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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交流

张高丽视察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分公司
本报讯渊解岚心冤11 月 23 日 15 时
15 分，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张高
丽在青海省省委书记王国生，省委副书
记、省长王建军，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
记王晓的陪同下到国家电投黄河水电
公司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分公司视察。
青海省发改委主任吴海昆及黄河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小平在现场迎候。
在 101 厂房门口的展板前，张高丽
副总理听取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小平就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一年来黄河公司在创新平台建
设、创新能力提升、科技研发推进、产业
技术升级、提质降本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以及公司发电装机规模、光伏电站建设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等情况的汇报。
张高丽副总理在 101 厂房观看了
公司水光互补协调运行曲线、水光互补
三维动画、百兆瓦太阳能发电实证基地
组件对比区和逆变器对比区年发电量
数据。
谢小平汇报，青海光伏电站建设水
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公司与华为联合

本报讯 渊解岚心冤11 月
24 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谢小平在 2017 年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年会上获得中国
电力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杰
出 贡献 奖旨在 奖励 在中 国
电 力科 学技术 领域 做出 杰
出贡 献和 重大 创新 的科 学
技术工作者。谢小平长期从
事 于水 电工程 建设 和新 能
源 电站 建设领 域的 工程 技
术研究与管理工作。在他的
带领下，黄河上游水电开发
运 营以 及光伏 发电 产业 在
同时期都走在全球前列。目
前，公司总装机 1560 万千
瓦，其中水电 1083 万千瓦、
光伏 286 万千瓦、风电 59
万千瓦、火电 132 万千瓦，
清洁能源占比 92%，已成为
中 国乃 至全球 最大 的光 伏
电站运营商。
黄河公司负责建设的
黄河上游大中型水电站。谢
小 平倡 导以创 新推 进技 术
进步和管理提升的理念，为
我国水电工程的设计、施工
和建 设 管理步 入国 际领 先
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负
责 建设 的公伯 峡水 电站 被
树 为中 国水电 建设 样板 工
程，囊括中国电力优质工程
奖、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
中国建筑工程 " 鲁班奖 "、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中国
土木詹天佑奖、新中国成立
60 年百项经典建设工程等几乎所有电
力奖项；设计流域梯级水库群错峰调节
方案使多个水电建设项目实现了零流
量截流；优化工程总布置和施工组织设
计创造了同类工程最短工期记录。
近年来，黄河公司在光伏发电领域
都有长足的进步，建成全球最大 850 兆
瓦、国际领先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
站，为我国开发建设大规模并网光伏电
站开辟新途径，还致力研究以光伏电站
开发带动高原生态环境建设。
在谢小平的倡导下，黄河公司始终
坚持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全力推进创
新型企业的建设，及时组建公司科技
部，整合科研力量，与西宁市、华为公司
和美国杜邦公司等联合建设了智能光
伏联合创新中心、光伏创新实验室、光
伏发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新能源
产业综合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
由于谢小平的突出成就，他个人获
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21 项，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申请专利 14 项，其中
发明专利 8 项，参与编制国家及行业标
准 10 项，出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16
篇。同时兼任中国大坝协会理事会理
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专委会委员，是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中国电力建设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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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逆变器及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通过水光互补的
技术优势，加快黄河上游水电资源的开
发，大力促进青海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
用，形成安全、
稳定的电源。更好地发挥
三江源中华水塔的作用，改善了当地生
态环境。
张高丽副总理对公司光伏产业发
展及水光互补技术表示称赞。在听取了
要把实证基地打造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时，张高丽说“这是必须的。”
在电池车间，张高丽副总理重点考
察了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对扩散、制绒
与刻蚀、PECVD、丝网印刷与烧结、测试
分选、EL 与外观自动检测等每一道工序
进行详细了解。在电池片人工检验台
前，张高丽副总理关切地询问检验员喇
成玲：
“你们是几班倒？”
“上班时有没有
休息的地方？”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喇成玲一一做了回答。
谢小平介绍，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
司的光伏制造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成
本控制以及转换效率，都处在国内一流

水平，公司正在积极与国际化大公司合
作，
推动我国光伏产业发展。
张高丽副总理边听边问：
“ 日新月
异的科技发展，你们研发平台的建设、
技术的储备今后如何规划？”谢小平回
答：
“我们下大力气打造研发平台，国家
电投，青海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也给予了很多政策支持，今后黄河公司
将进一步从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等
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视察返回途中，谢小平还就青海省
发展光伏产业的优势作了介绍，青海与
我国东部的日照时间相差两个小时，可
以形成互补。青海光伏电站发电量比中
东部高约 40%，青海建设光伏电站的成
本比东部低，建设光伏电站具有更大的
优势。
视察期间，张高丽副总理还了解了
国家电投集团和黄河公司的基本情况
及太阳能电力公司职工人数、年龄结
构、学历结构、党员人数、少数民族职工
人数等。
摄影院张峰义

“企业开放日”带你走进真实的黄河水电
本报讯渊张青银 解岚心冤11 月 29
日上午，青海共和的龙羊峡 850 兆瓦
水光互补光伏电站及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过的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分公司迎
来了中新社、大公报、工人日报、青海
日报、青海电视台等媒体，当地政府官
员、青年代表、村民及员工家属等百余
人，
“零距离”了解了光伏产业制造及
发电过程，领略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
运营商的风采，亲身感受国家电投以
及黄河公司在绿色发展、清洁生产、生
态保护、服务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
企业开放日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的无形承诺与行动，未来，黄河公司将
逐步完善开放通道，以开放的心态让
更多的人走进黄河水电、了解黄河水
电、支持黄河水电。此次向公众开放的
两家企业，是集团公司以“推进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首届企业开
放日遴选的企业之一。
在太阳能电力公司，来宾们结合
展板听取公司副总经理王兴玉详细介
绍青海省资源优势、黄河公司产业分

布情况、清洁能源发展等情况。观看了
黄河公司宣传片。随后参观了光伏电
池、
组件生产车间。参观结束后举办游
戏互动问答环节受到大家喜爱。
在共和龙羊峡 850 兆瓦水光互补
光伏电站，来宾们先后结合走廊宣传
栏听取企业负责人对黄河公司各产业
分布情况介绍，了解黄河公司光伏产
业链整体情况，熟悉了海南州光伏项
目整体情况，观看了水光互补专题片。
登上观光塔，来宾们无一不被眼前这
壮观的“青海蓝”所震撼。步入光伏电
站子阵，来宾们的问题多了起来，随着
工作人员的耐心细致讲解，大家的疑
惑一一解开，对黄河公司的光伏产业
发展规模和科技创新竖起了大拇指。
首届开放日活动多角度、全方位、
立体化的向社会各界人士展示了国家
电投和黄河公司的企业精神、管理理
念和发展成果。
“我真没想到我的爱人
在这样整洁、明亮、先进的车间工作，
让我放心不少”
“黄河公司利用天然资
源优势特点，打造品牌企业，为青海乃
至全国光伏行业作出贡献，我作为市

民都跟着骄傲。”
“我即将大四毕业了，
学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我向往的企
业有好的发展前景，积极先进的企业
文化，我想黄河公司就是我心目中的
理想企业。”
“黄河公司利用一条大河
一片荒漠，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水光互
补光伏电站，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感染了我。”……
参观过程中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
出感慨，他们对坚持清洁发展、履行社
会责任、生态修复保护方面作出的贡
献给予了高度赞赏。干净整洁的现代
化厂房、规划有序的生产工作环境、犹
如海洋般的光伏电站、先进的生产设
备、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以及黄河水
电人热情好客、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都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看着我的爱人和孩子向我走来，
我心情非常激动，企业开放日不仅让
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公司光伏产业的
发展，也让我的家人了解我的工作环
境，感受到企业温暖。”太阳能电力公
司西宁分公司组件车间设备主管祁龙
面带微笑的说。

11 月 21 日下午袁青海省委常
委尧西宁市委书记尧西宁渊国家级冤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晓
在公司党委副书记尧 副总经理白
炎武的陪同下到太阳能电力公司
西宁分公司调研指导遥
王晓一行深入车间袁 沿路查
看了制绒尧扩散尧刻蚀尧PECVD 镀
膜工序尧丝网印刷尧测试分选等电
池生产工序, 对 PERC 改造项目
进展情况进行了解遥 王晓与员工
详细交谈袁 对他们一年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企业重要指
示精神所取得的工作成绩予以充
分肯定袁 指出光伏制造是西宁市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袁
希望太阳能公司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袁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袁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袁
将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成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袁 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袁不断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袁努力
建成国内一流的光伏制造和应用
企业遥
紫丽/文 蔡新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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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多措并举”深入推进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黄河公司党
委高度重视，精心安排部署，高质量谋
划、高标准推进，积极动员和组织公司
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认真
学习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思践悟、
知行合一，迅速形成声势，用十九大精
神鼓舞士气，凝心聚力，迅速掀起学习
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一尧行动迅速尧积极响应袁争做学习
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野 排头兵冶
及早做出安排。10 月 18 日，
黄河公
司党委第一时间积极响应，组织公司系
统 6000 多名干部职工观看了党的十九
大开幕式盛况。并于 10 月 20 日，以党
委理论中心组的形式召开“认真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讨论会，公司
领导、8 个机关部室和 5 个基层单位的
负责人结合工作、学习，作了交流发言，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出发点，畅谈
认识体会，找准国有企业在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中的政治站位，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会议要求各级党组
织把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坚持集
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积极探索新
方法、新途径，全方位深刻领会十九大

报告的精神实质。
全面动员部署。在国资委和国家电
投集团召开十九大精神动员部署会后，
10 月 28 日，
黄河公司党委迅速行动，利
用周末时间组织召开了“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动员会”
，传达国资委
和集团公司动员会会议精神，牢牢把握
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义和主旨精髓，深
刻领会国资委和集团公司党组的宣贯
要求，力求学深学透、抓好落实。会后，
公司党委印发了《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和《黄河公
司十九大精神学习宣贯工作计划》，安
排了 8 大类，14 项重点工作，深入推进
学习宣贯向纵深发展。截止 11 月 2 日，
黄河公司系统 32 家基层单位全部进行
了动员部署，对本单位学习宣贯做出了
精心安排。
宣讲及时到位。为确保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贯到位，公司领导率先垂范，分
别深入基层单位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11 月 6 日，黄河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谢小平首站到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分
公司为党员干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拉开了领导干部下基层宣讲的序幕。11
月 15 日，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魏显

贵到甘肃新能源发电公司宣讲党的十
公司邀请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
九大精神；11 月 15 日 -17 日，公司党委
学教研部主任钟卫国作了 《新时代、新
思想、新征程、新篇章——
副书记、副总经理白炎武先后深入新能
—学习贯彻党
源集成公司、陇电分公司、陕西黄河能
的十九大精神》的主题宣讲；黄河电检
源公司、太阳能电力公司等 4 家单位宣
公司邀请青海省委党校教授梁代生作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其他领导班子成员
了 《十九大精神及国企党建会精神解
也分别深入基层联系点开展宣讲活动，
读》的专题讲座。西宁发电分公司组建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截止 11
宣讲小分队，抽调骨干人员，开展了为
月 28 日，公司系统共有 15 名党委书记
期两天的“深入基层，走进班组，学习贯
和 62 名支部书记分别在本单位和所在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活动；新
支部讲了党课。85 名副处级及以上领导
能源集成公司开展了“全面准确学习领
干部向公司递交了学习心得、体会文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活动。11
章。从公司党委到基层党支部、从公司
月 10 日至 18 日，班多发电分公司、黄
本部到生产一线，处处呈现出学习十九
河电检公司、海西新能源发电部、物资
大、
宣贯十九大的生动局面。
公司、中型公司、羊曲发电分公司分别
二尧多措并举尧务求实效袁争做学习
组织开展了“下一线、进班组”学习贯彻
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野 扬声器冶
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营造“人人学
宣贯形式多样。国家电投党校黄河
十九大、
处处讲十九大”的学习热潮。
公司分校基层党支部书记 4 期轮训班
创新实践载体。黄河公司开展了
的 199 名党支部书记在公伯峡水电站， “喜迎十九大、争创新业绩”主题征文和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党课、接受革
“迈进新时代”主题宣传活动，下大力气
命传统教育，深刻领悟十九大报告提出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公司在新的历
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新部署。公
史时期取得的新成就，出新出彩出精
司所属陇电分公司召开了“以党的十九
品，讲好“国家电投好故事”。黄河公司
大精神为引领，推动分公司各项事业全
组织全体党员集中收看了中央宣讲团
面发展”的主题宣贯会；陕西黄河能源
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现场直播。太阳

能公司举办了“庆祝十九大、迎接新征
程”主题演讲比赛；陕西黄河能源公司
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赴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参观学习，重走红
军路，领悟革命精神。电检公司印制张
贴宣传海报，将“劳模精神”
、
“工匠精
神”宣传到光伏项目部——
—塔拉滩上。
黄河公司系统各单位充分利用座谈会、
报告会、知识竞赛、征文比赛、诗词歌咏
等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党的十
九大精神处处可见、深入人心。
营造浓厚氛围。黄河公司印发了
《关于做好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新闻报
道工作的通知》，在网站和 《黄河水电
报》上开辟了“迈向 新时 代，续写 新篇
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专栏，充
分利用报纸、网站、微信、视频新闻等，
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深度报
道，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形成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良好舆论氛围。
截止 11 月 28 日，在公司网站上刊登相
关稿件 82 篇，在中国电力报、今日头
条、青海新闻网、青海日报、集团公司网
站等发表宣传稿件 36 篇，53 次。公司系
统各单位制作宣传栏、宣传展板 23 块，
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大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