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政办函〔2021〕33 号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县光伏扶贫电站管理

运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阳泰集团:

为继续巩固和深化光伏扶贫工作成果，始终坚定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切实保障全县 130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管理、日

常维护、问题处置、收益分配等各项工作做细做实、落到实处。

按照“谁所有，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统筹协调，分级管

理，创建高效电站，服务乡村振兴，实现光伏扶贫电站收益最大

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运维管护，保障电站稳定高效

各有关乡（镇）要指定专人负责对《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系

统》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确保电站故障能够随时发现、及时

处置。当发现有预警电站或报警电站时，应当根据电站问题性质

进行分类处置：如发现信号故障、线路跳闸等一般问题时，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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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派该电站管护员进行检查处理；如发现输电线路故障等较大

问题且电站管护员不能处理时，应及时联系当地供电所协助处

理；如发现电站光伏板、逆变器、采集器等硬件设施损坏时，应

及时告知“龙焱公司”（山西阳泰龙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维

修排除故障，确保电站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二、健全制度机制，全面加强电站管理

各有关乡（镇）要切实加强对各村管理员和电站管护员的监督

管理，督促各村建立健全光伏电站各项管理制度，完善电站发电

量日检登记制度及日志、台账等，监督指导电站管护员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利用抽查、检查或网络传输、微信报告等技术措施，

全面掌握各电站管护员对电站发电量逐日检查登记情况，定期对

各电站运行检查日志、问题登记及维护处理台账进行分析，发现

异常及时处理。

三、简化结算流程，认真做实收益分配

阳泰集团要指定龙焱公司专人负责在每月 10 日前完成对

130座光伏扶贫电站的收益结算，并于当月 15日前分别代各有

关乡（镇）开具税务发票，同时告知县供电公司按时将电站收益资

金转入各有关乡（镇）。各有关乡（镇）要按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资

金管理办法，监督各村做好电站收益分配工作，做到账目规范、

明细清晰，及时兑付、公开公正，真正把光伏扶贫电站收益资金

用在解决农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问题的刀刃上。



四、严格信息统计，保障数据准确可靠

各有关乡（镇）要督促各村每月 18日前上报光伏电站收益分

配情况，做好收益分配台账，确保数据准确可靠，并在每月 30

日前将各村收益分配情况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和《山

西省光伏扶贫收益分配管理系统》。同时，各有关乡（镇）要在每

月 30日前向县能源局报送收益分配情况和验证资料。县能源局

将对电站年度发电收入目标任务完成差、电站运维问题突出、发

电效率低、收益下降、收益分配到村率差的乡（镇）进行通报。

附件：全县各乡（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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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县各乡（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名单

1 河北镇 六甲村 六甲村 1村级电站

2 河北镇 六甲村 六甲村 2村级电站

3 河北镇 东交村 东交村 1村级电站

4 河北镇 东交村 东交村 2村级电站

5 河北镇 河北村 河北村 1村级电站

6 河北镇 河北村 河北村 2村级电站

7 河北镇 坪泉村 坪泉村村级电站

8 河北镇 庙甲底村 庙甲底村村级电站

9 河北镇 对桥村 对桥村村级电站

10 河北镇 杨柏村 杨柏村村级电站

11 河北镇 秋川村 秋川村村级电站

12 河北镇 洞底村 洞底村村级电站

13 河北镇 史家岭村 史家岭村村级电站

14 河北镇 南梁村 南梁村村级电站

15 河北镇 西交村 西交村 2村级电站

16 河北镇 西交村 西交村 1村级电站

17 河北镇 向阳坡村 向阳坡村村级电站

18 河北镇 九甲村 九甲村村级电站

19 河北镇 土孟村 土孟村村级电站

20 河北镇 圪涝掌村 圪涝掌村村级电站

21 河北镇 元岭村 元岭村村级电站

22 河北镇 西头村 西头村 1村级电站

23 河北镇 西头村 西头村 2村级电站

24 河北镇 圪桃窊村 圪桃窊村村级电站

25 河北镇 圪桃窊村 圪桃窊村 2村级电站

— 4 —



全县各乡（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名单

26 河北镇 黄山村 黄山村 1村级电站

27 河北镇 黄山村 黄山村 2村级电站

28 河北镇 石桃铺村 石桃铺村村级电站

29 河北镇 吉德村 吉德村村级电站

30 河北镇 二里村 二里村村级电站

31 河北镇 三泉村 三泉村村级电站

32 河北镇 雪圪坨村 雪圪坨村村级电站

33 河北镇 暖辿村 暖辿村村级电站

34 河北镇 护驾村 护驾村 1村级电站

35 河北镇 护驾村 护驾村 3村级电站

36 河北镇 护驾村 护驾村 2村级电站

37 河北镇 蛇窊村 蛇窊村村级电站

38 河北镇 南峪村 南峪村村级电站

39 河北镇 园河村 园河村村级电站

40 河北镇 柏朵村 柏朵村村级电站

41 河北镇 西窊村 西窊村村级电站

42 河北镇 南下庄村 南下庄村村级电站

43 河北镇 红坦腰村 红坦腰村村级电站

44 河北镇 瓦屋头村 瓦屋村村级电站

45 河北镇 封头村 封头村村级电站

46 河北镇 彦掌村 彦掌村村级电站

47 河北镇 神南村 神南村村级电站

48 河北镇 观腰村 观腰村村级电站

49 河北镇 驾岭村 驾岭村村级电站

50

51

52

北留镇

北留镇

北留镇

章训村

崇上村

崇上村

章训村村级电站

崇上村 1村级电站

崇上村 2村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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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各乡（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名单

53 北留镇 安岭村 安岭村村级电站

54 北留镇 横岭村 横岭村村级电站

55 北留镇 南庄村 南庄村村级电站

56 北留镇 北村村 北村村 1村级电站

57 北留镇 北村村 北村村 2村级电站

58 北留镇 头南村 头南村村级电站

59 北留镇 西神头村 西神头村村级电站

60 北留镇 东河村 东河村村级电站

61 北留镇 南岭村 南岭村村级电站

62 次营镇 逯河村 逯河村联级电站

63 次营镇 营东村 营东村村级电站

64 次营镇 前窊村 前窊村村级电站

65 次营镇 赛村村 赛村村村级电站

66 次营镇 高阳村 高阳村村级电站

67 次营镇 侯井村 侯井村村级电站

68 次营镇 营庄村 营庄村村级电站

69 横河镇 牛心温村 牛心温村 1村级电站

70 横河镇 牛心温村 牛心温村 2村级电站

71 横河镇 日耀村 日耀村村级电站

72 横河镇 马炼村 马炼村村级电站

73 横河镇 麻地村 麻地村 1村级电站

74 横河镇 麻地村 麻地村 2村级电站

75 横河镇 桑园村 桑园村 1村级电站

76 横河镇 桑园村 桑园村 2村级电站

77

78

79

横河镇

横河镇

横河镇

桑园村

桑园村

南苑村

桑园村 3村级电站

桑园村 4村级电站

南苑村村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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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各乡（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名单

80 横河镇 索泉岭村 索泉岭村 1联村电站

81 董封乡 赤头村 赤头村 1村级电站

82 董封乡 赤头村 赤头村 2村级电站

83 董封乡 征反坡村 征反坡村村级电站

84 董封乡 陈坡村 陈坡村村级电站

85 董封乡 莲花村 莲花村 1村级电站

86 董封乡 莲花村 莲花村 2村级电站

87 董封乡 莲花村 莲花村 3村级电站

88 董封乡 桐窊村 桐窊村 1村级电站

89 董封乡 桐窊村 桐窊村 2村级电站

90 董封乡 龙泉村 龙泉村 1村级电站

91 董封乡 龙泉村 龙泉村 2村级电站

92 董封乡 坡丰村 坡丰村 1村级电站

93 董封乡 坡丰村 坡丰村 2村级电站

94 董封乡 坡丰村 坡丰村 3村级电站

95 董封乡 上河村 上河村村级电站

96 董封乡 鹿渠村 鹿渠村 1村级电站

97 董封乡 鹿渠村 鹿渠村 2村级电站

98 董封乡 李圪塔村 李圪塔村村级电站

99 董封乡 东哄哄村 东哄哄村村级电站

100 董封乡 人参埌村 人参埌村 1村级电站

101 董封乡 次滩村 次滩村村级电站

102 董封乡 柴圪塔村 柴圪塔村村级电站

103 董封乡 阳坡村 阳坡村村级电站

104

105

106

董封乡

东冶镇

东冶镇

后交村

柳泉村

神树岭村

后交村村级电站

柳泉村村级电站

神树岭村村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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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各乡（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名单

107 东冶镇 矿山村 矿山村联村电站

108 东冶镇 东轩村 东轩村村级电站

109 东冶镇 西冶村 西冶村村级电站

110 东冶镇 小王庄村 小王庄村村级电站

111 东冶镇 独泉村 独泉村村级电站

112 东冶镇 上节村 上节村村级电站

113 东冶镇 焦坪村 焦坪村联村电站

114 东冶镇 枪杆村 枪杆村 1村级电站

115 东冶镇 枪杆村 枪杆村 2村级电站

116 东冶镇 高石村 高石村联村电站

117 东冶镇 窑头村 窑头村联村电站

118 东冶镇 秋泉村 秋泉村 1村级电站

119 东冶镇 田庄村 田庄村联村电站

120 东冶镇 孤山村 孤山村村级电站

121 蟒河镇 辉泉村 辉泉村 1村级电站

122 蟒河镇 下桑林村 下桑林村村级电站

123 蟒河镇 杏林甲村 杏林村村级电站

124 蟒河镇 出水村 出水村村级电站

125 蟒河镇 孔池村 孔池村村级电站

126 蟒河镇 西峪村 西峪村村级电站

127 蟒河镇 麻娄坪村 麻娄坪村 1村级电站

128 蟒河镇 麻娄坪村 麻娄坪村 2村级电站

129 蟒河镇 麻娄坪村 麻娄坪村 3村级电站

130 蟒河镇 宫上村 宫上村村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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