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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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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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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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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节古称夔州，今誉诗城，幅员面积 4098 平方千米，辖 33 个乡镇（街道）、314 个村、

76 个社区，总人口 107 万。2002 年，奉节县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奉节县是三峡库区重点移民县，为三峡工程建设运行做出了重大贡献。19 年来，中

国三峡集团把帮扶奉节脱贫发展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先后选派 16 名干部到奉节

挂职，无偿投入资金 2.28 亿元，实施项目 94 个，在教育帮扶、医疗济困、助推基础设

施建设、助力住房安全保障、帮助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9 年 4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奉节县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金凤美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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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1

把脉问诊  有的放矢
中国三峡集团自2002年起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多次研究制

定帮扶奉节县工作计划，委派挂职干部，落实扶贫项目与资金，督

促检查扶贫工作进度，协调处理相关问题。

近年来，中国三峡集团将定点扶贫奉节县纳入“十三五”履行社会

责任实施规划和每年年度工作计划，并结合奉节县实际，逐一明

确具体帮扶项目、资金预算、工作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按照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要求，逐步完善扶贫项目管理相关

内容，明确项目申报立项、审批、过程管理、验收、后评估全生命

周期闭环管理具体规定，不断提高扶贫项目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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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问诊 有的放矢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2 3

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电力主要领导赴奉节现场调研中国三峡集团与奉节县共商定点扶贫工作

走访调研慰问

中国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调研奉节县扶贫工作 中国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良友，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沙先华调研奉节县扶贫工作中国三峡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调研奉节县扶贫工作



把脉问诊 有的放矢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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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门红叶

奉节县县委书记杨树海调研扶贫工作

奉节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祁美文调研扶贫工作



把脉问诊 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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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县长助理

徐祖苗

时任三峡旅游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

2008.07—2009.07

派驻挂职干部参与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是中国三峡集团助力定点帮扶、对口支援地方脱贫

攻坚的重要举措之一，2002 — 2020年，中国三峡集团累计向奉节县派出挂职干部 13 人，

驻村干部 3 人。他们在扶贫一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着三峡力量。

派驻挂职干部

裴红波

2004.10—2005.11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县长助理

时任三峡工程建设部办公室主任科员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县长助理

王金成

时任长投公司健康管理处主任

2005.10—2006.12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县长助理

阴朋

时任枢纽管理局办公室主办

2014.03—2015.03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副县长

向波

时任枢纽管理局枢纽运行部主管

2016.04—2017.04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白龙村第一书记、镇长助理

程俊

时任枢纽管理局枢纽保卫部主办

2015.07—2017.08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县长助理

江建峰

时任三峡旅游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

2009.08—2010.08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副县长

陈书圣

时任多能公司副总经理

2011.10—2012.12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副县长

刘鲲

时任长江电力生产计划部计划与投资管理主任

2013.1—2014.01

挂职重庆奉节县永乐镇白龙村第一书记

周先慧

时任长江电力葛洲坝电厂运行部副值班长

2019.05—2021.05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县长助理

张地继

时任枢纽管理局枢纽运行部专业师

2010.09—2011.10

挂职奉节县委常委、副县长

雷开新

时任招标采购管理单位纪委书记

2018.06—2020.06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白龙村第一书记

徐磊

时任枢纽管理局枢纽运行部专业师

2017.08—2019.08

挂职重庆市奉节县政府党组成员

任再稳

时任重庆小南海公司综合管理部副主任

2018.01—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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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中国三峡集团始终将教育扶贫摆在优先位置，实施教育精

准扶贫，着力扶“教育之贫”并依靠教育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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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娃娃画三峡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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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1812 万元

●	援建 17所学校

●	新建教学楼 53570 平方米

●	操场 8901 平方米

●	食堂 620平方米

●	救助贫困大学生 200人等

中国三峡集团累计援助教育帮扶资金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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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援助教学设施建设
奉节职教中心开设有土木水利、加工制造、信息技术、商贸旅游、文化艺术、

师范教育等 10余个大类 30多个热门专业，享有三峡库区“职教航母”的

美誉，辐射渝东、陕南、鄂西等周边县市。

1000 万元

援建奉节县职教中心 3号教学楼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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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中国三峡集团援建的奉节县诗城路小学中国三峡集团援建的奉节县兴隆镇第二小学综合楼

中国三峡集团援建的奉节县金盆小学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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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奉节县岩湾乡中心小学爱心包裹和图书捐赠仪式

捐赠爱心包裹和科普图书
为奉节县1500名学生发放爱心包裹和《长江三峡工程

STEM科学探索课程》图书1500套。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引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帮扶资金35万元，在奉节县20所小学开展爱心美

术包捐赠活动，在奉节县高级中学开展捐资助学项目。

中国三峡集团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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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持续开展“三峡娃娃行”活动
为丰富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假日生活，中国三峡集团主动对接

县教育局，连续两年开展“三峡娃娃行”活动，70多位从未

走出过大山的孩子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扶贫扶智  教育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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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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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中国三峡集团积极与当地卫生教育系统、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实

施医务人员培训，增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软实力。在健康扶贫领域，帮

助奉节老百姓摆脱“小病变大病，大病要人命”的困境，实现“有病有

钱治，治病少花钱”的梦想，治“病根”，拔“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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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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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三峡之巅

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9879 万元

累计援助资金

●	建设 3所医院

●	新（扩、改）建卫生室 47个

●	救助 35782 名贫困人口看病就医

●	健康体检 25万人次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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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享受中国三峡集团医疗救助的患者在“一站式”结算窗口前支付医疗费用

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开展健康扶贫基金·同舟工程“救急难”行动

7000 万元

10%
5 万人次贫困人口医疗自付比例控制在

10%以内，贫困群众基本医疗得到有

效保障。

开展同舟工程“救急难”行动，帮助

170 名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乃至面临生存

危机的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50 万元

实施健康扶贫基金项目，用于奉节县贫

困户住院兜底保障。实行“一站式”结算，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住院看病支出，斩断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穷根”。



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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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改善贫困乡村医疗基础设施

1000 万元

龙桥土家族乡卫生院业务综合楼项目

享受中国三峡集团医疗及救助的五保户柯亨权

享受中国三峡集团医疗及救助的五保户余代秀 享受中国三峡集团医疗及救助的五保户黄文为

享受中国三峡集团医疗及救助的五保户陈步清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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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64 万元

改善朱衣镇中心卫生院

贫困患者就医条件

800 万元

康坪乡卫生院业务用房扩建装修

及附属设施设备建设项目



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32 33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424 万元

●	新建 4所标准化村卫生室

●	改、扩建 43所村卫生室

●	显著改善了贫困乡村医疗基础设施



民生帮扶  医疗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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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开展医疗卫生人员培训

247 万元

培训基层医疗卫生人员 2342人次

通过培训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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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减贫和扶贫

的关键所在。中国三峡集团将帮扶奉节县改善基础设施作为

先导性工作来抓，着力加强整修村级道路、农村安全饮水设

施、排水排污渠建设等，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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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夔门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万元1957
修建奉节县林政水库工程

可解决 16286 人和 500亩灌面的用水需求

平方千米3.45
建成后水库坝址控制流域面积

16286 人

修建水库工程，解决灌溉需求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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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150 万元

奉节县永乐镇白龙村提灌工程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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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奉节瞿塘峡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修建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

●		新修人畜饮水池30个15355立方米

●		铺设管道31千米

●		新建污水处理管网

●		建立垃圾处理中转站400平方米

●		连心桥1座

●		田间沟渠4千米

●		硬化田间便道38.4千米

●		新修公路18.31千米

●		消除滑坡安置点房屋的安全隐患

740 万元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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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万元710
奉节县永乐镇白龙村产业路项目及张家坡

公路工程，对道路进行新修及硬化。

奉节县安坪镇海角社区八灯路硬化工程。

万元527.6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中国三峡集团援建的奉节县鹤峰乡蓄水池

中国三峡集团援建的奉节县平安乡场镇饮水工程

中国三峡集团援建的鹤峰乡青杠村产业耕作道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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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鹤峰乡青杠模范村

奉节县鹤峰乡青杠模范村建设和兴隆镇龙门模范村建设项目

万元470

援助模范村建设，为整村脱贫奠定基础

鹤峰乡青杠模范村



基础设施  脱贫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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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康坪乡

朱衣镇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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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中国三峡集团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

重要抓手，立足奉节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开

展旅游项目合作，探索“三峡大坝-巫山-奉节”全域旅游

新模式。同时引导产业链向贫困村、贫困户延伸，积极扶

持特色产业发展。

巅
诗
橙

三
峡之

奉
节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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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三峡第一村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实施旅游扶贫，打造乡村旅游新品牌

帮扶奉节县开展旅游产业提档升级，对

白龙村“三峡第一村”5A级旅游景区进

行整体规划设计。

对白龙村5A级沿线旅游道路、景观环

境进行综合整治，推动精品水果园建

设，带动区域现代化和观光旅游迅速发

展，逐步将白龙村打造成为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三峡第一村”。

150 万元

万元500

2019 年投入

2020年投入

永乐镇白龙村是位于奉节县东北方的一个临江小村庄，村子东边就是瞿塘峡。

2018年白龙村被列为奉节县乡村振兴示范村。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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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中国三峡集团乡村旅游服务就业技能培训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三峡第一村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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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50 万元

莲花社区经济养殖项目

●	年纯利润 36万元

●	带动全社区 708户 3688人产业增收

●	户均增收 700元以上

500 万元

莲花社区集体经济乡村旅游项目

●	预计年增收 60万

●	每年吸引游客 5万余人次

●	旅游创收 100万余元

●	直接和间接带动农户 778户 3404人增收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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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奉节金峡油橄榄公司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援助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

2205 万元

支持奉节县特色效益农业

●	脐橙、红豆杉、油橄榄

●	油橄榄基地

●	发展茶叶、蔬菜、蚕桑等产业 1万亩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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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新建油橄榄初榨加工

厂一座，厂房 1000 平

方米，引进生产线 1

条，年加工油橄榄鲜果

1000吨。

500 万元

新建永乐镇白龙村“三峡第一村”

精品果园项目，对果蔬种植、道

路工程、灌溉工程、精品水果展销、

冷链仓储等设施进行帮扶。

800 万元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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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定点帮扶太和土家族乡肉牛养殖基地，帮扶贫困户发展生猪、肉牛养殖 4700头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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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奉节县抽水蓄能项目发展规划，

开展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必要性

分析、站点普查及规划和水文计

算分析等。

250 万元实施能源环保产业开发扶贫 290 万元

建设白龙村光伏电站

●	装机规模 224.4 千瓦

●	年发电量可达 20万千瓦时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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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2019年 1月
长江环保集团重庆项目组对接奉节县清水绿岸造林工程

2019年 2月
三峡新能源对接奉节县长江北岸片区一期 10兆瓦风电资源

特色产业  脱贫之基

鸟瞰奉节农村新风貌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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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帮扶  营销解困
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中国三峡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引入“互联网+电商”扶贫项目，打通奉节县消费扶贫“最

后一公里”，为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质量提升、

营销渠道扩展及社区化营销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巅
诗
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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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帮扶  营销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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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组织集中采购，缓解农副产品积压

2018年 11 月，三峡基地公司食堂购买

白龙村贫困户冯维保自制梅干菜 1万斤

2020年春节后，受新冠疫情影响，奉节县脐橙等农副产品出现大面积滞销，中国三峡集团在了解这些情况后，

号召全集团员工线上线下购买促销，帮助农户解决农产品滞销积压

2018 年 12 月，长江电力采购奉节脐橙 4450箱

消费帮扶  营销解困

打造电商平台特产馆，助销农产品
三峡设备电商公司协助奉节打造京东奉节农副产品特产

馆。助销近600万元脐橙、腊肉、粉条等特色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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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党建  促脱贫
中国三峡集团通过党建带动脱贫攻坚，组织企地双方

基层党支部开展“党支部共建”活动，在实施脱贫项目

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作用。

巅
诗
橙

三
峡之

奉
节

瞿塘峡



抓党建  促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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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开展结对联建，推动脱贫攻坚

向奉节县扶贫办党支部赠送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等学习资料

捐赠特殊党费，慰问贫困党员

中国三峡集团向奉节县委组织部捐赠 25万元特殊党费，用于全县范围贫困党员、在乡复员军人党员的慰问



抓党建  促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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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抓党建  促脱贫

78 79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奉节县城

脱贫摘帽	成效显著

2019 年 4月
奉节县高质量摘掉了国家贫困县“帽子”

亿元300

2019 年，奉节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93.38%

比 2003 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212.7

比 2003 年增长

734.12%

新增城镇就业

18427 人

比 2003 年增长

851.3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634 元

比 2003 年增长

572.0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46 元

比 2003 年增长

676.48%



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2020 年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带来新的挑战。中国三峡集

团积极贯彻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咬定目标不放松，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脱贫攻坚“两大战役”，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项大考”的双胜利。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定点扶贫成果，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圆满完

成国家赋予的定点扶贫工作任务，中国三峡集团继续加大定点帮扶力度。2020 年向重庆市奉节

县安排扶贫资金1亿元，组织实施13个脱贫攻坚重点项目。

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有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随着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诗城奉节必将迎来富足美好的明天！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