的丝线，串联成各种
精美的流苏工艺品，用巧手编织着她幸
福生活。

43岁的张士芳，原本夫妻勤奋恩爱、
女儿品学兼优、儿子乖巧懂事。幸福平
静的生活却在 2010年被打乱，张士芳查
出患肾病综合症和强制性脊柱炎，一家
人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屋漏偏逢连阴
雨，4年后，丈夫患肝癌，不久撒手人寰，
这一变故更是让张士芳的生活雪上加
霜。

脱贫攻坚开始后，张士芳家成为张塘
村的重点帮扶对象。她和孩子们不仅受
惠于教育、医疗等各项精准扶贫措施，村
干部还多次带着她到外地看病。驻村第
一书记何蕾更是经常来她家嘘寒问暖，帮
她打理菜园，鼓励她乐观面对生活……

原本对生活充满沮丧和失望的张士
芳日渐走出疾病和贫困的阴影。“政府政

策这么好，俺也得自己争气。俺相信，生
活会越变越好。”她开始鼓起勇气寻找生
活中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

不久，在县里组织的“巧媳妇”免费
技能培训中，心灵手巧的张士芳很快学
会了流苏编织，成为陈棚乡扶贫基地立
明饰品加工有限公司一名产业工人。

“领到任务后可以在家干活，不费啥
事儿，一天能编 1000 多件，轻轻松松挣
40元。”张士芳说话间，双手不停，眉宇间
洋溢着笑意。

凭着她的聪明和热心劲，张士芳还成
了村里有名的编织老师，先后带动 30多
个贫困妇女加入到流苏编织行列。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胡传仁 田祥志

“判决书收到了，感谢你们还我清白。”近日，商城县检察院
控申科科长王会收到一位名叫马泽川的农民，从千里之外的甘
肃省兰州市发来的短信。至此，马泽川无辜“躺枪”成“罪犯”，
检察官奔波千里还“清白”的故事终于圆满画上一个句号。

2000年，生于广东汕头的两岁男孩马六甲随母亲改嫁来
到商城县。小学毕业后，马六甲便以马泽川为名长期混迹于
县城。2017年 2月，马六甲因没钱上网，遂伙同他人搭乘一
辆三轮出租车行至农村僻静处，对司机实施抢劫，在返回县城
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马六甲从未办理过身份证，一直自称马泽川，其同案犯也
称其为马泽川。侦查人员上网核实发现确有“马泽川”其人，
便立案。随后，法院以马泽川犯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元。判决生效后，马泽川被送至未成
年犯管教所服刑。

当年 12月，马泽川服刑期满被送回原籍，交接核查身份
时，管教民警发现其真实姓名应为马六甲，遂发函向商城县法
院、检察院告知这一情况。

商城县检察院审查后发现，马泽川与马六甲的户籍地均为
广东汕头，两人身份证号码仅后两位不同，原案确实存在错误。

“不能让无辜者背上犯罪‘前科’。”检察长高兴日立即安排案件
承办人查找马泽川。经多方努力，终于查明马泽川目前生活在
兰州，案件承办人随即与其取得联系。

自己无辜“躺枪”成为“罪犯”，乍听此事，马泽川说啥也不
信，还以为自己遭遇到“电信诈骗”。案件承办人只好辗转千里
前往兰州，当面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引导他向检察机关提出
申诉。随后，承办人又南下汕头找到马六甲，详细核实案情，之
后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

2018年4月16日，商城县法院再审后作出裁定，对马六甲的
身份信息予以更正，承办人收到法院裁定书后，第一时间告知马
泽川，并向其邮寄送达裁定书。终于还了马泽川的“清白”。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莹莹 王友

“我家终于脱贫啦，现在这日子以前
说啥也不敢想啊！”

6月26日，看着儿子往新房里一件件
地搬着大彩电、布艺沙发、席梦思床……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邹庄村葱农魏国安
忍不住喜极而泣。

魏国安家以前住在三间年久失修的
砖瓦房里。7 年前，家里又接连遭遇不
幸。先是他在插秧抽水时不慎被拖拉机
轧断肋骨，住院治疗期间，又查出患有肝
硬化、脾大等多种疾病。他刚做完脾摘
除手术没多久，73岁的老母亲又突发脑
溢血。接二连三的事情让家里背上十余
万元的债务。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脱贫攻坚开
始了。他们家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根
据医疗救助政策，他和老母亲高昂的医
药费报销了一大部分，家里破旧的砖瓦
房也通过危房改造项目焕然一新。

邹庄村的香葱远近闻名，每到香葱
收获的季节，贩运蔬菜的商贩总会从四
面八方涌来。为了让他家尽快脱贫，扶
贫工作队鼓励魏国安加入村里的香葱种
植合作社，在外打工的儿子也被劝回村，

跟着父亲一起免费学习种香葱。
一家人在扶贫工作队员的帮助下

铆足了劲，香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如
今他家已种有 5 亩香葱，15 亩水稻、小
麦和花生，年收入达 5 万多元，成功摆
脱贫困。

眼瞅着儿子已经27岁了，今年6月，
魏国安和妻子商量后，在 107 国道旁为
儿子买下了两间三层的新楼房。“党的政
策这么好，我家日子一天比一天强。”魏
国安笑得合不拢嘴，“如今，就盼着儿子
早日娶回媳妇儿，我和老伴能早点儿“升
格”当爷爷奶奶啦！”7

信阳故事

葱农魏国安 幸福梦正圆 巧手张士芳 编织好生活

如今，就盼着儿子早日娶
回媳妇儿，我和老伴能早
点儿‘升格’当爷爷奶奶
啦！

魏国安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邹庄村葱农

“政府政策这么好，俺也
得自己争气。俺相信，生
活会越变越好。”

张士芳
息县陈棚乡张塘村房小围孜村民

进线工程多次延期
积极向市民科普变电站和供电线路没有辐射 通过政府多

个部门的介入协调推进工程进展

站址选择一波三折
为减少占地，变电站由传统的开放

式室外变电站，变更为全封闭户内智能
化变电站，占地压缩近三分之二，总投资
却增加两三倍

为保景观“暗”渡浉河
最终确定采用打孔顶管穿越河道技术方案，仅此一

项，信阳供电公司又增加1500多万元的投入

人民变电站正式投用后，浉河两岸千家万户将彻底告别用电高峰拉闸限电的生活

电力工人正在紧张组织内部接线作业 刘宏冰 摄

马泽川 无辜成“罪犯”
检察官 千里还“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