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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抽水蓄能电站的建立,可改善火电机组运行条件、减轻电网调峰压力、增加电网应急能力,同时,
将进一步拉动人民就业,推动当地旅游和经济产业发展,对推进区域经济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电站模式也给我国电力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可以全面落实抽
水蓄能电站建设工作,必须对团员青年队伍思想现状进行提升,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切
实发挥共青团组织在加强和改进企业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在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期间团员青年成长成才教育方式,为进一步提升电网人才素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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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pumped-storage power stations can improve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rmal power units, reduce the peak load of the power grid, and increas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of
the power grid.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further stimulate people's employ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and economic industr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djusting structure,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benefiting people's livelihood.This power station model also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my country's power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pumped-storage power st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status of the
youth team, play a pioneering role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enterprise
youth.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the education methods for youth growth and talen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wer gri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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