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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
多方协力项目建设
回顾宝鼎山风电项目从规

划到建成 ，历时近 10 年 ，一路
走来，并非坦途。

“不夸张地说，没有唐渊书
记的前瞻和胆识， 就没有绥宁
的风电发展。 ”在宝鼎山风电项
目全面竣工座谈会上， 建设方
大唐华银绥宁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瞿湘感慨万千。 总工程
师兼宝顶山项目部主任周勇详
细介绍了项目建设的历程。

2010 年 4 月， 唐渊在办公
室热情接待了来访的时任大唐
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
记陈学军， 双方就县域内风能
开发深入交换了意见， 达成了
共识。 同年 8 月，在唐渊的主导
下， 县政府与大唐华银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宝鼎山风电
项目开发框架协议———风能资
源开发自此拉开序幕。

2011 年， 宝鼎山风电项目
启动可行性论证， 不久就遇到
难题：测风数据完整性差，整个
冬季数据缺失。 原因是宝鼎山
属于雪峰山余脉， 是绥宁县境
内海拔最高的山区之一， 小气
候特别明显，冬季必有冰冻。 这
直接导致风电行业测风使用的
桁架式测风塔挺不过冬季 ，大
雪封山， 测风塔完全没有办法
恢复。 这意味着项目可行性研究
论证需要的时间比预期长。 唐渊
要求公司必须要科学客观， 前期
工作必须要对项目负责， 对政府
负责。

2013 年 4 月， 宝鼎山风电
一期项目启动建设用地预审手
续。 绥宁属于林业大县，审批手
续相对更为严格。 为确保工作
顺利推进，4 月至 5 月期间 ，唐
渊多次到原省国土资源厅汇报
和沟通，最后取得了支持，为项
目规范完成核准奠定了基础。

2015年 7月，宝鼎山风电一
期全面开工建设。 由于风场选址
范围内部分山林的权属存在历史

遗留问题，个人与个人之间、村与
村之间存在纠纷， 当时矛盾转移
到项目建设上，一度影响了正常施
工。当月，唐渊组织召开协调会议，
跟乡镇干部、村民代表进行面对面
沟通，化解了矛盾，解决了问题，确
保项目的工程进度。

宝鼎山二三期项目开始道路
施工建设，绥宁迎来 50年一遇的
大暴雨，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今年
2 月，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公司
复工后防疫物资奇缺。 得知消息，
唐渊安排发改局分批给项目免费
发放医用口罩、消毒酒精等用品，
为项目复工提供了坚实保障。

宝鼎山风电项目建设协调部也
倾注了大量心血，各成员与各职能部
门重点配合大唐华银公司围绕项目
前期的立项审批、项目建设与各部门
业务关系协调、涉及项目的场内道路
以及风机平台的征地补偿，还有山场
权属纠纷、大件运输的护送和一些遗
留问题的处理，协调部全体人员和各
部门、乡镇等领导齐心协力、协调配
合，为这一重点项目处理各种矛盾纠
纷。

同时， 一些部门和乡镇对项
目工程建设的支持很大。 如长铺
乡党委政府在解决秋木田村朱砂
洞组山体垮方出现的迁坟纠纷，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参与处理矛
盾，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县公安局为重点企业保驾
护航 ，有警必接 ，行动迅速 ，打
击有力；县林业局、县林业公安
分局在处理项目林地占用问题
上 ，方法得当 ，依法处理到位 。
只要工地项目中有问题处理 ，
就有他们的身影， 默默地为企
业排忧解难。

“说实话，我们真的很感谢
绥宁县委、 县政府及相关部门
乡镇政府，为了我们的项目，他
们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支持 ，还
有感动!”回想起那一段日子，周
勇直到现在仍感慨不已。

绿色产业
贫瘠土地的新希望
走进宝鼎山风力发电项目

一线， 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无
比震撼———在宝鼎山、银子山、
雷打岩区域 60 座 “风车 ”巍峨
矗立，“风车”延伸出去的叶片，
好比张开的 “手臂 ”，拥抱着一
方土地。

在风电项目 刚 开 工建 设
时， 一辆辆大型卡车载着一条
条长达 60 多米的银色叶片在
进山道路上缓缓行驶。 从未见
过这样又长又大的叶片， 村中
小孩很好奇：“这些大‘家伙’是
干什么用的？ 难道是机器人的
胳膊吗？ ”

“这可不是什么机器人的
胳膊， 这是我们宝鼎山的宝贝
和希望! ”许多在外见过世面的
村民告诉小孩们，“这是风力发
电机的叶片， 以后在山顶安装
好后， 风一吹它们就不停地转
动发电， 很像你们玩的纸风车
哦。 ”说起这一幕，宝鼎山脚下
的一位唐姓村民回忆说， 当时
运送这些风力发电机叶片时 ，
车队所到之处，行人无不注目。

以前， 通往宝鼎山没有一
条像样的路， 都是泥巴路断头
路，小道一侧是悬崖，一侧是陡
山，村民出行十分不便。 风电项
目建设后， 新修了进山的水泥
路，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出行。

宝鼎山风电项目建设同时
极大活跃了当地经济。 建设期
间， 项目租住当地百姓房屋和
聘用当地劳动力近 70 人，收入
高者达到月薪 6000 元 ；同时增
加了地方税收， 各施工方在绥
宁缴纳各项税费约 1200 万元 。
项目建成后， 税收贡献将逐年
增加。 整个项目每年发电量将
达 3 亿千瓦时以上， 年产值约
1.8 亿元左右 ， 每年税费将超
5000 万元。

“风力发电项目对绥宁来
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项目
的建成， 围绕宝鼎山特色旅游
规划可提上日程， 宝鼎山将在
不久后成为绥宁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瓦屋塘乡政府一位干部
憧憬。

风电转出新天地
———大唐华银绥宁宝鼎山风电项目建设纪实

李斌 尹建国 曹云帆

高高的风电风塔矗立在宝鼎山和银子山顶，在冬日濛濛的雾霭
中若隐若现，风叶随着嗖嗖的冷风缓缓转动。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诞辰 127 周年的日子。 12 时 46 分，随着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绥宁县委书记唐渊在新能源有限公司中
控室电脑前鼠标一点，总装机容量 150MW 宝鼎山风电项目建设竣
工并网发电。 白色风机迎着东风，随风起舞，源源不断地将绿色能源
送至千家万户。

大唐华银绥宁宝鼎山风电项目建设共分 3 个阶段完成，风电场
总装机容量 150MW,采用“一机一变”方式，共安装 60 个单机容量
为 2.5MW 的风力发电机组和 60 台箱式变压器。 三期工程建设全程
共 81KM， 辖 6 个乡镇 11 个村。 一期工程 2015 年 7 月开工，2016
年并网发电；二、三期工程 2018 年 7 月施工，2020 年 12 月全部完
成投产发电，发电量 3 亿度，实现产值 1.8 亿元，税收近 5000 万元。
这是绥宁县境内历时最长投资最多收益最大的一个全市重点项目，
是县委、政府多年来致力招商引资发展县域经济的成果，也是绥宁
县以实际行动落实“六稳”“ 六保”的生动体现。

风水宝地
迎来重点风电项目
宝鼎山位于绥宁瓦屋塘乡、

水口乡、枫木团乡、武阳镇、四乡
镇交界区，由 11 座山峰组成，主
峰海拔 1434.2 米。 说起宝鼎山，
由于山高荒凉 ，人烟稀少 ，只留
下一座座空荡荡的山头。 有人调
侃道 ：“宝鼎山 ， 除了名字好听
些，山上就只剩下风了。 ”这里蕴
育着丰富的草地、风能和自然风
光资源。

风在普通人眼里没什么价
值，在大唐华银这家大型能源企
业眼中， 却是极为宝贵的资源。
经过论证，大唐华银绥宁新能源
有限公司 正 式 成立 ，2015 年 7
月，宝鼎山风电项目开工建设。

这一项目随后被邵阳市和
绥宁县确定为重点工程项目。 项
目建设协调部随即成立，唐渊任

顾问，协调部成员分别由各职能
部门组成。 协调部重点配合大唐
华银公司围绕项目前期的立项
审批，项目建设与各部门业务关
系协调开工生产。

项目总装机 150MW， 共分
三期进行建设，先后于 2014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取
得县发改局核准批复，项目总投
资 13.26 亿元 。 其中一期工程
2016 年 12 月全部并网， 至今累
计发电 4.48 亿千瓦时；二期工程
2019 年 12 月建成投产， 至今累
计发电 1.38 亿千瓦时；三期工程
2020 年 9 月第一批 6 台风机并
网发电， 至今已有 13 台风机并
网发电，累计发电 656.57 万千瓦
时。 本月 20 日完成全部风机吊
装，剩余 7 台风机等国家电网调
度许可后即可并网发电。 目前，
宝鼎山风电场累计发电量已近 6
亿千瓦时。

公司负责人向县相关领导介绍风电发电。

绥宁宝鼎风电项目建设并网发电竣工座谈会。

银子山顶风电塔成了一道亮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