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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探究
胡乐超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建设管理部，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乡村振兴是我国 21世纪农村建设的目标，乡村振兴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也包括农村环境

保护，力图将农村建设成生活富裕、生态宜居的新天地。因此在乡村振兴中，要重视新能源建设，将环境保护和新

能源建设相结合，营造富裕、洁净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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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是指传统化石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既有

大自然可利用的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煤炭、天然气，

也有科技技术形成的核聚变能，以及生活中变废为宝

的沼气等能量。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化石能源被过

度发掘，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局面，因此新能源建设势

在必行。由于化石能源中的石油、煤炭更多地运用在

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人们对于新能源的关注集中

在城市生活中，忽视了农村这一庞大市场。

1 社会发展与新能源建设

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西方工业化发展，自然能

源被过度开发，时至今日，自然界存在的化石能源，

如煤炭、石油被过度利用，造成了能源危机。石油和

煤炭等通过太阳能间接形成的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

它们的形成是历史发展和地壳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短期内不可再生，终有枯竭的时候。目前，人类可

利用的资源主要是煤炭产生的电力，以及石油衍生的

燃料资源，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所以寻找和开发新

能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新能源的特点是资源丰富，具有可再生性，可以

永久被人类利用。例如风力，目前大陆上的风力资源

为 263GW，2008年只有 0.57GW被开发利用，到 2020

年也只有 4GW被开发利用。而太阳能每年辐射到地球

上的约为 17.8亿瓦，可以用来开发利用的约有 500到

1000亿度。风力和太阳能这类能源，不存在资源枯竭

的特点。

新能源的特点还包括含碳量低，对环境影响较小；

分布广，有利于小规模开发利用。目前科技能力，只

有水电这种新能源被广泛使用，其他能源开发的成本

都高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因此开发利用新能源

具有必要性。

2 农村新能源建设现状

2.1 乡村振兴与新能能源建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对能源的消耗也产

生了变化，如电器普及对电力的运用、交通工具对石

油的依赖。这些能源可以使生活需求变得快捷，但容

易给生活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如煤炭燃烧产生的废气，

汽车排放的尾气。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已经逐步走进农村生活，

如太阳能热水器替代了传统的木柴烧水，不仅快捷方

便，节省人力，还减少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减少了

木柴和秸秆燃烧产生的废气。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农村发展以振兴乡村

为目标，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力图将农村打造成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生

态宜居的新天地。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前提就是重

视环保，在保护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和水力资源的基

础上，减少空气污染，因此开发新能源也成为乡村振

兴的目标之一。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发展属于粗放型，

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牺牲了环境和大量资源，例如山

区发展破坏了森林资源，农产品种植为了追求高产量，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地形成了污染；水产养殖也

在追求产值的同时，污染了水源；乡镇企业忽视对污

水的排放，严重影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

乡村振兴是以环境保护为基础，以创造宜居环境

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不仅要保护生态资源，还要对

能源利用进行改善，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利用自然界

的太阳能、风能、水利，以及垃圾处理转化的能源，

将新能源利用和乡村环保相结合。

2.2 农村新能源建设现状

当前我国农村对新能源的利用，主要包括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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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是太阳能的运用，主要有太阳能热水器、太

阳能热泵、采暖、阳光房、太阳灶，也有少数地区使

用太阳能光伏板发电；二是沼气运用，主要包含沼气池、

沼气发电、沼气综合利用；三是小型发电，包括太阳

能发电、风力发电和微型水电站。

农村目前这几种新能源的利用包括两方面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二是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快速的地区，

对新能源利用明显高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例如对蔬

菜种植，反季节水果种植更重视，需要太阳能采暖、

利用阳光房保持恒温，所以重视太阳能利用。沼气池

建造主要是牲畜、家禽的粪便为原料，因此养殖业发

达地区，沼气运用更广泛。太阳能发电需要安装光伏板，

需要资金投入，经济发达地区使用太阳能发电明显高

于经济落后地区。

不同的地域条件，新能源使用也有区别，例如华

东、华南、华中地区，气候条特点是夏季时间长，高

温时间多，洗澡的频率明显高于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因此农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地域条件还包括地貌带来的能源差别，平原地区

风力资源明显高于山区、丘陵地区。西北、华北风力

资源高于南方地区。而长江沿岸水源充沛，大小河流

遍布，湖泊众多，因此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很多县城

都有小型水力发电站。

目前很多农村都在每个村庄设立了垃圾点，村民

可以将生活垃圾集中在一起，经过分拣后，生活垃圾

也可以作为火力发电的资源，这样既增加了能源，又

解决了生活垃圾造成的污染问题。

3 农村新能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农村新能源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不仅可以减少

空气污染，还可以保护森林资源。传统的农村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燃料都是来自山上的木柴、庄稼

秸秆，不仅浪费材料，还浪费人工，但太阳能、沼气

的运用，可以解放人力，保护资源。但由于我国目前

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也使新能源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3.1 新能源利用效率低

农村新能源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能源利用

效率低，例如太阳能，可以用来发电、采暖，但目前

农村利用太阳能大多局限在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和太阳

能路灯两方面，太阳能发电一直没有得到普及。沼气

利用也存在这个问题，目前沼气池建立是以家庭为单

位，一个村庄中，只有少数建立沼气池的家庭才能使

用，没有形成集约化，整体使用率较低；微型水电站

也存在这个问题，前期投入较高，后期因为环境原因，

使用率不高 [1]。

由于新能源建设尚不完善，农民日常生活对能源

的利用主要还是传统能源，存在能源消耗大，影响环

境的问题。日常生活中，对能源的利用主要是以煤炭、

木材、秸秆为主。煤炭使用主要是北方地区冬天用来

取暖；相比较之下，农村小煤窑开采的成本远远低于

太阳能发电。农村日常生活中，还是习惯用木柴、秸

秆为燃料，这两种燃料在成本低，但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木柴消耗对生态产生严重影响，砍伐树木，容易日破

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3.2 缺少政府扶持

农村新能源建设中，缺少政府扶持也是主要问题，

至今为止，在建设农村新能源方面，国家尚无相关的

法制法规，也没有专项资金用于开发农村新能源。在

乡村振兴方面，政府更加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对农村

新能源建设没有提出目标要求，也没有进行资金扶持。

目前农村对新能源的利用主要是太阳能热水器为主，

因为太阳能热水器可以免除动手烧水的麻烦，又可以

节约能源，因而被广大农民接受，太阳能路灯也是因

为可以省电被农民大量使用。由于政府没有倡导，农

民对于太阳能的利用，目前还停留在热水器和太阳能

路灯两方面，对于发电、采暖缺乏认知。沼气建设虽

然是政府倡导，但一直是作为示范，没有在农村得到

普及。

3.3 新能源建设与乡村振兴不配套

乡村振兴是目前农村发展的主要趋势，农村新能

源建设也是振兴乡村的主要举措。因为新能源建设具

有较少农民负担、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功能，还能节省

能源，为国家建设服务。但很多地方在乡村振兴中，

将新农村建设和新能源建设分离了。例如利用光伏发

电，需要大片土地，但目前土地政策是保护基本农田，

这样就和新能源建设产生矛盾；有些地方重点放在新

能源开发方面，忽视了农业发展，提出“光伏＋智慧

农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兼顾了乡村振兴与新能

源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重点放在光伏发电方面，

建立了光伏网，也配置了利用光伏发电来进行智慧农

业生产的钢架大棚。但没有和农民达成协议，最后光

伏发电建成了，大棚没有人承包被抛荒，造成重大损失。

3.4 缺乏专业人才

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农村新能源建设，都需要专

业人才。乡村振兴不仅要发展农业，还要发展生态旅游，

这些都需要专业人才来主导；新能源建设同样需要专

业人才来进行指导，例如太阳能开发利用，风能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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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开发，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但目前农村存在的突出

问题是青壮年外出，中老年守巢。中老年人由于文化

程度普遍不高，无法胜任新科技，不仅难以胜任乡村

振兴重任，也不能掌握新能源利用方面的技能。

4 乡村振兴与农村新能源建设的融合

将乡村振兴与农村新能源建设相融合，需要从解

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入手。

4.1 树立新能源建设理念，倡导新能源利用

目前新能源利用率较低的现象，根源在于农民不

了解新能源。所以新能源建设，首先要将新能源理念

植根于农民心中，要向农民宣传新能源的优越，例如

保护水土，净化环境。很多农民对于新能源概念可能

不熟悉，但他们知道利用太阳能可以省柴火，节省时间，

太阳能灯可以节省电费，农民都能接受新能源。

向农民宣传新能源，应该从生活入手，用他们可

以理解的语言和实例进行解释。可以通过煤炭、秸秆

焚烧产生有害气体，汽车尾气排放行程单空气污染，

从反面来进行宣传。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不仅要树立新能源建设理念，

还要将理念付诸行动，使用新能源产品，如太阳能热

水器、太阳能路灯的使用。

保护环境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营造优美的

宜居环境，需要保护生态，还要保持生活环境洁净，

在农村建立垃圾回收站，使农村垃圾不再乱扔乱放乱

焚烧。回收后的垃圾也可以经过统一处理，作为火力

发电的能源 [2]。

4.2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乡村振兴需要农民齐心协力，有序发展，政府应

该加大扶持力度，在理念上倡导，使农民形成凝聚力，

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共同努力。在新能源建设方面，政

府要积极倡导新能源生活方式，在建设新能源方面要

建立长效机制，因为新能源使用不是短期活动，将成

为未来的生活常态，农村发展也具备新能源建设的条

件，例如太阳能、风能、水利具有循环发展的特征，

而农村农业生产产生的动植物垃圾也具有循环性，如

动物养殖形成的沼气原料，农作物形成的稻草、秸秆、

谷壳、树叶，都可以作为生物质能源被利用。政府部

门应该为农村新能源建设提供技术和设备，加大资金

投入，使农村的新能源利用率得到提高。例如目前农

村的太阳能利用除了太阳能热水器之外，政府部门还

可以建立太阳能光伏板用来发电，解决农村用电问题；

目前农村沼气使用没有形成规模化，政府应该进行调

整，使沼气运用形成以村为单位的集约化。

除了政府增加投资之外，还应该扩大投资渠道，

通过引用外资的方式，来进行新能源建设。目前，生

态农业旅游也是振兴乡村的主要内容。地方政府可以

利用生态旅游吸引投资，投资生态旅游的主要方式是

建立民宿、酒店，可以鼓励投资者在建立民宿酒店时，

投资建立太阳能发电，这样可以解决民宿和酒店的用电

问题，具有一次投入，长期收益的效果。鼓励新能源投

资，可以在土地使用和税收方面给予投资者优惠 [3]。

4.3 新能源建设与智慧农业的融合

振兴乡村要根据乡村的气候环境来进行科学开发

利用，新能源建设也要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来合理开

发，不能只重视新能源而忽视了农业发展，而是要让

新能源为农业发展服务。例如建设大棚种植，要根据

本地的气候来确定种植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新能源

建设，例如建立光伏发电、太阳暖房为大棚蔬菜和反

季节水果服务；利用动物养殖来建立沼气，为养殖户

提供能源；科学处理秸秆、谷壳，解决农业种植的后

顾之忧。每一项新能源建设都要和本地的农业相联系，

和农业生产形成循环系统来长效发展。

4.4 加强人才培养

乡村振兴需要专业人才，无论是农业发展，还是

新能源建设，都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目前，农

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谋生，需要当地政府创造条件，

吸引农村籍大学生回归家乡，为家乡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乡村振兴和新能源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需要

不同技能的人才，例如化工专业、物理专业的人才为

新能源建设服务，种植、养殖、销售专业人才为农村

发展服务，旅游管理专业为生态旅游服务。所以在人

才培养方面，要鼓励本地的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积

极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条件，包括创业贷款，为大学生

提供生活环境、创造交通环境，网络环境，不仅要吸

引人才，还要重视人才，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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