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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扶贫光伏扶贫：：

卡先加近段时间走路都乐呵呵的，

这缘于村里建成的光伏电站开始发电

了，只要不是阴天，太阳一照，光伏板发

出的电就会为贫困户带来收益，而且村

集体经济每年还可增收 40 余万元，有了

钱就能为村里办不少实事。

赛加村贫困户扎西平时除了干农

活外，靠开出租车增加收入。听说村里

的光伏扶贫项目增加公益岗位的消息

后，他打算积极争取到这个工作，一边

赚钱一边养家。一想到家里的收入翻

了番，扎西笑起来脸上多了好几个褶

儿。万玛家也是赛加村的一个贫困户，

他说：“感谢政府给我们村这么好的致

富机会，让我们不出家门就可以赚钱养

家。以前村里的人总是找不到赚钱的

好门路，这几年县委、县政府在村里建

设光伏电站，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有了

明显提升，今年我还买了一辆七座面包

车，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据华盖介绍，为了让贫困村、贫困户

进一步充分享受光伏扶贫成果，同仁县

在收益使用途径上明确了方向。“村级

项目”净收益的 40%和“试点项目”“集中

式项目”扶贫收益资金，主要用在贫困

村和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非贫困村通过

设置公益性岗位、以奖代补、以工代赈

等形式，扶持贫困人口增加收入，实现

劳动取酬，进一步激发贫困户从要我脱

贫转变为我要脱贫的内生动力。

“采集金色阳光，鼓起百姓腰包。”同

仁县通过在光伏产业扶贫上大胆试、勇

敢闯，不仅发展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

还鼓起了百姓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金色之路”。

建设中的光伏电站建设中的光伏电站

尖扎县地处黄河谷地，水质清洁、土地肥

沃、交通便利、光照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有

着优越的自然资源，是发展特色农业的理想

之地。近一年，尖扎县积极加快结构调整步

伐，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种植出了高附加值、

高收益的各类彰显尖扎特色的农作物。

“素中之荤”羊肚菌仿野生种植成功，尖

扎设施种植有了高端食用菌。2018年11月，

素有“素中之荤”美誉的羊肚菌在尖扎县夏藏

滩村青海恒泽农业有限公司引进试种50亩。

2019年4月，在该公司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专业技术人员的精心指导与悉心管理下喜获

上市，亩产达到170公斤，亩产值高达4万元。

经过总结成功经验，去年羊肚菌种植采用了

促早栽培模式，并且规模扩大到了82亩，并在

近期上市。羊肚菌作为食用菌中的高端菌种

喜获丰收，将有利于向全县设施基地推广种

植，这将进一步带动周边农牧民脱贫致富，为

农牧民增收创造更好的条件。

“蔬菜之王”芦笋成功种植，高端露地蔬菜

落地尖扎。芦笋作为十大名贵蔬菜之一，具有

良好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一次栽植可连续

收获20年以上。其对生长环境要求低，田间管

理简易。2019年4月在康杨镇、昂拉乡种植芦笋

1000余亩，经过全年统一灌溉、统一施肥、统一

田间管理等工作，千亩芦笋长势喜人，笋秧已长

至半人高。预计今年即可收获，亩产500公斤，

产值3000元。2021年产量可达到1000公斤左

右，产值达5000元。在露地上种植芦笋，可以和

扶贫产业有机结合，让百姓积极参与芦笋种植

及产业化发展，有效带动农牧民实现增收致富。

花生、生姜间套种日光温室，新技术提高

了土地产出率。由青海省农科院专家王树林

主持研发的新型套种技术在尖扎县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和坎布拉镇绿色蔬菜种植大棚专业

合作社率先引进并试种成功。马铃薯→花

生、生姜间作→辣椒间套种技术，是利用这四

种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长周期，有效克服

日光温室种植的轮作障碍、减少农药施用量、

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的一项绿色

技术。马铃薯已采收，亩产3000公斤；花生与

生姜将在近期采收，预计产量为 750 公斤和

2500公斤。该间套种技术引进后，可在该县日

光温室种植地区大力推广。 本组据《黄南报》

成功种植“素中之荤”“蔬菜之王”

“看到没，这片空地上的光
伏电板，就是村民们的‘电存
折’，晒着太阳挣着钱，你说美
不美？”同仁县保安镇赛加村支
书卡先加说起给村集体带来经
济收益的光伏发电扶贫项目
时，竖起了大拇指。

近日，记者走访同仁县保
安镇赛加村看到，林立在田野
间、山梁间的光伏电板与骄阳
交相辉映，闪闪发亮。据悉，同
仁县“十三五”村级光伏扶贫项
目是由扶贫资金投资建设的扶
贫产业项目，在国家扶贫资金
投资建设的基础上整合29个
贫困村集体经济建设资金。其
中，位于同仁县保安镇赛加村
的光伏发电扶贫项目，总占地
面积约为454亩，主要用地为
荒草地。“咱们光伏发电的模式
是‘扶贫资金+地方财政配
套’。资金全部由政府财政配
套，贫困户没有负担，大家可以
放心干保本的活儿！全县29
个贫困村6809名贫困人口受
益，平均每个村年收益在40万
元左右。农户是光伏发电项目
的受益者。”同仁县扶贫开发局
副局长华盖向记者介绍。

同仁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在攻克深度贫困过程中，高度

重视环境保护，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坚定

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2015年，国务院扶

贫办将光伏扶贫确定为“十大精准扶贫工

程”之一。同仁县抢抓机遇，依托本地丰

富的太阳能资源优势，积极争取光伏扶贫

指标，出台光伏扶贫相关政策，大力发展

环保清洁、收益稳定的光伏产业。

从赛加村山头俯瞰，一条横亘在山脊

上的银色巨龙闪闪发光，这就是赛加村建

成的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工程建设总

规模为11MWp光伏，采用EPC模式建设，

分两个地块，山上地块占地约为212亩，设

计发电容量为3个1.6MW发电单元；山下

地块占地约为 242 亩，设计发电容量为 5

个1.25MW发电单元。新建35KV开关站

以单回35W线路接至保安变电站。

据悉，同仁县29个贫困村光伏扶贫工

程于2018年8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30

日正式并网发电试运行。项目总投资

7579 万元，电站设计年平均上网电量为

1654.35万千瓦时，25年运营期，预计年均

收入在 1200 万元以上，由 29 个贫困村

1598户6809人受益。截至目前累计发电

量已近1000万千瓦时。

近年来，光伏扶贫让越来越多的贫困

群众享受到了光伏收益，钱袋子逐渐鼓起

来了。电站试运维期间各项数据、参数一

切正常，同时，赛加村通过发展分布式光

伏，不但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还为贫

困户建立了一座用之不竭的“绿色银行”。

新能源拓宽致富路

新模式鼓起钱袋子

保安镇赛加村光伏电站

绿绿色色银银行行阳光下的阳光下的 高收益特色农作物
扎根在尖扎

7 策划：于国富 编辑：孙薇 美编：张晧予 校对：肖仲 制作：高志翔滨海生活 2020年1月19日
星期日

滨海旅游

近日，诸多旅游网站均发布了2020年春节黄金周旅游趋势

报告，旅游过年已经成为当下的潮流，逐渐取代“春节回家”和

“宅”，成为中国人过春节的流行新方式。天津人爱旅游过年，

在国内各城市中位列第四；也舍得花钱，人均消费在各城市中

排名第五。

“旅行过新年”成为热门形式

携程发布的《2020春节“中国人旅游过年”趋势预测报告》显

示，“旅游过年”取代“春节回家”和“宅”，成为中国人当下最流行

的过年方式。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

8.2%。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次数同比增长8.8%。携程

方面预计，按照这一增速，预计今年春节旅游人次数将达4.5亿。

其中，54%是亲子游，80后带孩子出行最流行。消费升级、花

钱享受服务是假期度假的主流。根据途牛发布的《2020春节黄

金周旅游趋势报告》，目前的预订情况也显示，亲子家庭、休假白

领等客群是春节旅游消费的主力军，有孩子的家庭一般会选择在

今年1月下旬出游，以保证寒假出游与春节团圆两不误。

根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产品预

订的大数据，节前出发的团期报名人气火爆，国人已经不局限于

过完除夕再出门旅游。春节长假出行的游客中，超过30%的游客

选择了在大年三十之前就出发，选择在旅途中享受年夜饭。

深度、个性游玩法增多

南方人喜欢北上赏雪，而北方人却爱南下避寒。携程数据显

示，哈尔滨作为东北传统冰雪游目的地，春节假期人气暴涨，不少

南方游客组团北上赏雪。三亚和广州则成为自由行客人最爱去

的城市，吸引了众多北方游客。

据驴妈妈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春节相关热销产品来看，日本

滑雪、泡汤、观光游，泰国、马来西亚等热带海岛及避寒游都备受

游客追捧。长线方面，反季节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热度最高，出游

人次数增幅相比去年同期预计增加四成。

相比往年春节，日本、泰国等一些常规热门目的地也呈现出

一些新的趋势，如更侧重深度游、个性游，游客会飞赴日本安比高

原滑雪、愿意从泰国清迈自驾到老挝琅勃拉邦等。这些新的目的

地和旅行方式选择都表明中国游客越来越“会玩”。

哪些城市游客最爱“旅游过年”？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可谓天津人过春节的真

实写照。途牛数据显示，按照春节出游预订人次数，上海、北京、

南京、天津、深圳、杭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位居客源地前十

强，其中天津排名第四。携程数据也显示，春节旅游“十大客源城

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深圳、成都、武汉、天津、

重庆，天津位列第九。天津人不仅爱旅游过年，也舍得花钱。

途牛数据显示，在人均旅游消费方面，国内前十城市排名为

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天津、南京、成都、广州、武汉、苏州，一、二

线城市依然占多数。 本报综合

春节旅游趋势报告出炉
天津人过年“爱出去”也“舍得花”

春节出行初六迁徙最高峰春节出行初六迁徙最高峰 大年初二车流量明显上升大年初二车流量明显上升

春节出行记得看大春节出行记得看大数据数据

人口迁徙最高峰初六现身
大年初二车流量明显上升

百度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中国天气网、携程、百度百科

发布的《2020 年春运出行预测报告》

显示，2020年春运人口迁徙整体趋势

表现为，春节假期前全国人口迁徙逐

步攀升，腊月廿七（1月21日）出现人

口迁徙小高峰。随后人口迁徙逐步

回落，除夕当天达到最低水平。紧接

着，春节假期中迁徙逐步上升，最高

峰 预 计 出 现 在 大 年 初 六（1 月 30

日）。春节假期后，全国人口迁徙逐

步回落，但因部分人群正月十五过后

才开始返程，预计正月十六（2月9日）

将再次出现春运人口迁徙小高峰。

全国热门人口迁出城市主要集

中在京津翼、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沿海城市占大部分。《报告》还显示，

今年春节，伴随着“大年初二回娘家”

的传统习俗，公众假日出行需求也在

大年初二出现增长，预计当天上午

11:00左右将会出现全国高速拥堵小

高峰。同时，从大年初二开始，车流

量也将明显上升，而全国高速返程

拥堵最高峰将出现在大年初六16:00

左右。

首个春运交通预报系统
便捷查看热门迁徙路线

“大年初五去哪个方向不堵？我

要提前计划准备。”家住第三大街的

黄女士特别期待能提前预知交通状

况。高德地图就针对今年春运出行

特点，上线了全国首个“春运交通预

报”系统，该系统包括“春运出行预

报”“春运实时播报”和“春运跨城迁

徙”三部分。用户可到高德地图官方

微博登录“春运交通预报”系统。“春

运出行预报”可以预测未来七天内任

意一天的全国主要省、市（24省、50个

主要城市）范围内高速拥堵情况；通

过“春运实时播报”则可查看全国高

速路网、场站（火车站、机场）、收费站

的实时拥堵情况，数据将会每2分钟

更新一次；通过“春运跨城迁徙”可以

查看过去一天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成渝等重点区域热门迁徙路线。

此外，高德地图还提供“春运交

通智慧导航”，一方面提供驾车导

航、摩托车导航、货车导航等多样化

的导航服务；另一方面提供跨城导

航规划服务，支持沿途天气、交通事

件提醒和服务区、加油站、卫生间等

信息查询。

“足不出户”怎么过春节
“新服务”带来“新年味”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比很多

人关心的出行问题，也有不少人计

划在春节里足不出户，只要商家不

打烊，服务保证时效，特色过年方式

一样搞定。

阿里巴巴旗下口碑饿了么“年货

节”近日启动，口碑数据显示，越来越

多的年轻消费群体，正在选择全新的

本地化生活方式过年。泡澡、跑步、

蹦床、看书、美甲跨年的95后，在多地

同比去年均有翻倍增长。昆明的健

身房、济南和哈尔滨的KTV、天津的

美甲店、厦门的书店、贵阳的亲子店，

都在跨年期间挤满年轻人，通过提前

下单的团购订单也可预测。

有意思的是，外卖备注也正成为

年轻一代的“新年许愿池”。饿了么

数据显示，在新年相关外卖备注中，

“健康”的出现频次是“暴富”的 4.5

倍，其中80%来自80后用户，超过一

半“希望脱单”“少熬夜”“防脱发”的

订单备注来自95后，而饿了么外卖备

注中迎接“二胎”的群体中竟有 60%

是90后。而如果想在家中喝饮品，饿

了么和蜜雪冰城日前也达成合作，蜜

雪冰城旗下超7000家门店全部入驻

饿了么，在年货节期间推出超级饭

票，开启线上直播。

记者注意到，不少打算宅在家

里的人还关心买菜问题。日前，“美

团买菜”在多个城市上线年货节，主

打一站式购齐年货，围绕年前囤年

货、年夜饭、家庭聚餐、走亲访友等

场景，为消费者提供蔬果、肉禽蛋、

海鲜、乳品速食、零食、酒饮、日化等

千余种优质实惠的年货，并推出“新

年人气礼盒榜”，精选进口水果、坚

果、牛奶、山珍礼盒以及海鲜礼券等

上榜商品，满足市民节前走亲访友

的礼品选购需求。近年来，线上采

购年货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主

流消费方式。据悉，美团买菜的营

业时间是早7点到晚9点15，用户在

此期间都可以通过手机下单，最快

30分钟送达。

而在高新区一家游戏制作公司

工作的刘先生则习惯了使用“每日优

鲜”。他说：“这两天下了好几单了，

比超市里划算好多，而且不用去挤着

结账，送货还快，蛮方便的。”记者在

每日优鲜APP 上看到，春节期间，不

仅有阿根廷红虾、鲜活波士顿龙虾等

单品，还有智利车厘子J级礼盒、蒙牛

特仑苏纯牛奶、旺旺大礼包、大海鲜

甄选礼盒等，既丰富了年夜饭餐桌，

也为春节走访亲朋好友提供了更多

优质选择。据了解，今年春节，为了

保障节日期间的食材供应，生鲜电商

平台每日优鲜用新春不打烊、最快30

分钟送达服务让用户可以随时下单，

一站式购齐年货。 时报记者 单毅

当早高峰地铁里的人越
来越少，收拾行囊的人越来
越多；当深夜写字楼亮着的
灯越来越少，道路旁火红的
灯笼越挂越多；当抢票成为
最重要的事，当假期近在眼
前，春节已然近在眼前了。

如今，有了大数据的赋
能，春节出行“路堵不堵”“景
点人多不多”不再像过去一
样看运气，而是可以提前预
知。另一方面，如果宅在家
中，哪种新服务最适合过年
期间的生活呢？针对市民关
心的春节出行，记者也梳理
了一些大数据预测与新服务
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