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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八百里瀚海的广袤土
地上，一片片泛着乌光的太阳能板，犹如散
落的黑色珍珠，在莽莽草原中熠熠生辉。

新能源，既是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
领跑者，既要不忘初心，更要牢记使命。

白城市拥有全东北最好的光照资源，年
平均日照时数为 2915 小时， 太阳辐射可达
到 5200 兆焦 / 平方米以上， 是国家确定的
太阳能资源二类地区。 同时又有丰富的土地
资源和发达的电网支持，发展光伏产业具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

2017 年 11 月， 白城光伏领跑者基地通
过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基地优选，成为全国第
三批“光伏领跑者计划”13 个项目中，东北
地区唯一获批的项目。

为了让项目尽快落地、投产达效，在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统筹安排下，市能
源局及相关部门、企业密切合作，经过一年
紧锣密鼓的筹备和建设，2018 年 11 月 16
日， 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镇赉项目
区———中广核 20 万千瓦项目实现并网发
电，这是全国第三批光伏“领跑者计划”项目
中首个实现一次性、 全容量并网的基地项
目，标志着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正式
转为商业运营。 此外，白城市还根据自身实
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光伏 +”的产业模式，
既有“光伏 + 农业大棚”，又有“光伏 + 草原

恢复、燕麦种植、畜禽饲养”，还有“渔光一体
化”，为壮大光伏产业提供了白城经验。

今年年初，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
于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奖励激励有关事项的
通知》要求，白城市于 1 月 30 日上报白城光
伏发电领跑奖励激励基地申报材料。 经国家
能源局组织相关专家审核申报材料，并实地
调研核实， 于 6 月 14 日正式确定了白城为
第三期光伏发电领跑者奖励激励基地之一。
这无疑是为白城市光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
一支兴奋剂，将强力助推我市光伏产业实现
进一步的跨越。

为了接洽好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奖励激
励有关事项，白城市能源局精心谋划，积极
行动。 在国家第三期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奖励
激励名单公布后，就立即与水电水利规划设
计总院对接，启动了白城光伏发电领跑奖励
激励基地优选方案编制工作。 8 月 9 日，市
政府委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织对白
城光伏发电领跑奖励激励基地企业竞争进
行优选，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优选出
投资能力强、业绩突出、经验丰富、技术先
进、 对促进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作用大的企
业。

8 月 23 日，白城市正式公布了 5 家光伏
发电领跑奖励激励基地入选企业名单：1 号
项目投资企业为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

司、2 号项目投资企业为浙江正泰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3 号项目投资企业为晶科电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 号项目投资企业为中
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5 号项目投资企业为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白城市
已完成了奖励激励基地的用地规划。 其中，
1、2 号项目位于洮南市蛟流河乡光荣村附
近，规划面积 9.6 平方公里；3、4 号项目位于
通榆县鸿兴镇绿化村和什花道乡曙光村附
近，规划面积 9.2 平方公里；5 号项目，位于
通榆县向海乡梧赫村附近，规划面积 3.7 平
方公里。 此外，各项目相关的环保、水保、安
全评估、矿产压覆、水文气象等工作已委托
相关设计单位开始编制，接入系统设计审查
已完成。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市能源局在项
目使用的土地及税费、 电网接入及消纳，以
及配套服务等方面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
署。 首先在土地使用方面，洮南市政府和通
榆县政府均已承诺基地土地要按照流转的
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并承诺基地用地不征
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 基地土地
将按照流转的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不涉及
其他任何费用。

在电网接入及消纳方面， 国网吉林省
电力有限公司承诺投资建设电力送出工
程， 并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

衔接。吉林省能源局、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
公司均出具了基地电站消纳意见。 国网吉
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承诺尽力保障基地发电
水平达到国家要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
数（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 95%的小时数）以
上。 白城市政府、洮南市政府、通榆县政府
承诺通过协调国家电网优先消纳白城市光
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发电量， 并通过制定
电采暖方案、 引进高载能大工业项目等保
障基地电量消纳， 使基地发电量不低于国
家最低保障小时数。

在配套服务方面， 白城市政府及承担
基地建设的洮南市政府和通榆县政府均承
诺基地外进场道路、临时用水、临时用电等
基础设施由地方政府建设； 按照“责权一
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
服务体系， 确保基地按照国家产业要求开
展竞争性配置并进行监督管理。 各项目相
关企业也承诺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原
则上组件最低点距离地面不低于 2.5 米，
同时尽快签订项目开发协议， 按照协议内
容履约执行。

按照白城光伏发电领跑奖励激励基地
企业竞争优选工作方案倒排工期要求，相关
项目将于 10 月 15 日前开工，2020 年 6 月
30 日建成投产。

/�记者 张风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沃野千里田畴似锦，秀
美乡村瓜果飘香，人居环境干净整洁，村里村
外笑语欢声……走进洮南市广袤乡村， 这种
景象比比皆是。

从组织引领发挥“头雁效应”，到环境整治
让乡村更有“看头” ……洮南正凝聚各方力
量，精心“雕琢”，乡村振兴的“种子”正在这里
破土而出、加速成长。

组织引领，夯实乡村振兴之“基”
数据：221 个行政村， 开展星级农村党组

织创建；建立联合党总支 4 个，参与联建村党
支部 9 个；选派 46 名驻村干部，组建软弱涣
散整顿工作队……

新时代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党建引领是根
本。 乡村振兴工作中， 洮南市以强党建为抓
手， 扎实推进星级党组织创建、 深化“传帮
带”、组建软弱涣散整顿工作队，构建市级领
导包保、市直部门帮扶、第一书记助力的“三
位一体” 帮扶体系， 提高村级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向心力，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

兴。

文明乡风，传承乡村振兴之“魂”
数据：年组织“送演出下基层”50 场、“送

书下乡”30 场、“送培训下乡”70 场；深入 18
个乡镇开展“道德讲堂大篷车” 巡回宣讲
……

一个个数字彰显着洮南市一直把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作为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移风易
俗活动、农民群众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丰富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以
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人才培引，涵育乡村振兴之“智”
数据：两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660 人；两

年举办各类培训班 540 期， 发放农业技术资
料 2万多份……

为壮大人才队伍、浇灌科技智慧、涵育智
力保障，洮南市采取了多项措施。 从教育、激

励和搭建服务平台等方面入手，帮思想、帮技
术、帮办法，打造有文化、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实施“引
凤入洮”工程、“返洮回引”工程等人才引进机
制，鼓励各界人才投身乡村建设等，全方位振
兴、 高质量发展在洮南有了人才支撑和智力
保障。

发展产业，丰满乡村振兴之“肌”
数据： 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指标 13 万

亩，同步实施节水灌溉 13 万亩；注册兴办各
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2153 家， 家庭农场 1834
家； 建成福顺镇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等各类
采摘园、观光园 24家……

为实现乡村振兴有长远保障，洮南市
积极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 ； 积极推进
平衡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农作物高产
栽培 ； 积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积极培育农田观光、果
蔬采摘 、休闲娱乐等新型农业 ；积极争取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等 ， 产业支撑下的

乡村振兴生动画卷正在洮南大地徐徐铺
开。

环境整治，塑造乡村振兴之“形”
数据：清理垃圾 147 万立方米、粪堆 6.9

万立方米、沟 57.1万延长米、道路 8578 公里、
柴草垛 3.6 万个；221 个行政村村村通沥青
（水泥） 路；656个屯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计划改厕 3130个……

为使乡村更有“形”，洮南市干部群众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着力开展了农村环境
卫生“六清”集中整治和以清理越冬垃圾为主
的春季集中整治行动； 制定村屯绿化美化设
计方案， 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和安全饮水工程
等一项项综合环境整治举措， 使美丽宜居的
乡村在洮南触手可及。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好家园，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洮南正在奋力
“雕琢”。

/�郑丹 任平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翰墨歌盛世，丹青颂辉
煌。 9月 25日，《祖国万岁》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广场大型书画笔会活动在市民广场举
行。 白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辉出席活动并
致辞。

徐辉对白城市广大文艺工作者根植于本
地传统文化厚土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为人
民书写、为时代放歌，为文化白城建设作出的
重要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她指出，全市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站位全局，主动融入，紧紧围绕
全市“四项重点工作”，充分发挥文艺工作凝
聚力量、鼓舞士气、激励奋进的重要作用。 希
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描绘
祖国大好河山、白城历史巨变、鹤乡儿女为实
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风貌和坚实脚印，把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把白
城故事、白城形象、白城成就展示好，努力创
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

白城自古崇文善教，书画文化底蕴深厚。
活动现场， 书画艺术家和广大书画爱好者挥
毫泼墨，用手中的笔和心中的情，以书言志，
以画寄情，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将思想
与艺术融为一体， 现场创作出了一幅幅主题
突出，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的书画
作品。 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美好祝福，也为我市推动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新白城寄语点赞。

本次书画笔会活动， 不仅是白城市书画
艺术家和广大书画爱好者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也为书画爱好者搭建
了分享展示的平台，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了“书香白城”的浓厚文化氛围。

活动期间， 徐辉还参观了由中共白城市
委、白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蝶变———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白城市城市建设
成就图片展”。 /�记者 翟向东 报道

共画祖国好 同书爱国情

白城市举办《祖国万岁》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广场大型书画笔会活动

发展新能源 勇做领跑者
———白城市推进光伏产业发展综述

聚磅礴之力“琢”秀美乡村
———洮南市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