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

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

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

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

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出版说明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感恩社会、回报

国家，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集团”）成长的初心，也是中国三峡集团

恒久不变的坚守。多年来，中国三峡集团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聚焦脱贫攻坚这一主题主线，积极履行中央企业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全力以赴助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展示了央企担当和三峡力量。

为深入系统总结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成果，记录和展示中国三峡集团帮扶地区脱贫攻坚以来的

新变化、新面貌、新生活，在第 7 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脱贫攻坚	三峡力量》系

列画册。本系列画册由 1 个主画册和 8 个分画册组成。其中，《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是

主画册，全面展示了中国三峡集团在各个帮扶区域和领域取得的帮扶成效。8 个分画册包括中国三峡

集团定点帮扶奉节、巫山、万安、巴林左旗画册，中国三峡集团精准帮扶云南少数民族画册、中国三

峡集团精准帮扶凉山彝区三峡新村画册，金沙江“三峡种子基金”项目画册、金沙江“三峡教育帮扶”

项目画册，分别呈现了中国三峡集团定点扶贫、川滇少数民族帮扶以及金沙江两个品牌项目取得的帮

扶成果。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取得的系列成果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希望通过本系列画册的

出版，让社会公众对中国三峡集团的扶贫工作特别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有一个更加深

入的了解。



CONTENTS目录

寄语01 善果82

善誉86

善愿90

善心02

善域12

善行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

战。作为生来具有红色基因和责任基因的中央企业，中国三峡集团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精准”尽锐出战、攻坚克难，倾力开

展定点扶贫、援疆援藏援青、川滇少数民族帮扶、库区移民帮扶等扶贫工作，努力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三峡力量。

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全面小康已经近在咫尺。在此重大历史时刻，中国三

峡集团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守为民情怀，不断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全面完成好当前各项扶贫攻坚任务基础上，统筹谋划

好下一阶段的帮扶工作，认真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书记、董事长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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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铸就了中国三峡集团的使命、责任与

担当，承载集团上下矢志不渝的初心。为全力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集团专门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集团主要领

导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扶贫工作，形成了“集团

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各单位各司其职”的扶贫工作

格局，扶贫人员的足迹遍布赣渝山区、苍茫草原和高原边

疆，深入川滇少数民族村落和三峡库区、金沙江库区的每

个角落。

三峡工程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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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千山万水的扶贫足迹

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走访慰问重庆市巫山县贫困家庭

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走访慰问重庆市奉节县贫困家庭

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赴江西省万安县调研定点扶贫工作

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走访慰问重庆市奉节县贫困家庭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走访慰问重庆市巫山县贫困家庭

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走访慰问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中学贫困学生 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赴内蒙古巴林左旗调研定点扶贫工作

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走访慰问内蒙古巴林左旗贫困家庭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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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孙志禹（右二）赴宜昌市兴山县调研 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陈瑞武（中）赴宜昌市调研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良友（右二）赴内蒙古巴林左旗调研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范夏夏（前排左二）赴西藏墨脱县调研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定明（右二）赴内蒙古巴林左旗调研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沙先华（中）赴新疆皮山县调研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杨省世（中）赴江苏省镇江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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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巫山县挂职干部

王荣刚（左一）

重庆市奉节县挂职干部

雷开新（右三）

江西省万安县挂职干部

赵明浩

重庆市奉节县挂职干部

任再稳（左）

新疆皮山县挂职干部

唐向阳（右二）

新疆皮山县挂职干部

唐海峰（右一）

内蒙古巴林左旗挂职干部

李维才（中）

援疆挂职干部

李辰雷（前）

援藏挂职干部

肖海鹏（右二）

四川省凉山州挂职干部

冯怀春（左）

四川省凉山州挂职干部

唐巍（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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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云南扶贫办挂职干部

丁敏

四川省凉山州挂职干部

刘松（左二）

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
挂职干部

徐洋（左）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
挂职干部

叶代公（左一）

四川省凉山州挂职干部

孟广林（右）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
挂职干部

李超
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
挂职干部

艾光明（右）

四川省凉山州挂职干部

潘诚成（左一）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挂职干部

查永久（右）

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
挂职干部

李鹏飞（左）

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
挂职干部

邹春宝（右一）

四川省凉山州挂职干部

孔令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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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水利万物，润物无声。多年来，中国三峡集团以

“水”的宽阔胸怀和广博大爱，积极参与定点扶贫、援疆

援藏援青、川滇少数民族帮扶和库区移民帮扶，投入真

金白银，倾注真情实意，不断促进贫困群众安稳致富、奔

向小康，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三峡工程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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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巴林左旗

新疆

西藏

金沙江库区

四川凉山
彝族彝区

云南三个“直过民族”和
人口较少民族 

重庆巫山县

重庆奉节县

江西万安县

三峡库区

青海

85 亿元

投入帮扶资金超过

*数据截止到2020年9月底中国三峡集团帮扶地图

川滇少数民族帮扶

27 万人36 亿元

投入资金 惠及贫困群众超过

援疆援藏援青

6 亿元

投入援助资金超过

库区移民帮扶和脱贫攻坚

24 亿元

投入资金超过

定点扶贫

8.6 298亿元 个

投入资金 实施帮扶项目

10.64亿元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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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

暖。二十多载深耕扶贫，中国三峡集团以矢志不

渝的责任担当，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种子播撒

进大山深处的千家万户，为万千贫困群众送去

美好人生与未来希望。

三峡工程全景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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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
中国三峡集团始终把教育扶贫摆在优先位置，将其作为助

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根本举措，努力通过“扶教育之贫”

和“依靠教育扶贫”，探索“输血”与“造血”、“扶贫”与“扶

智”相结合的扶贫模式，助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着力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三峡娃娃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举办2019年“三峡娃娃行——宜昌水电夏令营”活动

组织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三峡娃娃行”活动

7.1 亿元

投入资金超过

172 所

新建、扩建学校

10 年

连续开展各类“娃娃行”活动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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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
娃娃行

“三峡娃娃”画三峡大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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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云南省怒江州知子罗村幼儿园

援建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石月亮乡三峡幼儿园 援建江西省万安县大塘幼儿园

援建新疆皮山县幼儿园援建重庆市巫山县平和乡幼儿园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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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重庆市奉节县职业教育中心援建湖北省兴山县三峡希望小学

援建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中学新塑胶运动场 援建内蒙古巴林左旗三峡小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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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举行三峡助学再行动

5—四川凉山州宁南县白鹤滩学校“励志班”活动

3—组织“三峡奖学计划”活动

1—组织“三峡烛光行动”岗前培训

2—四川凉山州西乡乡中心小学“三峡班班通”课堂

1

3

4

5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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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教育援疆助学金发放仪式

举办江西省万安县宝山中学捐资助学活动举办内蒙古巴林左旗助学金发放仪式

举办内蒙古巴林左旗“手牵手”爱心捐赠活动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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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中国三峡集团始终把健康

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千方百计助力贫困患者看得

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努力奋斗的勇

气，有享受生活的安心。

援建重庆市奉节县康坪乡卫生院

3 亿元

投入资金超过

102 所

援建、扩建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医院

1.26 亿元

在重庆市巫山县和奉节县投入“中国三峡集团（县级）医疗救助基金”资金

2

3

1

2—援建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兔峨乡果力村卫生室

1—援建内蒙古巴林左旗结核病防治所

3—援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九畹溪镇卫生院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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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重庆市奉节县龙桥土家族乡卫生院（效果图）

援建重庆市奉节县安坪镇海角村卫生室 援建重庆市奉节县康坪乡大架村卫生室援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中医医院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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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中心卫生院结算窗口前支付医疗费用

资助重庆市奉节县健康扶贫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项目

资助商业补充保险项目

重庆市奉节县健康扶贫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发票单 患者享受医疗救助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34-35



组织重庆市奉节县公共卫生人员培训

组织重庆市奉节县疾病预防控制项目培训 组织重庆市奉节县妇幼卫生能力提升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培训 组织重庆市巫山县2019年乡村医生培训 组织重庆市巫山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培训

组织重庆市奉节县卫生人才培训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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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扶贫

援建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知子罗村

12 亿元

投入帮扶资金超过

80 个

在四川凉山彝区，建成三峡新村

3.98 万户 

其中在川滇四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建、改造、提升住房

援建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勐约乡温泉村

援建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怒族安居工程 援建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永宁镇嘎拉村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中国三峡集团坚持把安居扶贫作为助

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把解决贫困群众安居问题

作为一项解民忧、惠民生的重要工程来抓，改善居住环境，实

现“住有所居”的安居梦想。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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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援建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金普村

1—援建云南省景颇族特色安居工程

援建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石梯村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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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云南省景颇族特色安居工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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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莫红乡马处哈三峡新村

援建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中村三峡新村 援建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洛乌乡火博村三峡新村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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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热柯觉乡永丰三峡新村 援建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中都镇民建三峡新村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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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江西省万安县高铁广场移民安置点援建重庆市奉节县曲尺乡柑园村

援建重庆市巫山县两坪乡仙桥村安置点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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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西藏墨脱县德兴乡亚东村“小康示范村”

援建湖北省长阳县高桥村移民安置点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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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亿元

在川滇少数民族帮扶区域以外，
投入资金超过

104 条

修建和硬化乡村公路

个60
修缮人畜饮水工程超过

个52
修建供水排水工程

基础设施扶贫
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发展大计。中国三峡集团持续加大对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投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贫困群

众致富奔小康提供有力硬件支撑。

援建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沙瓦公路

援建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马处哈三峡新村道路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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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3—援建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莫尔非铁三峡新村路灯

4—援建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帮瓦村组路灯

1—援建道路硬化绿化工程一角

2—援建江西省万安县田北画村沥青道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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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重庆市巫山县乡镇集中人饮供水池

援建重庆市奉节县白龙村白龙水厂

援建重庆市奉节县鹤峰乡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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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夹铁乡莫尔非铁三峡新村体育设施

援建云南省怒江州兔峨乡果力村文化活动站

援建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兰永村村民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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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
中国三峡集团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始终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依托当地产业基

础、市场空间、环境容量和产业规划，形成“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的扶贫新格局。

重庆市巫山县两坪光伏电站

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光伏+扶贫”项目

江西省万安县窑头镇通津村渔光互补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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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江西省万安县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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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姬松茸种植基地（景颇族）

援建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中药材种植基地

援建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冰葡萄基地（普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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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助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安边镇浮冰田村紫秋葡萄种植

2—资助江西省万安县高陂镇腐竹产业

3—资助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新营盘乡牛窝子村木梨种植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66-67



援建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新市镇龙口村养鸡合作社

援建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镇谢里村特色养殖场

资助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勐约乡温泉村桑蚕养殖 资助江西省万安县稻虾养殖

援建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新安镇养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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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重庆市巫山县敞心坡民宿

资助打造重庆市巫山县旅游文创产品

捐赠重庆市巫山县旅游大巴

援建重庆市奉节县白龙村“三峡第一村”民宿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70-71



5749 人次

培训扶贫干部

19795 人次

技能培训惠及

378 人次

招聘帮扶地区高校毕业生

四川省凉山州彝族服饰制作

就业扶贫
中国三峡集团以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帮扶贫困户实现稳定就业为重

点，多方式拓宽就近就业渠道，助力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组织四川省凉山州“三峡班”挖掘机培训 组织重庆市奉节县特色乡村旅游服务就业技能培训

资助内蒙古巴林左旗妇女居家灵活就业项目 资助内蒙古巴林左旗“致富带头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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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知子罗村扶贫车间

援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许家冲创业中心

资助重庆市奉节县职业教育中心 资助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托平村五湖组“巾帼扶贫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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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奉节县果农丰收

消费扶贫
消费扶贫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中国三峡集团坚持利用消费

扶贫契机和自身优势，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中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

点和堵点，帮助贫困群众在家做生意、增收入。 1 亿元

历年消费扶贫金额超过

6800 万元

号召合作单位和社会组织采购巫山脆李等农产品

资助重庆市巫山县农产品消费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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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调研江西省万安县特色农产品

4—组织助力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消费扶贫特色农牧产品推介会

1—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调研江西省万安县特色农产品

2—举行消费扶贫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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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奉节县三峡橙蜜

中国三峡集团消费扶贫涉及区域分布图

重庆市巫山县脆李重庆市奉节县高山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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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集团在做强做优做大主业的同时，积极履

行中央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积极

探索具有三峡特色的扶贫开发模式，倾力助力国家

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成果化为一张张笑脸绽放在

神州大地。

三峡工程远景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8382-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
84-85



中国三峡集团真心实意实施精准扶贫，助力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努力实践得到帮扶地区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

肯定，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

可，一个又一个荣誉不仅是扶贫成果的象征，更是见证了

集团数十年深耕扶贫的坚实脚步。

三峡工程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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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远景

水利万物，大爱无疆，不忘初心，方行久远。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中国三峡集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自觉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如

既往认真履行好中央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

任，全力以赴为国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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