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宁县政府主要领导在河南洛宁抽水蓄能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学清陪同下调研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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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喜迁新居，过上幸福生活

移民领到新居钥匙，顺利完成移民房屋分配任务

在崇山峻岭间奏响山乡蝶变曲
——记洛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追梦之旅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国英
本报通讯员 曲焕平 张光杰

有一种困厄，谓之羁于山。

连绵起伏的熊耳山在洛水岸边停

下了脚步，峰峦绵延，沟谷陡峭……千

百年来，这里上演了多少山民的贫苦

宿命和世事悲歌。

有一种崛起，谓之兴于山。

当一支支建设大军奔赴大山深

处，当宽阔的水泥大道在山间盘绕，

全省最大的洛宁抽水蓄能电站正在

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

群山见证的，是沸腾的群山勃发

出的一种神奇的力量，是徐徐展开的

一幅山乡巨变的美好画卷。

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说：“近年

来，洛宁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环保、集约高效的科学发

展理念，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资

源优势，着力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

造福全县人民。”

一条路，有时通向的是诗和远方，
有时连接着一种命运和全部梦想。

在洛宁县涧口乡鳔池村，只有一条
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村民们生活在桃
花山里，由于长期“与世隔绝”，村民们
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桃花山上多
桃树，每逢春天，桃英灼灼，满山粉红，
成为名副其实的“桃花源”。

洛宁县政协副主席、县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高铁拴介绍，
当时，“桃花源”里有“三多”。一是石头
多。村民们睡的是用石块垒成的石炕，
坐的是石凳子，用的是石碾子，走的是
石板路。二是毛驴多。由于道路难行，
村里家家户户都喂毛驴，村民们卖粮运
货，全靠毛驴。三是光棍多。由于穷，
山里的女娃大都嫁到了山外，山里的男
娃打光棍的特别多。

据了解，鳔池村坐落在桃花山上。

全村 4 个村民小组 123 户人家 412 口
人，分散成 26个自然村，居住在方圆 50
平方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1200余米。

在山里实在熬不下去了，村民们曾
自发组织起来，劈山开路。但是，仅凭
几把铁锤、几根钢钎，想“移山”谈何容
易。于是，一些山里青年便背起行囊，
走出了山门，到山下“安家落户”了。

在鳔池村西部的白马涧，是一条纵
深的峡谷，山势雄壮险峻，被誉为“豫西
最后的原生风景线”。谷底是一条水势
旺盛的白马涧河，逶迤 20公里,注入洛
河。涧河两岸，山势雄壮，石瀑成群，奇
石天成，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

据专家考察，这里属于全省罕见的
高山沼泽型地貌，景点星罗棋布，有莲
花顶、仙桃石、将军石、白马涧、拜佛石
等景点 160余处，神姿仙态，栩栩如生，

引发游人无尽的遐思。
然而，这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风

景”，常常让驴友们赞叹不已。但是，在
撩起它神秘面纱的同时，也展露出它与
荒蛮、粗陋、贫困紧密相连的灰暗一面。

当地群众还说，这里的物产资源种
类繁多，核桃、板栗、柿子、猕猴桃、木耳
等“山货”品种多样，质优味美；这里发
展畜牧业条件得天独厚，植被繁茂，溪
水潺潺，是牛羊的天然牧场。但是，由
于大山阻隔，只好让“山货”烂在山里，
让发展养殖业成为一种梦想。

不走进这片土地，你就无法感受这
片土地的负重。

不走进这片土地，你就无法理解这
片土地的疮痛。

贫瘠与落后，痛苦与绝望，成为这
片土地相生相伴、挥之不去的艰辛印
记。

山民在等待，等待着山川大地释放
出蕴藏的能量。

山民在期盼，期盼着千年贫困的大
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群山苍茫，可以阻挡人们的视野；
苍茫群山，也可以升腾起绵绵的希望。

洛宁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在调研，
在思索。他们聘请科技专家走进大山，
勘察，调研；调研，勘察。一个宏伟的构
想，像朝暾喷薄欲出。

洛宁县涧口乡鳔池村畔的大鱼沟
山环水绕，状如一个硕大的高山葫芦
峪。倘若在这里建成抽水蓄能电站，据
有关专家评估测算，该项目总装机可达
140万千瓦（4×35万千瓦），项目运营
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达 12亿千瓦时，
每年为地方贡献税收 1.5亿元以上。同
时，电站建成后将极大地带动群众的脱
贫步伐。

同时，洛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上水
库位于涧口乡大鱼沟上游鳔池村，下水
库位于涧口乡白马涧下游砚凹村，处于
河南电网、华中电网负荷中心，具有显
著的调频、调相、快速负荷调整、事故紧
急备用等作用。电站建成后，对进一步
优化河南地区的电源结构，缓解河南电
网和华中电网调峰压力，提高供电质
量，保障河南电网乃至华中电网供电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像大山散去了一层层迷雾，大鱼沟
迷人的芳姿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像荒
野上燃起的一把火炬，照亮了洛宁人心
中的希冀。

果断的决策从那时就已经立下；
幸福的愿景从那时就已经铺展！
于是，县委、县政府成立了项目攻

坚组，紧锣密鼓开展工作。聘请专家团
队撰写项目报告、向上级主管部门汇
报、邀请各级领导和专家前来调研……
高密度的申报、奔波、攻坚，洛宁县项目
组的一班人，用扎实的工作赢得上级领
导的重视，用诚心感动了一拨又一拨来
调研的领导和专家。

该项目于 2003 年提出，历经 16年
的艰难曲折、持之以恒，紧盯不放，特别

是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全
力推进，把它作为“一号工程”来抓，终于
使得项目各项工作按下了“快进键”，进
入了“加速度”。洛宁县政协副主席、县
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高
铁栓谈起项目建设情况，如数家珍：

2003 年—2008 年，自项目提出以
来，县委、县政府与省、市部门及规划院
紧密对接，使项目进入了规划盘子。

2009年 9月 19日，洛阳市政府与国
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正式签订项目合
作开发意向。

2010年 12月 25日，国网新源控股
有限公司正式委托中国电建集团中南
勘测设计研究院开展洛宁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预可行性研究工作。

2013年 12月 31日，国家能源局批
复的《河南省抽水蓄能选点规划（2013
年版）》中，洛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列河
南省4个推荐站点的第一位。

2014年 11月，《洛宁抽水蓄能电站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

2015年 2月、3月洛宁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建设指挥部、电站管理处正式设
立，10月，项目可研阶段工作全面启动。

2016年 1月，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河南洛宁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筹建处。

2016 年 11 月 30 日，《洛宁抽水蓄
能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组评
审，2017年 6月 9日省发改委核准。

2017 年 12 月 22 日，装机容量为
140万千瓦的河南洛宁抽水蓄能电站工
程正式开工建设。

…………
5月的大鱼沟，满目葱茏。在洛宁

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隆作
响，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业主营地、
道路路基等开挖作业。

“春节一过，我们就全员上阵,确保
今年完成约4亿元投资目标。”河南洛宁
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清说。

据了解，投资 88.8 亿元、总装机容
量 140 万千瓦的洛宁抽水蓄能电站工
程，是 2019年我省重点建设项目，也是

洛阳市加快实施“97172”合理有效投资
行动计划、明确重点实施推进的1138个
重大项目之一。

张学清认为，互联网时代下，传统
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跨界、
融合、互联互通也给国有企业自我变
革、自我突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带来
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张学清表示，洛宁抽水蓄能电站作
为国家电网公司建设“三型两网、世界一
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支撑，将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生
态优先，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两型两
化”，全力以赴当好推动和服务国家电网
公司“三型两网、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
企业建设的奋进者、践行者和助推者。

针对洛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
张学清介绍，该项目处于河南电网、华
中电网负荷中心，以 500千伏电压接入
河南电网，计划于2026年竣工投运。抽
水蓄能电站功能类似一块“大电池”，具
有启动灵活、调节速度快的优势，是技
术成熟、运行可靠且较为经济的调峰电
源与储能电源。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
河南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及紧
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据初步测算，工程建设期间可为地
方缴纳2亿元左右建筑营业税，项目投产
后，年平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左右，容量
电价和发电电价合计年收入 10亿元以
上。电站建设施工高峰期间，预计3000
名至5000名施工人员在施工区生活，以
及施工所用的施工机械，设备的采购、维
修等，将极大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特别是对发展工业旅游、带动区域旅游
业、三产服务业发展以及对洛宁脱贫攻
坚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

桃花山下，鏖战正酣。洛宁抽水蓄
能电站，是该县依托良好的水资源、地质
和区位优势，谋划推进的有史以来投资
最大、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和能源项目。

洛水岸边，绿色无垠。那是大山的
色彩，更是生机和希望。

那是洛河弹唱的变奏曲，更是洛宁
50万百姓祈盼的诗和远方！

梦工厂的“水电池”山之变

现实版的“桃花源”山之困

千年之变，岂止是古老山川。
时代风潮，改变最深刻的是人。
两年来，让“桃花源”的“老乡们”兴奋不已的，是

村子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刚告别了煤油灯、
石碾等“原始生活”用具，立即就用上了电灯，看上了
电视，买来了小轿车……

走出大山的鳔池村人，搭上了新时代的快车，开
始了祖辈前所未有的新生活。

踏着四月明媚的阳光，走进移民新村，正赶上河
南洛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清在村里开展
捐助活动。他说：“这次拿出 10万元捐助贫困群众，
就是希望移民户搬得出，住得下，生活得更好!”

据了解，2018年 5月 1日，洛宁县正式启动移民
搬迁工作。在县抽水蓄能项目建设指挥部统一部署
下，县指挥部及管理处、乡政府、村干部工作人员同向
发力，与移民群众紧密对接，深入每家每户宣传搬迁
政策，答复群众疑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搬迁
移民群众配合支持，不到一个月圆满完成了移民搬迁
工作。

目前，处在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的水库淹没区的
29户鳔池村村民进行了移民搬迁，住上了“大别墅”。

在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移民新村看到，占地21.4亩
的移民新村气派靓丽，整齐划一的二层小楼一排排矗
立，配套建设文化室、卫生室、休闲广场、临街商铺等
一应俱全，迁入新居的群众喜上眉梢。

鳔池村 56 岁村民杨少治脸上洋溢着笑容。他
说：“几辈人都住在大山深处的老房子里，今年春节，
我们一家人终于搬出大山住新房了！”

走进杨少治的新家，上下六间两层小楼的独家小
院里，设置有车库、花坛。“交付的时候都装修过了，房
间里厨房、卫生间、餐厅都设置好了，瓷砖铺地，这可
比我们在山里的房子好多了，像别墅。”杨少治说，他
在移民新村的家，基本是靠老房子的搬迁赔付款成本
价购买的。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移民新村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份完成选房分配，位置邻近洛宁县城，配套有供水、
排水、电力、通信、小区道路、景观绿化、休闲广场等基
础设施。

杨少治说，此前他们村民组所在的地方，距离出
山口差不多10公里，由于山路崎岖不通车，要走出山
差不多需要 2小时，遇到家人生病需要担架抬、人背
下山，现在新村隔壁就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及附近的
卫生院，生活上也会方便很多。

今年春节前搬入移民村新居的村民杨念石喜滋
滋地说：“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能搬出大山，住
进两层花园式楼房，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很幸福！”

洛宁县涧口乡鳔池村支部书记吉军委介绍，此次
搬迁出来的村民，有三分之二属于贫困户，在山里收
入基本靠打工、放牛，考虑到群众搬出来后生活问题，
还专门在通向洛宁神灵寨景区主干道临街配置建设
了商铺，作为搬迁村民的收入来源之一。同时在附近
为搬迁村民调剂了土地作为生产安置，从长远上解决
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张学清介绍，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不仅要提
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把移民新村打造成新农村建
设的美丽小镇，而且将为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重
大机遇。企业在肩负起建设“三型两网、世界一流”能
源互联网企业的新时代新使命的同时，将带动洛宁经
济快速发展，将它建成豫西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个村庄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动人缩影。山门
打开，山乡的脉搏已与时代共振。

一座大山的变迁，是历史长卷的精妙一笔，前景
如画，晕染出的正是生动传神的当下中国！

“封闭，是十万大山；开放，就是道路万千。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征程上，我们将按照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迈出乡村振兴新步伐。”洛宁
县委副书记、县长周东柯说。

为大山之变欢呼，更为推动山乡巨变的建设者的
使命、担当和伟力致敬！

移民户的“别墅村”

山之情

搬出大山，住进漂亮移民新居，图为洛宁抽水蓄
能电站移民新村一角

洛宁县委主要领导在河南洛宁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学清陪同下调研易地移民搬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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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抽水蓄能电站效果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