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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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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山州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之一，被称为脱贫攻坚“硬

骨头中的硬骨头”。

三峡集团投入巨大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深入大凉山腹地，全面助力

脱贫攻坚工作，建设了近百个“三峡新村”。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6 年开

始，三峡集团在四川凉山彝区（以凉山州为主，兼顾宜宾市和攀枝花市贫困

地区）投入脱贫攻坚专项资金达 21 亿元，已累计建成三峡新村 80 个，住

房建设 2.2 万余户，设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 3700 余万元，扶持产业

发展项目 132 个，维修、新建村组道路 1267 公里，完成农田水利、安全饮水、

供电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 397 个，完成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

公共服务项目 318 个，受益贫困人口达 10 余万人。

三峡新村就是大凉山盛开的一簇簇索玛花，我们记录了四川凉山彝区

的改变与发展，记录了贫困群众走出贫困的喜悦与感动。我们要把他们如今

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告诉大家，特编辑此画册，与读者共享。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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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国家自然保护区

布拖县
老鸠规村

老鸠规村位于凉山州布拖县城西南部，平均海拔
2600 米，幅员面积 15 平方公里，有耕地 1840 亩。
全村人口 322 户 480 人，贫困人口达到 69 户 367
人。

2017 年，在三峡集团的对口帮扶下，老鸠规村为
30 户贫困户新建了住房。贫困群众全部入新拆旧，
100% 入住新居。修建道路 14.18 公里，彻底为村
民打通入户路、产业路。

目前该村粮食作物以种植马铃薯、玉米、荞麦为主，
畜牧业以养殖猪、牛、羊为主。依靠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该村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高山特色产业，
本地群众规模化饲养黑牛、黑猪、黑羊，高山海拔
3000 米外，还有牦牛养殖，促进了村民增收致富。

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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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布拖县·老鸠规村

菜园

村一角组长吉尔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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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布拖县·老鸠规村

村民村里的姑娘

村里的姑娘 跳舞的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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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布拖县·老鸠规村

村一角

织彝绣服
老鸠规村村景



金阳县
地史村

地史村位于金阳县西南部，是凉山州彝族人聚居的
边远高寒山区。

地史村平均海拔 2100 米，属于典型的高二半山区。
全村共有 3 个村民小组，计 146 户 828 人，其中：
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 75 户 492 人。

此前，地史村不通公路，交通运输全靠人背马驮。
村民住房都是土胚房，大多年久失修，根本达不到
安全住房的标准。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三峡集团支持地史村精准脱贫，
帮扶建设安全住房 38 套，修建通村公路 2 公里，
新建民风民俗活动场所等。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三峡集团的帮扶和援助下，地史
村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逐步走上了
致富奔康的发展之路。

百草坡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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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金阳县·地史村

牧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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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金阳县·地史村

金阳县尔觉西乡地史村村民

地史村新居
航拍地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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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金阳县·地史村

金阳县尔觉西乡地史村村民 金阳县尔觉西乡地史村村民



雷波县
大杉坪村

大杉坪村是个生态移民村，2002 年从 100 公里外
的高山上整村搬迁而来，现位于深度贫困彝区的雷
波县马湖乡，距县城 50 公里，幅员面积 5 平方公
里，平均海拔 1300 米，人均耕地 0.7 亩，辖 5 个
村民小组，共 152 户 831 人，全彝族，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60 户 331 人，是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
2016 年，大杉坪村提前谋划率先行动，较原计划
提前一年顺利完成“户脱贫、村退出”的脱贫攻坚
任务，实现首战全胜目标。

三峡集团援助大杉坪村住房建设：C、D 级危房改
造 17 户；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援建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组织开展贫困儿童溪洛渡行主题夏令营活动
等。三峡集团对口帮扶贫困户 10 户 56 人，投入
资金对每户帮扶贫困户进行了住房改造，并发放能
繁母羊进行产业扶持，这 10 户贫困户已在 2016
年底前全部脱贫，2019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8000
元。

现在村里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种植和牛羊养殖。大
杉坪村自 2016 年以来，种植七叶树 450 余亩，石
竹笋 1300 亩，建设青储饲料加工厂 1 个，养鸡场
1 个，彝绣手工艺品作坊 1 个，产业方面取得较大
收益。

大杉坪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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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雷波县·大杉坪村

大杉坪村村口

阿尔尔批和他的新家

村里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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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雷波县·大杉坪村

大杉坪村吉根阿惹 

老党员马黑莫哈



雷波县
瓦古村

瓦古村，距雷波县城 70 公里，幅员面积 10 平方公里，
全村耕地面积 420 亩，林地面积 1000 亩。辖 3 个村
民小组，总户数 117 户，总人口 550 人，建档立卡户
100 户 484 人。2014 年精准识别时，瓦古村地理位置
偏僻，山高坡陡，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薄弱，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缺乏，经济发展水平低。收入主要靠种植玉
米、土豆、少量花椒，养殖少量鸡、猪、羊。

自从开展帮扶工作以来，三峡集团于 2018 年 7 月派驻
工作队员一名到瓦古村开展扶贫工作，该同志和村组干
部、驻村工作队一起聚焦村摘帽“一低七有”和户脱贫
“一超六有”标准，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
和富民产业发展，下足功夫助推脱贫，共计投入一千多
万，取得了优异成绩。

如今，瓦古村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种植魔芋和养殖跑山
鸡。2019 年 4 月投入 54.6 万元发展种植魔芋 120 亩，
单项年收入达 8 万，户均增收 800 元。2020 年投入
57.4 万元养殖跑山鸡 10000 只，鸡苗已于 2020 年 2 月
5 日下发到贫困户。通过目前养殖情况，预计户均将增
收 1500 元。

接下来，瓦古村将继续抓好瓦古村的产业发展和组织外
出务工工作，确保不返贫，同时会跟进抓好“四好”建
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雷波县一车乡瓦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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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雷波县·瓦古村

雷波县一车乡瓦古村小学

雷波县瓦古村小装上了班班通教学设备雷波县一车乡瓦古村安居房前幸福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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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雷波县·瓦古村

雷波县一车乡瓦古村

雷波县一车乡瓦古村



宁南县
李子坪村

海子乡李子坪村地处宁南县东北部，距县城 10 公里，
下辖 5 个村民小组，幅员面积 12.29 平方公里，现有人
口 275 户，村民 1483 人，其中贫困户 62 户 378 人。
2014 年被评定为贫困村，2015 年确定为全州“49+5”
极度贫困村。通过县民政局和谊兴丝业及六铁镇两年的
共同帮扶，2016 年李子坪村全村贫困户的人均纯收入已
超过国家脱贫标准已实现脱贫摘帽。

2017 年三峡集团公司捐赠海子乡李子坪村 600 万元，
在李子坪村实施了三峡新村项目。三峡新村项目实施以
来，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三峡新村项目的实施，严格按
照“缺啥补啥”原则，项目资金重点用于贫困户住房改
造、村内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实施公共排污设施、
亮化工程，培育青红花椒特色产业基地等。通过实施“三
峡新村” 达到既定建设目标，使农户住房宽敞明亮，设
施配套；村内道路、用水、用电、广播电视和通信等基
础设施完善；民族文化体育活动、教育、医疗、技术服
务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产业有支撑，农户增收幅
度达 30% 以上。

李子坪村以山地为主，主产玉米、大豆、洋芋、秋豌豆，
农业经济以烤烟生产为主，畜牧业以四大家畜为主。目前，
李子坪抓烤烟、林业、蚕桑、畜牧等生产技术培训，以种植、
养殖大户为主要致富带头人成立专业合作社，确保产业
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促进村集体经济高效发展。

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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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宁南县·李子坪村

烤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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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宁南县·李子坪村

三峡新村 雾中路灯

三峡新村牌匾
通往大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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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宁南县·李子坪村

91 岁的老人 老人



普格县
甲甲沟村

普格县甲甲沟村平均海拔 2200 米，全村幅员面积 9.6
平方公里，全村耕地面积 1815 亩，辖有 5 个村民小
组310户1133人，全村精准扶贫建卡户120户512人。

此前，甲甲沟村村民多居山上，不通路，不通电，不
通水。自脱贫攻坚战打响，甲甲沟村焕然一新。2018年，
三峡集团捐赠2000万元帮扶甲甲沟村建设三峡新村。
三峡新村建设用地面积 8580m²（70.3 亩），包括党
群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工程、民房工程和寨门、垃圾房、
基础超深、民族特色装饰等，其中：住房建设 74 套，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9 户、331 人受益。

目前，甲甲沟村主要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烤烟为主。
全村产业主要有烤烟、畜牧、劳务输出及传统农作物
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种植等。下一步，甲甲沟
村将依托螺髻山特殊小镇林业园区建设，大力发展种
养殖业，探索旅游业，把甲甲沟村建设成农旅结合发
展模式的幸福新村。

甲甲沟村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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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普格县·甲甲沟村

三峡新村 田园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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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普格县·甲甲沟村

崭新的幼教点

新村的孩子 搬进新家的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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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普格县·甲甲沟村

新村风貌



喜德县
三合村

三合村位于喜德县两河口镇，全村总户数 525 户，总
人口 1593 人，有贫困建卡户 91 户，贫困人口 359
人；2015 年脱贫 39 户，151 人。2018 年脱贫 30 户，
135 人。

2018 年，由三峡集团援建的 87 户住房，全部修建完
成，村民已搬迁入住。

三合村现已硬化进村道路3.7公里，新建毛路1.5公里，
铺设产业路 3.8 公里；全村实现网络全覆盖；民俗文
化坝子开工建设中，预计 8 月全部竣工投入使用。

三合村共有耕地 1380 亩，林地 3540 亩，有经济林
木白蜡虫树 30000 余株，2018 年大规模种植青花椒
500 亩，并作为示范基地已全部种植完成；承包 2 亩
土地种植了紫花大白芨；2019 年购买了 20 箱中华蜂
饲养，收入 11200.00 元，人均分红达 4.9 元。2019
年人均收入达到 4000 元左右。

航拍村貌



46 47

索玛花开幸福来 喜德县·三合村

航拍村貌 吉为木呷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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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喜德县·三合村

花椒园正在劳作的村民

摘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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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幸福来 喜德县·三合村

三合村照片

村口的老人

火车来了



越西县
大花村

越西县大花乡大花村，位于越西县南部，省定贫困
村，距县城 11 公里，平均海拔 1980 米，是典型
的高二半山区行政村。村域面积共 5.1 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 1450 亩。全村辖 5 个村民小组，共
有 377 户 1579 人。2014 年脱贫 1 户 4 人，2015
年脱贫 24 户 84 人，2017 年脱贫 138 户 583 人，
并于 2017 年退出贫困村，2018 年脱贫 3 户 13 人。
全村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65 户 683 人。大花村
先后获得了省民族团结进步新村、州四好新村等荣
誉，脱贫攻坚工作多次在凉山州政府官网、四川在
线、四川日报、央广网等媒体上刊登和报道。

2017 年三峡集团捐赠资金中安排 1173 万元用于
大花村建设，完成了大花村 139 户贫困户住房建
设，同时配套建设入户路 2044 平方米，入组路
6394.5 平方米。

大花村目前主要以种养殖为主，现有集体经济花椒
基地、生态土鸡养殖，如今正在规划建设集中养猪
基地，为村民带去收益。

大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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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村航拍

大花村三峡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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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 大花村

鸡场的鸡觅食 老党员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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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吉胡木几 致富带头人曲木布古



昭觉县
河西村

河西村位于昭觉县谷曲乡东部，距县城 13 公里。全
村幅员面积 12.3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989.3 亩，全
村平均海拔 2100 米。下辖河西、瓦托、三青、尼且
4 个社，现有人口 497 户 1677 人，其中贫困户 119
户 524 人，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户 119 户 519
人。

2019 年三峡集团在河西村实施了三峡新村项目：新
建住房 119 户，援建 180 盏太阳能路灯，实现公共区
域亮化。目前村内用水、用电、广播电视和手机信号
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完善；民族文化体育活动、教育、
医疗、技术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

河西村地形以山地为主，村民经济来源主要靠农作物
种植、畜牧养殖和外出务工。农作物种植主要以马铃薯、
荞麦、燕麦为主，还有中药材白芷、黄精等；畜牧养
殖有牛、羊、猪等牲畜。目前，河西村抓中药、畜牧
等生产技术培训，以种植、养殖大户为主要致富带头
人成立专业合作社，确保产业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
促进村集体经济高效发展。

新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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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尔友格新家

三峡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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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羊的阿苦古博 勒尔友格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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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的桥

村里的小孩

勒尔友格的小儿子



昭觉县
洒瓦洛尔村

洒瓦洛尔村位于四开乡西南部，距昭觉县城 19 公里。
全村平均海拔 2300 米左右。全村辖洛尔、木觉和呷
托 3 个农牧社 , 面积 2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557 亩。
全村总户数户数 202 户，户籍人口 836 人，2014 年
初识别贫困户 55 户 209 人，贫困发生率 26.4%，现
有建档立卡脱贫户 53 户，脱贫户人数 232 人。

2017 年三峡集团在洒瓦洛尔村累计投入约340万元，
用于入户路硬化、入社路及村民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核桃产业项目，同时实施了三峡新村项目：
新建住房 46 户，加固维修 6 户，目前已全部验收投
入使用。2017 年 12 月，整村实现了脱贫。

洒瓦洛尔村曾以个体养殖发展为主，主要农作物为马
铃薯、玉米、苦荞。经济作物以花椒、黑桃为主，养
殖业以猪、牛、羊、鸡和鸭为主。目前，全村正在大
力发展蔬菜大棚等特色产业；未来，洒瓦洛尔村将因
地制宜，科学管理，集中发展集体经济。

新修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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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一角

老书记吉米日体家的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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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

村落一角 村民合影

大学生马海阿伍莫 村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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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打体舞的阿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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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

为讲好三峡集团帮扶四川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故事，三峡传媒公司多次组织记者走进彝家火塘，走

进田间地头，采访了四川凉山彝区 40 余个三峡新村中的近百户群众，拍摄了数千张图片和数十小时的

视频资料，见证了曾经深度贫困的彝族村寨到如今幸福美丽三峡新村的蝶变。

索玛花开幸福来。在大凉山里的三峡新村，我们看见漂亮美观、安全实用的新房如璞玉散布在群

山之间，看见贫困群众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幸福笑容，听群众讲述曾经的贫困和如今的美好，与他们一

起歌唱、与他们一起跳舞，一起感受脱贫攻坚带给大凉山这片土地的温暖——这种温暖来自于广大贫

困群众的心里，来自于广大扶贫干部的心里，也来自于我们的心里。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