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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光伏基地建设 

 
 

芮城县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做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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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芮城县情 

      圣火之源        道教圣地       洞宾故里        东方画廊 



山西 1 

    芮城县地处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核心区，是山西

省南大门。北依中条山，南

临黄河，区域优势得天独厚。

国土面积1176平方公里，拥

有人口40.6万。 

河南 3 
陕西 2 

芮城县情 



芮城县情 

交通便利，物流畅通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生态优美，资源丰富 

政策交汇，优势鲜明         

政通人和，环境优越 

        拥有各类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32处，其中国

保单位12处。 

       元代永乐宫壁画在世

界绘画史上堪称奇迹。 

       生态文明，多项荣誉 

       山清水秀，天蓝地绿 

       道教福地，风景名胜 

       芮城特产，地标产品 

       工业产业，品类齐全 

      西有南同蒲铁路、大

运高速、风陵渡黄河大桥 。 

     东有运宝高速中条山隧

道、运宝黄河大桥。 

 

    “向导式”“快递

式”“保姆式”服务，

全力打造“六最”营商

环境。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全国光伏领跑技术基地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 

中原经济区和晋陕豫黄河金

三角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 



      这里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180万年前，西侯度
燃起了人类文明的第一把圣火。 

      全县拥有各类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2处，其中国保单位12处。 

      元代永乐宫壁画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
画史上也堪称奇迹，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生态优美，资源丰富 

  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县城
工业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完善 

      2014年被评为全国

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2018年获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殊
荣。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
名县、山西省园林县城、
全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 

    境内山清水秀，
天蓝地绿，森林覆盖
率达到34.6%。 

    道教福地九峰
山、黄河湿地圣天湖、
引黄高灌大禹渡、森
林公园百梯山等风景
名胜，每年吸引了海
内外无数游客。 



交通便利，物流畅通 

•       西有南同蒲铁路、大运高速、风陵渡黄河大桥，

东有运宝高速中条山隧道、运宝黄河大桥。距运城
关公机场60公里。 



PART 2 
项目概况 
第二批光伏领跑技术基地项目  芮城基地 



 项目概况 

                  芮城县光伏领跑基地于2016年6月3日获国家能源局批复，为全国八个光伏领跑基

地中唯一的县级基地，项目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总投资66亿元，分两期建设。一

期建设规模50万千万，由华电福新、中电国际、中节能、苏州协鑫、晶科电力、特变

电工、东方日升七家企业投资建设。2017年9月23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2018年12

月通过水规院综合验收。 



PART 3 
主要做法 
芮城速度  芮城环境  芮城特色  芮城精神 



主要做法 

细化标准 创造条件 优化服务 强化领导 

实现土地流转规范化 

实现项目服务专业化 实现企业成本减量化 

实现建设环境最优化 

创新模式 

实现基地运营生态化 



      成立光伏基地领导组 

   项目获批后，县委成立了芮城县光伏基地领导组，由

书记、县长任组长。运城市编办批复成立了光伏基地办

公室，由县委常委担任办公室主任，专职负责光伏项目

建设 

    书记、县长“包干”，县委常委当“施工队

长”，以上率下，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形成上下

齐心、全民参战的良好氛围。 

一、强化领导，实现项目服务专业化 



组建光伏基地办公室 

       从县发改、林业、经信抽调了3名科级干部担任光伏办副主任，从全县

选调16名专业技术人员，从全省招录3名研究生，组成了专业化服务管理团

队。配备了办公室10间，列入财政预算经费100万元，实行“六统一”工作

机制，使光伏办成为沟通企业、乡镇、村委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桥梁。 

 

一、强化领导，实现项目服务专业化 



二、细化标准，实现土地流转规范化 

 

  创新 

流转机制 

     细化 

赔偿标准 

         为了保证光伏用地的公平、公正、科学、

合理，我们制定出台了《芮城县光伏领跑技
术基地项目用地办法》（芮政发〔2016〕28

号），针对不同的地形、不同树种、不同尺
寸量化了赔偿标准，减少了矛盾和问题，实
现了土地流转规范化。 

在土地流转中，建立了 

“县乡负责、村组融合、企
业和农户不见面”的流转机
制。明确乡镇书记是土地流
转第一责任人，党委、政府
带动村两委党组织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土地流转村集体
当家，企业与农户不直接接
触，既减轻了企业负担，又
加快了土地流转速度。 



三、创造条件，实现企业成本减量化 

    县委、县政府从大局出发，主动作为，
为参建企业排忧解难。 

    协调争取国家电网投资
1.02亿元，建设220kV汇集站及
送出线路，降低了企业投资成
本。 



•     同时，协调金融部门，为光伏企业
贷款9.1亿元，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上
下降10%，而且要求金融部门做到随需
随贷，减少流程，提高效率，有效保证
了项目建设，助推了平价上网进程。 

三、创造条件，实现企业成本减量化 



时任县委书记  董旭光 县委书记   张建军 

纪委书记 宁华文 公安局长  李建刚 

创优服务 
净化环境 

        为了营造“六最”营商环境，县委、县政府召开光伏
项目建设创优环境大会。 

四、优化服务，实现建设环境最优化 



发布通报700余份，深入到项目涉及的各乡镇村组 

司法保障 



在项目建设中，实行书记、县长一小时“直通车”制度。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各部门和乡镇一
把手必须在一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如果没有及时到现场，即视为“不作为”，企业可直接上报县
委书记、县长解决，并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追责。 

书记、县长一小时直通车制度 



          在光伏场址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实行日报制。每个企业派一名光伏办人员蹲点包联，按
照建设计划，倒排工期，明确目标，严把进度，挂图作战。每天早上7点，光伏办包联干部进驻
项目现场，全天与企业施工人员同吃住，紧盯场址建设。每天晚上8点，在项目部召开协调会，
统计汇报当天任务完成情况和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现场研究对策，拿出解决措施。全程化

跟踪、无缝式督办保障了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跟踪督办 
一日一报 



强化监督 
安全生产 

         我县制定出台了加强安全管理、质量控制、进度保

障、考核办法等多项管理制度，以科学有力地监管，
确保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实际 

目标        芮城光伏基地建设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采
用“农林光互补”用地模式，确定一家农业开发公
司进行统一规划管理。 

 

 

既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又推进了三产融合。 

五、创新模式，实现基地运营生态化 



五、创新模式，实现基地运营生态化 

     2893.4亩林地上发展连翘等中药材
，总投资818.34万，目前已完成栽植
任务；项目实施后提高全县森林覆盖率
0.16%，5年后亩地连翘产值达1480元
左右，年产值达85.6万元。 

“光伏+中药材” 
1 

2
0
1
4
 

       12000余亩油牡丹的种植有
效的减少了浮尘量，提高了光伏
板的发电量，缩短了企业投资回
报期限。 

光伏+旅游 
3 

      硬化工程、绿化工程、亮化工
程以及先进技术实证平台场区道
路的硬化工程融入规划范畴，将
工业场区向公园化发展。 

光伏+油牡丹 
2 

2
0
1
4
      土地流转金额650余万元，平

均每人年增收900元。油牡丹种植
可带动1000人实现脱贫。 

光伏+扶贫 
4 



光伏+中药材 

      在荒山荒坡种植
2900亩连翘，提高全县
森林覆盖率0.16%，年
产值达86万元。 



光伏+油牡丹 

        

         在一般农用地种植油牡丹12000余亩。农作物

的栽植，有效减少了浮尘量，降低了组件清洗维护
费用。 



光伏+旅游 

        芮城是全域旅游示范区，在规划初期，把光伏项目融
入全域旅游规划中，建设特色景点，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看雄伟壮观的山地光伏，赏万紫千红的牡丹花海。 



光伏+旅游 

       为了进一步发挥景观

效应，在协鑫和东方日
升场区建设凉亭，观光
塔，停车场等硬件设施，
进一步整合沿线重要景
区景点和历史文物、农
家乐等民俗文化资源，
形成一条特色鲜明、设
施齐全、服务周到的旅
游观光经济带。 



光伏+扶贫 

        县委、县政府把光伏产业作为一项

扶贫重点工程，编制了《农光互补精准
扶贫实施方案》，要求在油牡丹种植管
护过程中，首先与贫困户签定劳务用工
合同。 



光伏+扶贫 

    光伏项目扶贫效

果显著，土地流转共

有贫困户839人，每人

年增收900元。 

         建设期间使用当

地农民2560人，其中

贫困户68人，每人每

天收入150元。 

         油牡丹种植管护共

使用当地农民1800余人，

其中贫困户170余人，人

均年收入8000余元。 

    光伏板清洗使用

当地农民337人，其中

贫困户36人，人均收

入3200元。 



PART 
4 工作体会 



•       实践证明，国家能源局组织实施全国光伏基地项目建设和运行监测,是客观检验光伏先进技术在实

际运行工况下应用效果的重要手段，是科学评价领跑基地项目设计水平和运行水平的有效途径，是促

进光伏先进技术产品应用、推动光伏行业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是减少新能源电价补贴，减轻国家财

政负担，早日实现平价上网的重大举措。 

工作体会 



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是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 

        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兊服了重重困难，攻兊了一个又一个

难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项目从评审到一期竣工，历时一年半，这一年多来，芮城光伏领跑基地建设得到了国家能源局，水电水

利规划设计总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发改、电力、国土、林业、环保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这是推进项目建设最大的动力。  

求实 创新 团结 奋进 



全县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是项目得以快速推进的关键 

       面对工期紧，任务重，书记、县长要求各职能部门“当好施工
队长、丌做甩手掌柜，多到一线解决问题、少在后方指手画脚，多
为项目提供服务，少为部门争取利益”，全体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聚
焦项目建设，“邀请太阳，点亮芮城”的建设口号家喻户晓，形成
了全县支持项目建设“一盘棋”，人人关注，个个支持，使许多困
难和问题迎刃而解。 



精心服务精细管理是项目得以圆满收官的根本 

         从土地流转到项目建设，从油牡丹种植到带动脱贫攻坚，我们在工作中都坚持做到细致

精致，责任到人，服务到人，任务到人，宁越位不缺位，实现了各环节有序衔接，确保了整
个工程高质量推进。 



           一期工程的顺利推进，为我们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我们将再接再励，在二期项目建设

中，严格落实国家能源局各项要求，严格践行

各项承诺，努力为参建企业排忧解难，助推平

价上网。以一期项目建设为基础，进一步彰显

芮城速度，突出芮城特色，创优芮城环境，发

扬芮城精神，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效的

举措，高质量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努力在推进

国家能源革命和山西经济转型发展中体现芮城

担当，做出芮城贡献！ 

结束语 



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