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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背 后 ，我 们 一 直 在 前 进 ！
要记野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冶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分公司
要要
在 4 月 28 日结束的青海省庆“五
一”暨“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优秀企业
家”表彰大会上，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
分公司获得青海省今年唯一一个
“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
黄河公司副总经济师、太阳能电力
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王涛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
“ 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
分公司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是企
业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让我
们感到无上的光荣。这个奖励是对我们
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策，作为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的第一家光伏制造企业，我
们按照习总书记一定要将光伏产业做
好的重要指示，勇于创新、砥砺前行，产
品质量技术指标全面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落实“四个扎扎实实”的战略精神，
企业实现了自动化、信息化生产，正在
向智能制造迈进！我们将努力为引领绿
色低碳光伏产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为
建设更加富裕、更加美丽的新青海作出
更大贡献！”
荣誉院青海唯一浴 我们获得野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冶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是太阳能电
力公司西宁分公司继获 2017 年度光伏
行业“光能杯”年度光伏组件企业、青海
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全国青年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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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蔡新海）4 月 27 日
上午，公司在本部
召开宣贯 《国家电
投领导人员素质标
准（B 版）》专 题 会
议，就该标准进行
了专题宣贯。公司
领导胡一栋、孙蔚
泓、王思德，公司本
部各部室负责人及
全体人员、各职能
中心负责人及中层
管理人员、各单位
党政主要负责人参
加会议。胡一栋主
持。
会上，孙蔚泓
就 《国家电投领导
人 员 素 质 标 准（B
版）
》从标准制订的
背景、意 义、内容 、
应用方面进行了解
读和宣贯。
《国 家 电 投 领
导人员素质标准（B
版）
》是根据中央对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的要求，融合企业
核心价值观和全球
领导力最佳实践提
炼 总结 形 成 的，包
括十条素质，涵盖
理想信念、品德修
养和领导能力三个方面。它是集团公司
各级领导人员的行为规范，也是领导人
员评价、
培养和选用的重要依据。
胡 一 栋 在 总结 讲 话 时 提 出 三 点 要
求：一是要思想重视，层层抓好贯彻落
实；二是躬身践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要做学习创新的表率，要做遵章守纪的
表率，要做勤勉敬业的表率，要做精诚团
结的表率；三是严格标准，强化干部选拔
培养。把好用人导向，做好诊断提升，抓
好人才培养。
胡一栋强调，领导人员是企业的中
坚力量，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要有
成事的真本领。公司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
对照素质标准，
级级作示范，层层抓落实，
步步讲实干，卯足干事创业的劲头，朝着
“建设国内一流清洁能源领军企业”的目
标迈进，
协同推进公司实现蓬勃发展。

光伏产品资格认证，同时，陆续完成定
制化组件、智能组件、叠片组件、高效双
面双玻组件等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储备。
其中定制化组件的研发生产填补国内
高海拔地区专用组件的空白，在共和地
区发电量相比普通组件增加 2%以上，
再结合开发的 PERC 双玻双面发电组件
和平单轴跟踪系统，提升系统发电量
20%。
太阳能电力公司承担青海省重大
科技专项《新型高效电池的产业链关键
技术研究》，瞄准新型高效电池转换效
率等关键技术，采取高水平引进、联合
攻关等多种有效方式，实现新型电池技
术的“弯道超车”。2017 年底，随着 PERC
电池产品的正式下线，标志着太阳能电
力公司摘取了创新驱动又一硕果：电池
转化效率由 20.3%提升到 21.43%以上，
达到 国内 领先水 平；PERC 电池 产能 由
200 兆瓦 / 年提升到 400 兆瓦 / 年，72
片规格单面组件功率达到 360 瓦 / 块，
组件转换效率达到 18.60%。
创新能力决定着企业的发展能力。
太阳能电力公司充分利用黄河公司完
整的光伏产业链优势，依托创新工作
室，积极打造攻坚克难的技术创新团
队，使产品跨入行业先进。参编国家、行
业、地方和集团标准共计 27 个，累计发

岗、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等荣誉
后，
又一份沉甸甸、
金灿灿的荣耀。
要获得此项殊荣，在思想政治、生
态保护、科技 进步 、安全生 产、尊 重劳
动、诚实守信、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必须
位列前茅，不能有短板、也不能有缺陷。
那么，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分公司是怎
样脱颖而出的呢？
初心院牢记嘱托袁带动公司又好又
快发展
2017 年，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国
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肖亚庆以及国家
能源局局长努尔. 白克力等 26 位省部
级领导同志到公司视察，肯定了公司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勇
于创新、敢于拼搏的工作实践，坚定了
公司打造青海省“绿色光伏产业链”的
信心与决心。
近两年来，太阳能电力公司始终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四个扎扎实实”的
重大要求，秉承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
念，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技术升级、质量
控制、管理对标、人员优化和降本增效
等中心工作，
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做强企业首先要做强产品。太阳能
电力公司的产品先后通过了德国 TUV、
美国 UL、日本 JET、英国 MCS、欧盟 CE、
CB、中国 CQC、
“ 领跑者”等众多国内 外

攻坚任务，太阳能电力公司先后组织开
展“金秋助学”
“映山红”
“博爱一日捐”
“心系玉树”
“为西南旱区捐一瓶水”
“爱
心帮扶、享受美味”
“互联网 + 助农精准
扶贫”等多项关爱活动，累计捐款捐物
40 余万元；组织开展“扶贫捐赠专项基
金募捐”工作，筹集扶贫捐赠专项基金
约 13.49 余万元，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精准扶贫”的要求落到了实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太阳能
电力公司西宁分公司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引领，积极投身做强做优
做大光伏企业的生动实践，在建设生态
文明先行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
市”、建设“幸福西宁”的实践中奉献出
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未来院超前谋划尧前路可期袁我们一
直在前进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不前

4 月 25 日至 27 日，公司工会职工文体小
分队前往陕西黄河能源公司定边新能源董新庄
风电场、靖边新能源李家梁风电场开展第一次
“送文化.下基层”
活动，并为两站职工送去了文
化体育用品。至此，
公司工会 2018 年“送文化.
下基层”活动正式拉开序幕。一到定边董新庄风
电场，公司工会办人员与驻站职工进行座谈交
流，就公司工会开展的职工满意餐厅创建、群众
性民主监督、班组建设、职工文化体育等活动等
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征求了在站职工的意见和
建议；
了解分工会工作开展情况、场站职工的工
作、学习与生活情况，
广泛听取职工诉求。
工闲时间，职工文体小分队体育骨干就对
驻站职工就羽毛球、气排球的基本规则进行普
训、对基本技能进行了示范，
手把手进行现场指
导，让驻站职工们接受了一次很好体育竞技培
训；随后与在场职工进行了友谊交流赛，赛中随
时进行指导，在站职工积极参与，
职工们认真的
态度、矫健的身影，溢满了这个边远、偏辟的小
小项目部。
在职工就餐期间，职工文体小分队文艺骨

本报讯（史薇）5 月 4 日下午，
公 司团 委组 织 召 开 了 2018 年 度
团青工作会。各基层单位团青工
作分管领导、团组织书记共 62 人
参加了会议。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总经理白炎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 议 对 2017 年 团 青 工 作 进
行了全面总结，就 201８ 年工作
重点作了部署，基层单位就共青
团基础管理、青年创新创效、青字

号品牌创建、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等进行了主题交流，分享经验，凝
聚共识，碰撞火花，携手共进。
白炎武在会上对广大团干部
及团员青年致以了节日问候，并对
新时期下党建带团建提出了要求：
一是要带思想建设，实现团
组织的教育功能，坚定青年不忘
初心跟党走的自觉性，构筑新时
代下黄河水电青年共同的思想基

础；二是要带组织建设，将团青工
作纳入党建总体规划，做到同部
署、同落 实、同考核，切实 提升团
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三是要带
队伍建设，为团干部的成长搭建
广阔平台，把优秀的团干部培养
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为公司发
展培养和输送人才。
白炎武在讲话中强调，各级
团组织要准确把握当前共青团工

书记魏显贵在背景板上写下了一句简单
直白却充满莫大鼓励与期望的话语。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白炎武
手拿签字笔，思索几秒钟后，郑重地写
下了“持续奋斗，不负青春”，对公司员
工寄予了厚望。
财务总监葛明波也紧随其后，不假
思索地在背景板上写下
“青春无悔”。
“奋斗青春，无悔时代”，人力资源
部经理林杰笑盈盈地写下送给青年人
的“小锦囊”。
会计核算中心主任运玉贞也走向
背景板，
写下“youthforever!”

五月的高原，
春暖花开，
生机勃勃。
5 月 4 日，公司迎来了一场关于青
春、关于奋斗的盛会——
—五四青年节
“致青春”活动。
公司一楼大厅人头攒动，致青春的
背景板醒目亮眼，员工们走过大厅，纷
纷驻足停留，情不自禁地走到背景板
前，写下自己对于青春的寄语。他们或
若有所思，或满怀希望，或踌躇满志，无
一例外地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色彩。
“加油吧少年！”
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

本报讯（王进）5 月 3 日下午，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
委书记周江勇一行在海西州州委书记文国栋、格尔木市
委书记王勇的陪同下到格尔木光伏电站进行工作调研。
周江勇书记一行在格尔木光伏电站巡检楼听取了海
西州及格尔木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黄河公司光伏产
业基地相关情况介绍，对海西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发展规划、光伏电站运营情况以及地区新能源产业资源
优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
周江勇书记赞扬了黄河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管控、发
展中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并表示两地企业要进一
步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振兴发展。

干们精心准备的歌曲串烧，为现场职工送去了
歌声、送去了欢乐，更送去了祝福。一个小音箱、
一把吉他、三名文艺骨干把《花房姑娘》、
《光辉
岁月》、
《布谷鸟》、
《泸沽情思》、
《鸿雁》、
《狼》、
《天天想你》 等七首经典歌曲奉献给就餐的职
工，博得了职工一次次的喝彩声；
场站职工们被
热闹的气氛感染，也纷纷上台献上了陕北经典
名歌《兰花花》、
小合唱《风电郎》等好听的歌曲，
一时间，
食堂变成音乐的海洋，
职工们迟迟不肯
离去，纷纷拿出手机定格这欢乐的场景。
2018 年，公司工会文化体育工作以促进基
层活跃为主线，
力求在内容上更贴近职工群众，
在活动载体上更多样化，在组织形式上变集中
为分散，变大型为日常，力争扩大活动面辐射
面，更好的服务一线职工群众。年内，
公司工会
将围绕公司重点、节点性工作，
把文化体育工作
重心下沉到生产一线和站区，活动辐射公司二
十三个基层单位的一线职工，把文艺节目、把图
书器材等精神文化用品送到一线职工中，提高
职工文化生活质量，
促进基层组织文化活力。
马慧卿 李海珍 摄影报道

公司召开 2018 年团青工作会

进，
无疑就是落后。未来的日子里，太阳
能电力公司将继续牢牢把握效益提升
和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树立“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光伏企业的坚定信念，统
筹谋划建设好新项目和改造项目，做好
技术储备和新产品研发工作，培养造就
一批技术领军人才，让“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的荣誉成为源动力，推进各项事
业不断前行。预计到 2020 年，
太阳能电
力公司硅片产量将提升至 1.8 亿片，P
型电池组件产量提升至 400 兆瓦，N 型
电池组件产量 600 兆瓦，电池转换效率
23.00%以上。
前路漫漫，未来可期。回首过往，
荣
耀镌于心，责任扛在肩；守望未来，机遇
与挑战同在。太阳能电力公司将继续脚
踏实地、不负 期许 ，不忘初 心、勠 力前
行，
为光伏事业的发展谱写新篇章。
渊杨妺 弋琴冤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周江勇到格尔木光伏电站调研

公司工会“送文化.下基层”活动拉开序幕

公司机关党委开展“三会一课”
制度落实情况检查
本报讯 （党红） 为加强机关党建工
作，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近日，机
关党委对机关 8 个党支部“三会一课”制
度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
此次检查内容重点围绕各支部是否
制定年度“三会一课”计划，是否按时召
开“三会一课”、记录是否规范完善等方
面，同时检查了各支部推进“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党建资料建档情况。对各
支部存在的问题，机关党委列出清单反
馈给各支部限期进行整改，并要求各支
部要严格按要求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突出重点、
聚焦主题，确保“三会一课”次
数达标。机关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紧紧
围绕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和
先锋模范作用，为完成公司年度任务目
标积极贡献力量。

表论文 45 篇，申请专利 142 项、已授权
97 项（实用新型专利 89 项，发明型专利
8 项），
连续 5 年居黄河公司科技创新工
作考核排名第一，职工创新工作室先后
被授予青海省、国家电投集团公司和黄
河公司“职工创新工作室”荣誉称号。
关爱院围绕中心袁全心全意依靠广
大职工
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
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太
阳能电力公司全面推进职工队伍建设，
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以“员工四大行动”活动为契
机，组织承办了青海省第十届、第十三
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通过开展劳动竞
赛、创新工作室创建等群众性经济技术
创新活动，激发员工的劳动积极性；通
过开展合唱比赛、知识竞赛、职工运动
会、职工春游等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通过开展“职工生日送蛋
糕”、
“五一”慰问劳模及一线职工、送清
凉、特重病救助等活动，真心关爱职工，
职工的归属感不断增强。
责任院精准扶贫尧绿水青山袁一个也
不能少
党 的 十 九 大向 全 世 界 郑 重 宣 告 ：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完成肩负的扶贫

黄河配售电公司与华润电力
青海销售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紧紧围绕公
司的重点工作，推动共青团工作
改革创新，
提升团青工作与重点工
作的契合度，
有效发动和组织团员
青年，
当好助手，
为党政分忧，在公
司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体现共青团
和广大青年的作为。
白炎武在讲话中勉励青年朋
友 ，要珍惜 韶华，奋发有为，做一
个有情怀、有追求，有担当、有落
点，有品行、
正能量的黄河水电人，
持续奋斗、创新创造，为公司各项
事业发展创造 出无 愧于 时代、无
愧于青春的新业绩。

本报讯（张昊承）黄河配售电公司与华润电力青海销
售有限公司于 4 月 27 日正式签订《售电业务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公司首次与省内售电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黄河配售电公司总经理鄂积明与华润电力（青海）销
售有限公司李良共同签署了 《售电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发挥售电市场资源优势，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共同在售电业务、
电力市场开拓、合同电量
转让、电力现货市场竞价模型建立、用户侧需求管理、绿
电外送等方面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建立了长期、
全面、
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组织参加登高作业取证培训班
本报讯（李星环）4 月 26 日至 28 日，培训中心组织
在青九家二级单位的 59 名生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
员参加了在中国电建集团青海工程有限公司举办的“高
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培训班。
培训老师按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试配套
教材》的内容，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高处作业基础知
识、作业现场安全管理、高处作业的设备设施、安全技术
措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和事故预防与应急等内容，进行
了认真的讲解。5 月 3 日完成青海省安全监督管理局组
织的取证上机考试，做到特殊工种持证上岗、
证件有效。

—让我们的青春在这里闪光
致 青 春 ——
“青春的我们激情飞扬，青春的我
们充满希望，
青春的我们追逐梦想！”
海
西新能源发电部王凯自信满满的说道。
劳资中心魏巍挤过拥挤的人群，终
于到了背景板前，他在背景板上写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
斥方遒。”
太阳能电力公司西宁分公司喇斌
走向背景板，拿起手中的笔郑重地写下
了对自己的期许，兴奋又感慨地说：
“很
新颖的活动！我有一种走红毯的感觉，
还可以合影留念！不错不错！”
虽然大厅里人很多、很拥挤，大家
的热情却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纷纷走
向镜头，
唯恐落入队伍之后，写寄语、拍
照留念，一样都不落下。
“青春万岁！”
“我奋斗，我幸福！”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再不疯狂我们
就老了！”
“让我们用青春拥抱时代，用
生命点燃未来！”……
留言板上写满了老员工们对青年
一代的期盼祝福和青年们斗志昂扬的
自我寄语。

白炎武对着镜头说道，
“习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里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
强则国家强，
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终将在一代代青年人的接力奋斗中实
现。如今我们迈进了新时代，踏上了新
征程。公司也进入了创新发展、清洁发
展的快车道，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
能够持续奋斗，
不负青春，
共创辉煌！”
坚定的话语，
殷切的希望。
“希望 我们 的青 年朋 友们牢 记使
命，勇于担当，以青春之名创建青春之
企业，以奋斗之名实现建设国内一流绿
色能源领军企业的目标。请相信你们有

多好，我们的企业就有多好，未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的自己，所以向着
希望，
向着梦想，向着明天加油吧！”团
委副书记史薇对青年寄予厚望。
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自信的氛围
中，在欢乐的笑声里，在密密麻麻的寄
语背景板前，相机定格了青年人齐聚的
欢乐瞬间。
“让我们的青春在这里闪光！”大家
的激情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当天下午，团员青年们又聚集在一
起，回顾精彩纷呈的 2017，展望充满梦
想的 2018。渊记者紫丽 摄影蔡新海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