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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七大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
组昨日投产发电，
这个装机规模达 1020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389.1 亿千瓦时的
巨型电站，将与下游的超级水电工程白
鹤滩、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一同构筑起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带动金沙江下
游河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迈向高质量发
展，
为云南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提供强大的绿色经济引擎。

绿色
每年节约标准煤 1220 万吨
从近1800米高的边坡上方俯瞰乌东德
大坝，
好似被纵向切开的鸡蛋壳，
轻轻卡在
金沙江V型河谷内。从江面上看，
大坝则如
一对张开的铁翼，
紧锁两岸近90度的峭壁。
眼下的金沙江，一线碧水穿大坝，看
似安静的它，
将在未来释放磅礴力量。
据统计，乌东德水电站建设期间，平
均每年增加就业人数约 7 万人；机组全部
投产后，每年可贡献工业增加值约 119 亿
元，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 13.5 亿元；持有
电站 15%股份的云南，每年还可分享相应
收益，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支
持。此外，在电站建设过程中，三峡集团
为库区投资建设了部分综合运输网络。
自 2009 年前期工作开展以来，乌东
德电站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人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向禄劝聚集，明显带动了禄
劝围绕乌东德水电站发展相关服务业以
及文化旅游业。
“ 借助乌东德水电站带来
的交通‘红利’，我们将大力发展文化旅
游、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以大项目
带动大发展。
”
禄劝县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算得清的是“经济账”，看得见的是
“生态账”。据测算，乌东德水电站生产的
绿色电能，将替代大量化石燃料，每年节
约标准煤 1220 万吨，分别减少温室气体
二 氧 化 碳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3050 万 吨 和
10.4 万吨，相当于种植 8.5 万公顷的阔叶
林，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为美丽中
国再添动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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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水电站乌东德工程

每年节约
标准煤
1220 万吨

属于乌东德水电站的
“防洪通道”
已经开启。
乌东德水电站，
预留防洪库容24.4亿立方米，
相当
于170 多个西湖的容量，
具备有效拦蓄金沙江洪
水的条件，
是长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使
川滇沿岸地区的防洪标准进一步提高。
汛期，乌东德水库拦蓄金沙江洪水，可减
少进入三峡水库的水量，配合三峡水库运用，
可进一步提高荆江河段防洪标准，削减长江中
下游成灾洪量；同时，配合金沙江下游白鹤滩、
溪洛渡、向家坝水库，将进一步提高川江河段
宜宾、泸州、重庆等区域的防洪能力。

航运
“巧渡金沙江”
金沙江下游，河道狭窄，险滩众多。总长
768 公里的攀枝花至宜宾河道，目前只有宜宾
至新市镇间的 108 公里河道通航，仅占金沙江
下游河段长度的 14%。
纵横四千里，浮沉亿万年。金沙江“脾气”
不减，人们沿江而居，
却不愿靠江出行。
乌东德水库蓄水后，
库区江面开阔，
水流平
缓，
高峡平湖给当地航运带来改变。资料显示，
当乌东德水库蓄水至高程 975 米的正常蓄水位
时，
将形成长约 200 公里的回水区域，
其中常年
回水区 153 公里，
淹没各类碍航滩险约 50 处。
回水区的形成，将使乌东德库区干流，以
及支流部分河道水深增加、流速减小，为发展
库区航运创造条件，满足库区人民生产生活需
要，
促进库区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6 月 29 日，运行人员监控机组运行情况。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惠民
助库区群众脱贫致富

生态
珍稀鱼类“人工孵化器”
在距乌东德电站不远处，
是乌东德、白
鹤滩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该放流站
自 2014 年年底投入运行以来，
承担着乌东
德和白鹤滩两座电站的增殖放流任务，主
要放流圆口铜鱼、长薄鳅、鲈鲤、齐口裂腹
鱼、长鳍吻鮈、四川白甲鱼、裸体鳅鮀、前臀
鮡等八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保护鱼类。
截至目前，增殖放流站已累计放流珍
稀特有鱼类超过 30 万尾，并攻克了齐口裂
腹鱼、鲈鲤、长鳍吻鮈等驯养繁殖难关，堪
称珍稀鱼类的
“人工孵化器”
。
此外，三峡集团乌东德建设部充分考
虑水生生物保护需求及鱼类产卵期需求，
确保下泄足够生态流量。电站蓄水阶段，
通过泄洪设施下泄不低于 900 立方米/秒
的生态流量，未来运行期，将通过机组发
电和泄洪设施下泄不低于 900-1160 立方
米/秒的生态流量，其中鱼类产卵期生态
流量达到 1160 立方米/秒，并利用人造洪
峰过程开展生态调度，
促进鱼类产卵。
同时，为减缓大坝阻隔和低温水下泄
对鱼类生境连通性及栖息产卵的影响，随
主体工程配套建设了生态流量泄放、分层
取水和集运过鱼等设施，并对攀枝花库
尾、黑水河等鱼类自然栖息地进行保护和
生态修复。

可减少进入三峡水库水量

6 月 29 日，在乌东德水电站左岸厂房，工程建设人员参加乌东德
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 摄

大数据
发电
效益

乌东德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
年均发电量 389.1 亿千瓦时
乌东德水电站建成投产后

生态
效益

每年可替代标煤消耗 1220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 3050 万吨
二氧化硫 10.4 万吨的排放
金沙江下游四座水电站

防洪
效益

总库容 458.68 亿立方米
其中乌东德水电站 74.08 亿立方米
防洪库容 154.93 亿立方米
其中乌东德水电站 24.40 亿立方米

乌东德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
苗族自治县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
的金沙江界河上，在滇移民搬迁安置涉及昆明
市禄劝县，楚雄州武定、元谋、永仁三县共两州
市四个县，移民搬迁安置人口达到 1.9 万人，
“乌东德电站发电，将明显带动滇川两省库区
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库区群众脱贫致富。”三峡
集团移民工作办公室主任姚元军表示。
据统计，
乌东德水电站建设期间，
平均每年
增加就业人数约 7 万人；机组全部投产后，每年
可贡献工业增加值约 119 亿元，使地方财政收
入增加 13.5 亿元；持有电站部分股份的川滇两
省，
每年还可分享稳定收益，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财力支持。此外，
在电站建设过程中，
三
峡集团为库区投资建设了部分综合运输网络。
距离乌东德水电站机组全部投产，还有一
年光景。眼下的金沙江，一线碧水穿大坝，看
似安静的它，将在未来释放磅礴力量，让条条
“银线”
穿城而过，
让库区百姓发家致富。

他们说
群众享受到更便捷的交通、更好的教育医
疗服务，更舒适的环境，目前近 3200 名建档立
卡贫困移民已全部脱贫。
乌东德电站发电，将明显带动滇川两省库
区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库区群众脱贫致富。
——三峡集团移民工作办公室主任姚元
军表示
乌东德水电站发电，可将西部水电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超然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如是说
本报记者 李继洪 段毅
部分内容综合新华社、云南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