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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湖南在线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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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4

日 星期四

来信

14

本版责编 欧金玉 实习版式编辑 傅汝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湖南日报社：

贵报

6

月

8

日刊登了《

7000

多亩林地被偷卖，谁是幕后黑手》的报

道。宁远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

6

月

9

日下午，县领导召

集县纪委、县政府办、县林业局、县公安局、县森林公安分局、棉花坪

瑶族乡人民政府等单位领导专题研究、处理该事件，处理意见如下：

充分认识此事的严重性， 把此事提高到事关民本民生的高度

来认识。 妥善处理群众的现实利益， 坚决维护群众的山林权属利

益。 公安局要加大力度 ， 限期

2

个月内侦破此案 ， 还群众一个清

白。 根据案件侦破情况对此事作出妥善处理， 维护群众的利益。

宁远县人民政府

农网改造

改出农民新生活

据统计， 在由省电力公司负责供

电的

40000

多个建制村中，农网改造村

已达

77%

。农村电网实施改造后，规范

了农村用电秩序和电力管理， 城乡居

民用电同网同价，电价大为降低，减轻

了农村居民用电负担； 农村供电设施

进一步完善， 农村电气化水平得到了

大幅度提高，人均年用电量由

121

千瓦

时提高到

176

千瓦时。

岳阳县新墙镇清水村有

275

户人

家。

2007

年实行农网改造后，村里由一

台

100

千伏安变压器，变为

2

台

200

千伏

安的变压器， 户平均用电由

3

千瓦时

/

月，增加到

80

千瓦时

/

月。该村以种植葡

萄为主，电网改造后抽水、滴灌用上了

大功率电机， 葡萄种植面积很快扩大

到

1100

亩。 农网改造后农民生活发生

了很大变化。下门组村民李联华说，他

家

2007

年建了小洋房， 先后添置了冰

箱 、彩电 、洗衣机 、空调 ，煮饭用电饭

煲，冬天用上烤火炉，用电最多的一个

月达到

205

千瓦时，电费

120

多元。

慈利县原为地方电网供 电 ，从

2005

年

12

月起由省电力公司代管 。截

至

2009

年底，省电力公司累计投入电网

建设资金近

5

亿元，全县有

340

个行政村

实施了农网改造， 网改面达到了

62%

。

慈利县零阳镇仁和村有

650

多户农家，

农网改造后，村里的电视机由原来的

80

多台增加到

800

多台， 过去只有几个杂

货店才有的冰箱已增加至

500

多台。

期盼共享德政工程的

“阳光雨露”

我省农村电网改造尽管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 但发展仍然不平衡。 截至

2010

年

5

月，在全省

122

个县（市、区）中，

省电力公司供电覆盖

112

个县， 另有

10

个县，分别由郴电国际或怀化市电力集

团公司供电。以省电力公司为例，在其

供电范围内，仍有

1.3

万个行政村、近

400

万户未实施农村电网改造，这些村大多

在偏远的贫困山区。至于另外

10

个县的

地方电力公司， 农网改造规模则更小，

农村中低压配网网改面仅在

10%

左右。

在这些未实施农网改造的地区，普遍存

在供电设施老化、安全隐患多、供电能

力低、供电质量差等问题，广大农民强

烈盼望将农网改造进行到底。

桑植县是一个典型的湘西贫困山

区县。去年

9

月前，全县

559

个村中只有

61

个村实施了农网改造。刘家坪白族乡

田儿垭村有

230

户人家， 目前未实行农

网改造。全村只有一台

20

千伏安的变压

器，大部分电杆是木头或树杈，有的地

方电线甚至直接安装在树上。大部分线

路都是室内用线，或是一根电线拆成两

根来用的拆股线。打开村民金某家的电

灯，

60

瓦的灯泡只有微弱的光亮。 金某

家有一台电动打米机， 因为电力带不

动，只得加装柴油发动机。村民说，因电

压低家用电器大都用不上。

未网改的村不但电能质量差 ，安

全隐患也多。 慈利县零阳镇云盘村目

前还未纳入改造范围， 所用电线大都

是

40

年前的，大部分电杆是木电杆，用

的是老式变压器。老百姓用电怕下雨、

怕吹风 、怕打雷 、怕撑伞 。还有些地方

因为电线不够，只好用铁丝代替电线，

经常出现漏电致人伤亡的事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对于那些

经济尚可、 因为资金限制无法网改的

行政村来讲， 电网陈旧已经阻碍了他

们的发展步伐； 而对于那些处于贫困

状态的农村，不进行农网改造，将使他

们失去更多的求发展的机会， 进一步

拉大贫富的差距 。未改造村的村民普

遍表现出了强烈的网改意愿， 他们期

盼共享这项德政工程的“阳光雨露”。

亟待破解农网

改造资金瓶颈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农网改造

投入产出效益低，农网改造后续投入资金不

足，是农网改造工作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

省电力公司自

1998

年启动农村电网

一、二期改造工作，历时

6

年，累计完成投

资

79.64

亿元， 其中

80%

是由供电企业向

银行贷款。

2008-2009

年， 国家对我省启

动了拉动内需农网改造工程，年度投资规

模在

5

亿元左右。 而根据省电力公司农网

建设规划，

2010-2015

年， 老百姓直接受

益的农村中低压配电网改造投资共需资

金

140

亿元。每年农网建设投入

5

个亿左右

的资金，远远满足不了农网改造的资金需

求。

统计分析资料表明， 农网单位电量

投入成本比城市高。 在城市建一台变压

器可以供应

2000

人用电， 而农村因为地

域的原因只能供应

100-200

人；电力城区

电力损耗只有

5%

，而农村的电力损耗高

达

15%

以上 。有关专家指出 ：目前 ，农村

人均月用电量只有几千瓦时， 而每村农

网改造平均投入则达

60

万元以上， 仅省

电力公司供电区内的

1

万多个行政村完

成改造就需资金近

70

亿； 至于由其他供

电企业管辖的县， 连农网改造贷款都很

难贷到，改造难度就更大了。

省农电专家青志文说： 省电力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达

81.6%

，每年仍自筹了

10

亿以上的资金用于农网建设与改造，近

3

年累计投入

60

亿元 （其中

2008

年农配网

冰灾恢复重建工程投入

17.3

亿元 ）。虽然

国家每年也安排几千万到

1

亿元不等的

农网建设资本金，不过，这些资金仍然难

以支撑农网改造的后续工作。比如，省电

力公司代管桑植县电力公司后， 在

2010

年已计划投入

1000

万元用于中低压配网

改造，其中包括对

50

个村安排进行网改。

每个村布一台变压器要

10

万元，全县

498

个未改村要

10

年才能改造完。况且，仅仅

改一台变压器， 也无法解决一个村的用

电问题， 桑植县农村电力状况很难得到

根本改变。

期望政府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农网改造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记者听取了供电企业、 基层政府及

群众的意见， 大家认为当前农村电网是

制约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原因之一，电的问题不解决，农村小康

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难以实现。当前，农

电体制不顺、 没有稳定的投资来源等诸

多因素阻碍了农网改造的进程， 期望政

府加大扶持力度。

不少农网改造滞后地区的政府领导

以及供电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提出： 建议国家将农网还贷资金政策明

确为长期性政策，增加农网投入来源，缓

解电网企业经营压力； 对涉农投资建立

国家注入资本金制度， 并对中西部地区

电网投资适当提高资本金比例； 国家对

涉农等基础性投资增加国债资金比重或

实施商业贷款低利率政策， 对农网售电

收入实施免税等扶持政策。

农电管理体制复杂导致了不同体制

之间县级供电企业管理水平、供电质量和

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严重制约了农网的

发展。有关县级政府应积极支持和推动农

电体制改革，针对不同县情、网情，引入有

实力的供电企业实行统一管理。

采访中， 电力部门的专家提出建议：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地政府对农

村居住进行有效规划， 农民住宅相对集

中，这样有利于电力规划，降低农网改造

的难度，加快农网改造的进程，节省投资。

本报记者 田燕 史学慧

农村电网改造期待新突破

———我省农网改造调查

记者调查

报道之后

编辑同志：

我是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君悦香邸的住户。自装修到入住才

一年半的时间，期间一到下雨的时候，主卧室的墙壁就会渗水出

来。后来得知是小区外墙防水问题导致，很多住户跟物业反映了

该情况，物业当时也对外墙进行过一次修补，但是问题没有得到

根治。现在渗水又出现，我们跟物业反映，物业不再做出处理。目

前正逢雨季，只要下雨，我家的墙面就有明显的湿印。目前主卧

室的墙面起泡起霉，我要求物业跟我修复，物业也不做出答复。

这样的房子真太让人失望了。 杨女士

调查附记：

6

月

12

日，记者打电话给君悦香邸的物业公司，一名工作人员

回复说，业主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类似情况不止一户。物业公司

也准备进行二次维修，但因为近期经常下雨，一直没有合适的天气

施工，才拖到现在未解决。该公司承诺，最迟今年底会处理好此事。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外墙渗水房内起霉，君悦香邸住户很烦

编辑同志：

几年前， 澧县电信公司将两根电线杆插在我家旁边的菜园

里，我妈不让插，他们说只是临时的，最多

3

个月。尽管我家不同意，

他们还是强行插下去了。现在，我家的老房子要翻修，由平房变成

楼房。国土局说：要移掉电线杆才能办建房证。我爸去找电信公司

了，电信公司说：要移，可以，但需费用

1000

多元，要我家出

500

元。

插电杆时，我家没要占地赔偿费，现在电信公司凭什么收这笔钱？

澧县一村民

调查附记：

记者采访了澧县电信公司一名姓孙的负责人，他说，通信设施是

公用设施，他们当初是按规划无偿占用的。如今，该户村民因为建房需

移动电线杆，这要不少费用，该村民也应该分担一点。经协商，最后他

们只要该村民承担

200

元。该村民随后告诉记者，对于此结果基本满

意。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移动电杆为何要村民出钱

图为桑植县五道水乡五峰溪村简陋的变压设施。 通讯员摄

� � � �《7000多亩林地被偷卖，谁是幕后黑手》一

文有回音，宁远县政府要求———

维护群众利益 尽快侦破此案

编

者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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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家用电器、小型加

工业普及步伐在加快的同时，也凸显了农村电网与农村用电需求日益增

长的矛盾。近一段时期，许多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兄弟来信来电反映：我

们村的电网什么时候改？电压太低，家电买得起用不了！电费为何还是两

三块钱

1

千瓦时？带着农民兄弟的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总体而言，

我省农村电网改造成效显著，但是，全省还有两万多个村、近千万农村家

庭没有享受到农网改造的实惠。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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