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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善举传
递大能量
5 月 24 日一早，积石峡发电分公
司锅炉房司炉工马如买日师傅开始了
一天的例行工作。正当他清理生活区
道路的时候，路旁一个黑色钱夹映入
眼帘。马师傅捡起后发现里面有现金
和银行卡等物，但是没有找到能够证
明失主身份的证件和信息。想到失主
丢失钱包肯定非常着急，于是他写了
一张朴实又温暖的纸条贴在了职工公
寓楼门口，并把钱包交到了站区治安
消防主管手中。
职工们看到张贴的便条后纷纷开
始传递信息找寻失主，不多久就有了
消息。钱包的主人是来积石峡水电站
参加轮训班的一位领导，通过核实失
主身份，钱包物归原主，分文不少。钱
包主人非常感动，高度评价和赞扬了
积石峡发电分公司员工的高尚道德和
优秀品质，对马师傅感激再三。
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一个人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
马师傅拾金不昧的行为，充分彰显了
积电员工的优秀品质，树立了良好形
象，也为分公司
赢得了好口碑。
小小的善举，传
递了浓浓的正
能量。
（陈海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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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交流

强音和鸣 领跑智能光伏新时代

公司与华为联合创新成果全球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解岚心 蔡新海）5 月
25 日，
“黄河公司 & 华为联合创新成果
全球发布会”在青海西宁盛大召开，青
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予波出席
会议并致开幕词。会上发布了黄河公
司与华为公司联合创新的光伏电站智
能管理系统、首创智能 IV 诊断实证应
用技术、组串式逆变器应用、创新跟踪
系统与组串逆变器融合应用技术、智

能 EL 检测测试应用等多项重磅成果，
实现光伏应用技术质的突破，巩固了
黄 河公 司 全 球 最 大 光伏 运 营 商 的 地
位，为光伏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做科技
支撑和引领示范作用。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祁和
生，黄河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小平
在会议上相继致辞。会议嘉宾致辞环
节由黄河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魏

Ta

本报讯 （记者唐婧）5
月 28 日下午，以“遇见透
明的 Ta”为主题的新品发
布 会 在 上 海 SNEC 展 会
W5-330 展位隆重召开。在
此次发布会上，
N 型双面高
效技术领跑者——
—中来股
份联合杜邦发布了透明太
阳能背膜、高反射双面组
件伴铝等多款专利解决方
案。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谢小平见证了此次新品发
布，
并为其揭幕。
谢小平在致辞中表
示，黄河公司拥有光伏产
业链并专注在光伏电站开
发，产业协同优势和技术
创新优势突出。中来、
杜邦
此次联合发布透明背板产
品，为黄河公司光伏发展
提供了更优的产品选择，
重量更轻，可以满足跟踪
组件的需求。中来、杜邦在
背板领域也有深厚的积
累，户外 30 年的 实证 应
用，黄河公司期望能与中
来、杜邦强强联合，共同推
动中国光伏清洁能源的快
速发展。
中来、杜邦此次推出
双面组件透明背板解决方
案，产品系列包括透明
T-3502、 透 明 TFB-30、透
明 FFC-JW30，采用杜邦 透
明 Tedlar＠ 氟膜及中来专
利透明氟碳涂层技术，使
可见光区透过率≥90%。同
时，经第三方检测机构
Tü V 莱茵认证，双面组件
透明背板已通 过双 85 湿
热 2000h 测试，是搭配双
面组件的理想材料。透明
太阳能背膜将能满足双面
组件对透光、耐候、耐紫外
等基本需求，而其融合轻
量化、呼吸性、高增益的几
大核心优势将进一步提升
双面组件发电水平，成为
促进产业平价上网的“基
石”；而高反射双面组件伴
铝系统将搭配透明背板与双面组件，提高双
面组件系统电站背面发电高增益。
面对光伏平价上网的强烈呼声，黄河公
司以包容的心态与行业内先进的企业、高校、
研究院所开展广泛的、多种形式的联合创新
活动，
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在技
术研发、
产品制造、生产运营、质量检测、技术
服务等方面加强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光伏发
电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HE

显贵主持。会议吸引了全球光伏投资
商、行业知名专家、权威咨询机构 300
余位嘉宾出席，30 余家媒体跟踪报道。
会上，王予波在致辞中首先代表
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参会嘉宾的
到来表示欢迎，向黄河公司和华为联
合创新中心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对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光伏产业发展
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今世
界，加快发展利用清洁能源已成为各
国的普遍共识和一致行动。青海省委
省政府提出创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
的奋斗目标，综合开发利用水、光、风、
热等多种能源，打造多能互补、集成优
化的全产业链。此次智能光伏联合创
新成果的发布，加快了光伏技术研发
应用进程，有力推动了光伏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青海将牢牢把握方向，进一
步优化能源技术创新环境，激发企业
创新活力，夯实创新基础，为加快融入
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供坚实可
靠的政策保障。
“黄河公司依托全产业链的支撑
和协同，对于光伏电站的设计、设备、
材料、工艺、运维以及工程管理等都有
一些独特的认识和新颖的思路，结合
公司与国内外一流企业和科研院所联
合创新模式，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创新
研究成果。黄河公司大规模新能源产

业建设已经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
丰硕。”谢小平在致辞中说道。
“黄河公司勇挑行业引领的重担，
致力于清洁能源开发建设，在光伏技
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方向取得了突破的
成绩。今天即将发布的智能光伏联合
成果，是黄河公司与华为的智慧结晶，
是产学研的典范，必将为促进光伏技
术进行、推动清洁高效发展发挥重要
的作用，为青海省清洁能源示范省建
设作出重要贡献。”魏显贵说道。
公司首席专家庞秀岚在
“智能光伏
联合创新成果应用分享”的主题发言
中，回顾了公司近 10 年来在光伏电站
建设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发展的
历程，分享了公司与华为、杜邦联合研
究的智能 IV 诊断实证应用技术、组串
式逆变器应用推广等多项创新成果。
“世界光伏看青海，青海光伏看黄
河。黄河公司无论是在光伏电站的规
模、技术先进性还是创新思维方面，均
引领全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光
伏业务总裁许映童在主题演讲“创新
共赢，智能光伏领跑未来”中提道。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光伏解决
方 案与 先 进 材 料 营 销总 监 陈 宇 彤 和
John Trout 博士结合与黄 河公司 联
合研究的“光伏电站智能管理系统”进
行了题为《可靠的承诺》主题演讲，向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夏忠参观太阳能电力公司展台
本报讯（记者唐婧）5 月 29 日，
国家电投集团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夏忠，助理总经理兼水电新能源
部总经理李树雷，
在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谢小平，公
司副总经济师、
太阳能电力公司执行董事王涛的陪同
下，到 SNEC 第十二届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展
览会国家电投太阳能电力公司展台参观。
谢小平向夏忠一行介绍了公司光伏产业创新平
台建设、科技研发以及产业升级等情况。王涛就展台
展出的太阳能电力公司研发的国内首个 N 型 IBC 双
面电池及半片组件、双面透明背板半片组件，以及双
面双玻叠瓦组件、双面双玻多主栅组件等产品做了
详细介绍。
夏忠详细询问了组件研发的进程、成本核算等，
勉励太阳能电力公司依靠科技创新，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为集团公司打造世界一流光伏产业做出贡献。
又讯（张小暻 陈静）5 月 28 日 -30 日，西安太阳
能公司成功亮相 SNEC 第十二届（2018）国际太阳能
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
会 上 推 出了 60 片 IBC 双面 双 玻 半 片 335W 组
件、72 片 PERC 双面双玻叠瓦 400W 组件、72 片 PERC
双面透明背板半片 370W 组件、
72 片 PERC 双面双玻
多主栅 370W 组件在内的四大高效组件产品和 PREC
双面电池、IBC 高效电池及单晶硅片等新产品；同时
展出了新能源分公司的电子级多晶硅料和 12 英寸
晶圆抛光片。充分展示了黄河公司光伏产业链的技
术优势，吸引了众多观展客户、专业人士和媒体的关
注。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光伏行业展会，本届上

海 SNEC 太阳能光伏展展出面积超过 18 万平米，参
展单位超过 1800 家，17 个展馆全部爆满，观众超过
20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规模和参展企业数量、
现场观众均有大幅增加。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参展的
公司多了，观展的人数量上去了，说明真正干事业的
人多了，这预示着光伏行业正在告别喧嚣无序的状
态，逐渐步入理性发展的稳健轨道。

西安太阳能公司在本次展会上，通过宣传展示
最新的研发成果，结识了更多有价值的潜在客户和
合作伙伴，也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了公司的产品和
技术实力；同时也进一步宣传了黄河公司从硅料 硅片 - 电池组件 - 光伏电站的全产业链的发展优
势，使“黄河水电”这一光伏行业亮丽的名片更加深
入人心。

魏显贵到公伯峡水电站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龙）5 月 29 日，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魏显贵带领公司
办公室、安全质量部、水电与新能源生
产技术部有关负责人到公伯峡、
苏只水
电站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魏显贵强调，

要通过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论述，进一步提高全员对安全生产重要
性的认识，努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
以安全生产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在苏只电站中控室，魏显贵就设
备运行维护与消缺、隐患排查、防汛应
急工作开展等情况向当班人员进行了
详细询问了解。实地查看了厂房、
水车
室、阀门室等现场设备的运行和消防
器材配备情况，与在场人员就电站如
何有效预防安全事故、加强设备内部
检查的技术手段进行了深入交流，指
导管理人员严格执行安全规程规范生
产，确保电站安全平稳运行。
在公伯峡电站，魏显贵围绕日常
安全学习、技术培训等情况对现场员
工进行了细致询问，了解了机组负荷、
旋转备用容量、漂浮物打捞、污水处理
和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前往电站
库区对古什群倾倒体的变形情况进行
了现场查看。
在汇报会上，公伯峡发电分公司
负责人围绕主要生产运营指标、设备
管理、防汛工作、安全管理成本控制与
经营工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汇
报。公司安全质量部、水电与新能源生
产技术部分别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对

公伯峡发电分公司在员工安全培训、
防汛工作开展、应急预案执行、机组经
济运行、大坝安全、安健环体系建设等
方面工作提出了建议。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魏显贵提出
七点要求：一要抓好设备安全管理，把
握黄河上游来水充沛的时机，确保机
组满发多发。二要抓好安全责任落实，
把安全生产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群策
群力，齐抓共管。三要扎实做好“防汛”
各项工作，从严、深、细、实开展汛前防
汛备汛工作，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
处，保障度汛安全。四要以做好“三基”
“三防”工作为抓手，将 HSE 工具应用
提升与安健环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实
现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五要大力开
展反违章工作，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在反违章中起好模范带头
作用。六要加强设备的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设备事故的发
生。七要强化技术创新，从技术层面入
手抓安全和消除不安全因素, 确保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

参会人员展示了高可靠性系统和产品
的重要性，及其对投资收益率的影响。
同时宣布新一代透明背板在黄河水电
首发。黄河水电和杜邦联合光伏实验
室预计于 8 月落成，将展开高效电池
和组件长期可靠性研究。
黄河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集中式
光伏电站运营商，未来将与行业内先
进的企业、高校、研究院所开展联合创
新活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科技
同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世界一流光伏
产业。
26 日，嘉宾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
黄河公司 100MW 光伏实证基地和晨阳
115MW 光伏产业园，共同见证了黄河公
司创新成果的规模实践和成熟应用。
借用一位专家的话说：既能了解行业
技术发展风向，又能够切身体验智能
光伏的魅力，真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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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龙）5
月 18 日，公司 2018 年财
务共享建设部署及安排
会召开。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魏显贵，财务总
监葛明波参加会议。
自实施财务 共享建
设工作以来，公司已经实
现了所有单位统一核算，
统一标准，统一流程，统
一制度，实现了 115 家报
表主体单位在共享平台
的会计应用，实现了财务
集约化管控单位的资产、
资金、预算、税务等财务
管理业务的跨单位集中
管理。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共享平台平稳运
行 485 天，注册人数已达
9551 人。
魏显贵深刻 分析了
公司实施财务共享建设
的重要性。他指出，财务
共享建设的目的不是再
建一个财务系统，而是整
合资源，优化管理，切实
解决长期以来公司高度
关注的管理效率和风险
问题，为企业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为实施财务监
督，
提供抓手，创造条件，
通过实施财务共享建设，
推动财务转型是公司深
化内部管理，进行管理创
新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
公司党委通过研究后作
出的正确决策。
魏显贵强调，在公司
实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财务管控要持续增强，财
务监督要持续增强，财务
风险必须严格把控，开展
财务共享建设，公司所有
单位纳入财务共享平台，
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得
到科学配置，实现信息多
跑路，人员少跑路，管理效率得到进一
步提升。一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充
分认识开展财务共享建设的意义。二
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业
财融合的内生动力。三要认真履职，勇
于担当，确保财务共享建设成果落地
生根。
魏显贵要求：一是全面推广应用
共享建设成果。二是打造一个开放性
共享平台。三是持续做好财务共享拓
展建设工作。四是适时扩大财务集约
化管控范围。五是逐步实现公司资金
集中支付。
葛明波就财务共享建设的必要性
和目标进行了详细阐述和理念辅导。
他指出，要通过财务共享建设，强化财
务的集约化管理，压缩财务管理级次，
破解各单位财务人员不足的难题，也
解决各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层次不齐的
问题。我们要高标准、高起点建设，从
先进性上考虑，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
整体规划，争取把黄河公司财务共享
设打造成集团公司的样板工程，经得
起时间和管理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