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国家技术标准创新

基地（贵州大数据）政府大数据专业

委员会及贵阳高新区基地专家委员会

成立，20 名来自科研机构、高校、政府

及企业的专家， 将为推进贵州大数据

标准化提供“智力支撑” 。

据悉， 为进一步推动贵州省大数

据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贵

州）综合试验区，今年以来，政府大数

据专业委员会积极动员， 邀请来自贵

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 贵阳市

政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 20 名专家成立专家委员会，

指导专业委员会开展政府大数据标准

创新工作与大数据标准学术交流，推

动大数据标准化建设， 促进政府治理

体系构建。

同时， 专家委员会还负责对专业

委员会和贵阳高新基地的发展规划、

标准体系构建、 关键技术攻关等给予

“智力支撑” 。

目前，已出台系列实施方案、规定，

形成了涵盖标准化工作“全流程” 、覆

盖标准化工作“全方位”要素的奖励和

激励政策。 （本报记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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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贵州强强联合 高端产业绿色发展

让万物发电———

2019 年 1 月 8 日起，汉能集

团再次携手中央电视台打造全新

系列产品广告。

汉能的广告， 用科普系列片

来描述更为妥切。 因为，汉能打造

的系列广告以 " 让万物发电 " 为

主题， 用极富科技感的场景展现

汉能以薄膜太阳能技术为基础，

赋能万物发电，从而逐步实现 "用

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 "的使命。

作为国家生态试验区的贵

州，近年来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积

极引进有助地方工业转型的项

目，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贵州

以生态之名， 融合汉能的高科技

属性和贵阳推动高端产业绿色发

展，二者强强联合，在贵阳建设移

动能源产业园项目并正式运营投

产， 走出了一条后发赶超的绿色

新路。

本报讯 1 月 22 日， 贵州省委

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赴清镇

市王庄乡小坡村慰问生活困难党

员、老党员、困难群众和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表

示亲切慰问并致以新年祝福。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刘本立

参加。

因患类风湿病导致家庭生活困

难的王明贵，是一名有 27年党龄的

老党员。 赵德明对他的病情和家庭

状况十分关心，一走进王明贵家，就

亲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生活来源、

看病就医等情况。 赵德明紧握着他

的双手说， 老党员们为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和乡村发展做出了贡献，党

组织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全市各级

党委政府要多关心、 多帮助困难党

员， 切实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 让他们感受到党组织的

温暖和关怀。

在困难群众陶文才家中， 赵德

明与他家一家人围坐火炉边拉起家

常。“子女在哪里工作，家庭收入怎

么样，今年有哪些增收渠道” ，赵德

明仔细询问并鼓励他们一家， 坚定

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委、政府

的帮助下， 把生产搞好、 把生活过

好，早日实现致富。

走进小坡村综合楼， 赵德明与

当地村干部、 驻村干部一一亲切握

手交流， 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对小坡村的发展成绩表示肯定，

并指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之年， 奋战在扶贫一线的

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 拿出舍我其谁的担

当，全身心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把

扶贫攻坚的政策和资源用足用好，

更好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为全市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慰问中，每到一处，赵德明都

给大家送去慰问品、慰问金，并祝

愿大家新的一年日子越过越红火、

生活越过越幸福。 他指出，近年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

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我们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农村发生了巨大

变化， 村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引导和团结群

众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只争朝夕、苦干实

干，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根本性胜

利，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让农

村环境有更大改善、群众生活水平

有更大提高。

清镇市、 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慰问。

（本报记者）

赵德明赴清镇市王庄乡小坡村———

慰问困难群众和扶贫一线干部

我省首批骨干水源工程集中开工

本报讯 昨日下午 4时，贵州省

凤山水库暨 2019年第一批共 10 个

骨干水源工程集中开工仪式在黔南

州福泉市举行。

本次集中开工的 10 个骨干水

源工程均列入《贵州省“十三五”

水利发展规划》， 包括 1 座大型水

库即凤山水库、9 座小型水库，分布

于 5 个市（州）10 个县（其中 7 个

县为贫困县），2个为乡乡有稳定水

源项目、7 个为烟水援建项目，1 个

为其他项目。 具体情况为:

����黔南州福泉市凤山水库、都匀

市羊安水库、瓮安县大岩水库、贵定

县新民水库；遵义市桐梓县大峡水

库、务川县双岔河水库；铜仁市沿河

县邓家溪水库、德江县朝溪水库；六

盘水市水城县河湾水库；黔东南州

镇远县黄泥堰水库。

据介绍，这 10个骨干水源工程

总投资 56.67 亿元， 总库容 1.266

亿立方米，建成后年新增供水能力

9786 万立方米， 将解决 6.75 万农

村人口饮水问题，新增改善灌溉面

积 11.5万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骨干

水源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同时着力

提升水利扶贫开发的精准度和有效

性。 ” 省水利厅建设处介绍，截至目

前， 贵州在建的骨干水源工程总数

达 358座，其中大型 4座，分别为夹

岩、马岭、黄家湾和凤山四大水利工

程；中型 104座，小型 250座。 工程

总库容 47.44 亿立方米， 总投资

1259.78亿元，设计年供水量 48.34

亿立方米，为到 2020 年（“十三”

五末）实现“市州有大型水库、县县

有中型水库、 乡乡有稳定水源” 目

标、解决我省工程性缺水问题、助力

脱贫攻坚和保障区域供水安全、实

现决胜同步小康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本报记者 曾秦）

包括凤山等 10个水库，涉及 7个贫困县

凤山水库是列入全国《水利

改革发展“十三五” 规划》的大

（2）型水库，是国家 172 项节水

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我省

“十三五” 水利规划建设的龙头

项目，也是我省“市州有大型水

库”重点建设的 4个项目之一。

凤山水库位于黔南州福泉

市境内、长江流域沅江水系清水

江支流重安江上游河段鱼梁江

上，坝址位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

处西南约 3公里处。 水库总库容

1.04 亿立方米， 总投资 42.78 亿

元。 ■曾秦

贵州第四大水利工程

凤山水库简介

■链接

汉能集团多年来积极投入与研发先

进薄膜太阳能技术，创造了“移动能源”

产业———让每一个物品都能成为太阳能

发电体，以此助力生态城市、低碳城市、

美丽城市建设。目前，汉能的产品已经广

泛应用到建筑屋顶、外墙、道路、汽车、生

活用品、电子设备等领域。

2018 年 10 月 22 日，全省第二次项

目建设观摩会第一组来到汉能产品流水

线参观，深入了解企业产品研发、销售等

情况。 省领导对项目作了即席点评：“这

是引进得非常成功的项目。 汉能是当今

世界薄膜太阳能产业的顶尖企业。汉瓦、

汉墙等产品市场很广、前景很好，将会引

起一场能源革命。 我们要大力引进行业

领先的，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实体经济

企业。 ”

选择后发赶超， 绿色先行的贵州着

陆发展，汉能在贵州的成绩斐然。

2018 年 11 月初， 汉能与贵州综保

区共同建成的贵州贵能移动新能源公司

携新生产的汉瓦参加进博会， 受到现场

观众点赞。贵州与汉能的合作，将汉能的

先进技术和装备引进贵州， 以实现部分

汉能产品“贵州造” ，最终达成汉能产品

生产在贵州，销往全世界的愿景。

2018 年 11 月 13 日，汉能与贵阳市

又签订了数个投资项目， 签约项目主要

包括汉墙产业基地、 移动能源高端装备

产业基地、汉能贵阳研发中心，由汉能集

团和贵阳市共同出资在贵阳建设， 建成

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690 亿元， 新增就业

8600余人。

本报记者 李强

A�屋顶瓦 身边墙 脚下路 皆能发电

2019 年 1 月的一天， 记者在贵

阳综保区的贵能移动新能源产业园

生产车间内，汉能薄膜太阳能的新一

代产品———汉瓦，正在有条不紊地生

产。当机械手臂不停地在曲面玻璃上

滑动，经过贴胶带、覆膜、层压等一系

列步骤后，一片汉瓦生产出来了。 汉

瓦创造性地将柔性薄膜太阳能芯片

与高透光玻璃相结合，是兼具美观与

高效发电性能为一体的新型发电瓦，

它能抗 12 级台风， 还能承受 1.7 吨

的汽车碾压，瓦片虽小，但环保价值

却不小。

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团副总裁

林倍行介绍，像正常屋面汉瓦三片合

在一起是 1㎡，以 100㎡为例，基本上

一年能够产生一万到一万两千度电，

等于减排了 322吨二氧化碳，其效果

就等于在屋面上种了 240棵树。“贵

能车间生产的汉瓦产品自 2018 年 9

月 28日下线到现在， 几月时间就接

到来自非洲、马来西亚、日本以及国

内的大量订单。”林倍行表示，“大概

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就接到了十个亿

的订单额。 ”

汉能与贵州共同打造的贵能移

动新能源产业园项目，还成为贵阳绿

色发展理念下，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典型项目之一，为贵阳工业转型

及下一步融合升级打下牢固的基

础———

汉墙， 以薄膜太阳能技术为基

础，采用玻璃基铜铟镓硒芯片，转换

光能为电能，让建筑自主发电。

汉路，是任何场景都能快速实施

的移动能源解决方案，有地面的地方

都可以成为高效的能量场。

汉纸，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实现

随时随地发电。

汉包，是对于穿戴领域打造的一

款发电背包，将电能存储在背包中为

电子产品供电。

汉伞是太阳能技术的多功能伞，

兼备发电与储电功能。

汉能集团历经三十年的发展，常

年聚焦于薄膜太阳能战略主航道，以

全球领先的薄膜太阳能技术为基础，

涵盖技术研发、高端装备制造、组件

生产和应用产品开发等全产业链整

合，发展成为全球技术领先、规模庞

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

汉能集团“让万物发电” 的汉

瓦、汉墙、汉路，以时尚美观的造型，

节能降耗的宗旨，运用在各大型建筑

之上，实现创造能源、分享能源，让建

筑的发展为城市创造自我依赖的能

量。 这些“高大上” 的项目，在贵州

亦有体现。 除了在贵阳的贵能项目

外， 汉能还在贵州其他地区相继落

户汉瓦项目， 赋能贵州的生态城市

建设和景区建设。2018年 3月，汉能

薄膜与贵州省铜仁市共同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随后在风景优美的九

龙洞景区、 云舍景区开发建设的汉

瓦项目相继落地。

汉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

“移动能源” 概念，并且颠覆性地开

创了移动能源产业， 让中国在这一

领域领先世界。 目前，汉能在薄膜太

阳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全球排名

第一。2018年，汉能全球范围新增申

请专利每天超过 30 件、每月约 1000

件。 到目前为止，累计专利数已超过

10100件。

B� 30年发展 成为全球化清洁能源跨国公司

汉能柔性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产线

C

汉能产品“贵州造”

让万物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