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
你的朋友圈和微博
有没有被这样一张图刷屏钥
然而结局
你猜到了吗钥

引引引

你是砍柴的袁他是放羊的袁你和他聊了一天袁他的羊吃饱
了袁你的柴呢钥 砍柴的陪不起放羊的噎

要要要请放弃你的无效社交浴
你是砍柴的袁此山头的柴已经全部被砍完了遥遇到放羊人袁

就和他聊了一天袁知道了哪个山上的柴多尧路好走遥有了足够信
息袁第二天就可以有满满的收获回家遥

要要要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是砍柴的袁他是放羊的袁你和他聊了一天遥如是你学会了

放羊技巧袁原来羊是这么放的袁他学会了砍柴技能袁原来柴要这
样砍遥

要要要三人行必有我师袁永远保持空杯的状态
你是砍柴的袁他是放羊的袁你和他聊了一天袁他决定把他的

羊跟你的柴交换袁于是你有了羊袁他也有了柴遥
要要要等价交换袁不要看不起任何人袁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是砍柴的袁他是放羊的袁你和他聊了一天袁他把他买羊的

客户介绍给了你袁你把你买柴的客户介绍给了他袁于是你们各

自的生意越做越大遥
要要要资源整合很重要
你是砍柴的袁他是放羊的袁你和他聊了一天袁你没有砍到

柴遥但是通过聊天对放羊有所领悟遥第二天把以前砍的柴卖了袁
买了几只小羊羔遥 第三天一边砍柴袁一边放羊遥 N 年过后袁砍柴
人雇佣了他人放羊袁雇佣了他人砍柴遥

要要要积极与消极的思想袁决定你的生活浴
你是砍柴的袁他是放羊的袁你和他聊了一天袁你们决定合作

一起开个烤全羊的店袁你的柴烤出来的羊很美味袁他的羊纯天
然的袁几年后你们公司上市了遥

要要要没有完美的个人袁只有完美的团队浴
其实面对同一件事物袁心态不一样袁结果就会不一样遥
这几碗鸡汤告诉我们袁
对同一件事物袁
态度不一样袁
结果就会不一样浴
还有部分画风清奇的朋友袁
他们认为袁
放羊人和砍柴人故事的结局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引引引
你是砍柴的 袁他是放羊的遥
你和他聊了一天 袁 他的羊吃飽了 遥
他牵着羊袁 你带着柴袁
大家一起来吃一顿烤全羊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院
有柴有羊袁烧柴烤羊袁共享美味袁互利互惠遥

还有悲剧版的
引引引
砍柴的和放羊的在一起聊了一整天袁
夕阳西下袁二人起身告辞遥
这时袁
砍柴的惊呼了一声院卧槽袁我的柴呢钥
放羊的也惊呼了一声院卧槽袁我的羊呢钥

最后袁送大家一个超超超励志的最终版浴
引引引
对浴 砍柴的和放羊的合作了浴
开了家烤全羊店袁
然后就火了袁
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烤全羊加盟商遥
然后他们商量了,
先定一个小目标,
比方说先挣它一个亿!
几年之后再让公司上市,
然后继续开发房地产尧 娱乐尧金融噎噎
然后再一起成为国民公公噎噎

所以说白了袁
还是要先定个小目标浴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袁在仲春与暮春之交袁也就是冬至后的
第 108 天遥 是中国传统节日袁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袁是
祭祖和扫墓的日子遥中国汉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袁距
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遥 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袁 中国的满
族尧赫哲族尧壮族尧鄂伦春族尧侗族尧土家族尧苗族尧瑶族尧黎族尧
水族尧京族尧羌族等 24 个少数民族袁也都有过清明节的习俗遥
虽然各地习俗不尽相同袁但扫墓祭祖尧踏青郊游是基本主题遥

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野时年八节冶之一袁一般是在公历 4
月 5 号前后袁节期很长袁有 10 日前 8 日后及 10 日前 10 日后
两种说法袁这近 20 天内均属清明节遥 清明节原是指春分后十
五天袁1935 年中华民国政府明定 4 月 5 日为国定假日清明
节袁也叫做民族扫墓节遥

叶历书曳院野春分后十五日袁斗指丁袁为清明袁时万物皆洁齐
而清明袁盖时当气清景明袁万物皆显袁因此得名遥 冶清明一到袁
气温升高袁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袁故有野清明前后袁种瓜
点豆冶之说遥

清明节的起源袁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野墓祭冶之礼袁后
来民间亦相仿效袁于此日祭祖扫墓袁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
族一种固定的风俗遥2006 年 5 月 20 日袁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遥

介之推的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袁 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袁流

亡途中袁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袁又累又饿袁再也无力站起
来遥 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袁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
时候袁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袁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
肉袁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袁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袁当重耳
发现肉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袁流下了眼泪遥

介子推像
十九年后袁重耳作了国君袁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遥 即位

后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袁 唯独忘了介子推遥
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袁劝他面君讨赏袁然而介子推最鄙视
那些争功讨赏的人遥 他打好行装袁同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遥

晋文公听说后袁羞愧莫及袁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袁然而介
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遥 绵山山高路险袁树木茂密袁找寻两个人
谈何容易袁有人献计袁从三面火烧绵山袁逼出介子推遥大火烧遍
绵山袁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袁火熄后袁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
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遥 晋文公见状袁恸哭遥 装殓
时袁从树洞里发现一血书袁上写道院野割肉奉君尽丹心袁但愿主
公常清明遥 为纪念介子推袁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遥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袁 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遥
便赐老柳树为冶清明柳野袁并晓谕天下袁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
为清明节遥

这是 3 月 16 日拍摄的江西奉新野渔光互补冶光伏发电一期项目遥 近日袁坐落于江西省宜春
市奉新县跃进水库上的泰明野渔光互补冶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35 兆瓦光伏电站建成投运遥 该项目
总投资 12 亿元袁总装机容量 110 兆瓦袁上层用于光伏发电袁下层用于水产养殖袁提高了单位面
积土地和水域的经济价值遥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袁
2016 年袁我国光伏产业延续了 2015 年以来的
回暖态势袁总产值达到 3360 亿元袁同比增长
27%遥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规模全球占比均超过
50%袁继续位居全球首位遥

数据显示袁 前五家多晶硅企业平均毛利
率超 20%袁 前 10 家组件企业平均毛利率超
15%袁 部分生产辅材企业毛利率甚至超过
25%袁企业经营状况持续向好遥

2016 年以来袁 我国光伏企业智能制造持

续推进袁生产自动化尧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袁
单位产出用工量明显下降遥 企业兼并重组意
愿增强袁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整合加速推进袁
比如易成新能(9.350,?-0.04,?-0.43%)成功重
组赛维 LDK尧 隆基股份 (16.050,?-0.09,?-
0.56%) 收购美国太阳爱迪生公司的马来西亚
工厂等遥 先进晶体硅电池技术研发多次打破
世界纪录袁黑硅制绒尧背面钝化等一批高效晶
硅电池工艺技术产业化加速袁 已建成产能超
过 10GW袁 单晶和多晶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达
20.5%和 19.1%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建设引领下袁多家企业在
境外设厂袁遍布世界 20 多个国家袁境外已建
成的产能超过 5GW袁生产布局全球化趋势明
显遥 2016 年袁我国硅片尧电池片和组件产品出
口额约为 138.4 亿美元袁同比下降 11.3%袁这主
要受我国多家企业在海外设厂就地生产影
响遥 对印度尧土耳其尧智利尧巴基斯坦等新兴市
场出口显著提升袁 对欧美传统市场出口占比
降至 30%以下袁进一步降低了美欧野双反冶带
来的负面影响遥

野但我国光伏产业高端产能尚无法满足
国内市场需求袁 关键工艺技术与国外领先水
平相比仍存在差距袁 尤其在核心光伏装备领
域袁新型薄膜尧异质结等技术路线发展缓慢袁
基础创新能力也亟待提升遥 冶工信部电子信息
司相关负责人说袁还有部分实力不强尧未进入
规范公告的企业仍能获得应用补贴尧 出口退
税等优惠袁影响了产业优胜劣汰和兼并重组袁
不利于落后产能退出遥

此外袁 光伏产业国内需求呈现大起大落

的局面遥 上网电价的过快过频调整导致国内
市场出现阶段性大幅波动袁供需节奏不匹配袁
对制造业影响较大遥比如袁2016 年上半年在经
历火热的野6.30冶后袁光伏市场在三季度出现真
空袁导致产品价格暴跌袁绝大部分企业出现亏
损遥

展望 2017 年光伏产业袁一方面光伏上网
电价调整带来抢装尧 光伏电站建设指标提前
透支引发国内市场波动袁以及国外野双反冶持
续发酵带来市场不确定性袁 将对制造业持续
发展带来较大挑战遥 另一方面袁企业兼并重组
和资源整合将不断加快袁优势企业凭借技术尧
资金尧 管理及产业布局等方面优势将进一步
抢占市场先机袁促进产业加快优胜劣汰遥

目前袁我国光伏产业市场应用体制机制
亟待完善遥 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出现较大缺
口袁光伏电站补贴拖欠较为严重袁非技术因
素包括光伏用地尧 光伏并网等成本显著提
升袁加速蚕食技术进步成果遥 光伏发电国家
与地方建设规划尧年度计划不协调袁西北部
地区光伏限电严重袁分布式光伏发电存在落
实建设场地难尧电费回收难尧项目融资难等
制约因素袁极大影响了分布式发电项目开发
的积极性遥

对此袁上述负责人表示袁将配合相关部门
推动光伏发电补贴体制机制创新袁 建立电价
补贴随装机量和发电成本变化的调整机制袁
引导社会资本合理投入袁 缓解光伏产业融资
难题袁加快光伏产业标准体系尧检测认证公共
服务平台及光伏应用实证基地建设遥

来源院经济日报

组件的外观检查
研发中心 高慧慧

光伏组件的外观检查是在光强 1000lux 的条件下袁
通过肉眼或借助简单的工具对光伏组件的可视部分进行
的检查遥 光伏组件的外观检查不仅仅是为美观而进行的
检查袁更应该是通过外观进而识别其潜在危害的检查遥例
如袁组件尺寸发生变化袁是否会影响其包装尧运输尧安装
等曰组件条码是否满足后期发生故障时的追溯要求曰带电
体之间的距离能否满足相关的安全标准尧 不会造成电击
危害等遥 那么光伏组件的外观必须具备哪些要求呢钥

1.组件需要有条码袁该条码用于追溯到组件的生产
时间尧生产材料尧生产工艺尧生产设备尧生产人员等信息曰
追溯到组件的八大材料袁是其必须满足的条件曰

2.组件需粘贴有铭牌袁铭牌信息包括制造商尧产品的
规格型号渊重量尧尺寸冤尧产品的应用环境尧电性能数据渊电
流尧电压尧功率尧最大系统电压等冤等基本信息曰

3.组件所用材料的颜色均匀一致遥 如院铝边框银白色
或黑色尧电池片蓝色尧背板白色或黑色尧线缆黑色尧焊带银
白色尧硅胶乳白色或黑色等袁不允许出现局部发黄尧发黑
等异常曰

4.组件外表面无弯曲或偏移袁如果有袁至少不能影响
组件的安装和运作曰

5.不能在组件的边框和组件内部的任意电路形成连
续通道的气泡尧脱层或异物曰

6.电池片上的裂痕袁其延伸趋势可导致该电池片从
组件的电路中减少 5%以上的面积袁电池片短缺不能超过
1mm2曰

7.不超过 10%电池片尺寸的层间空洞或腐蚀曰
8.组件内部带电体之间的最小距离 0.4mm袁带电体

距离玻璃边缘的最小距离不低于 8.4mm袁 焊接时焊带偏
移小于 0.3mm曰

9.组件厚度尧长度尧宽度尧安装孔偏差小于 2mm曰
10.组件四角有打磨曰边框与玻璃之间袁要求 0.1mm

厚度塞规塞进的距离小于 4mm曰 背板与边框之间的缝
隙袁全部由硅胶覆盖曰

11.接线盒粘结在背板上时袁要求接线盒四周均有胶
溢出袁引出线根部与背板接触的地方需要硅胶完全密封曰

12.不能有引出端失效袁带电体外漏等现象袁接线盒
内的引出线焊接需无虚焊袁 且不允许引出线进行二次接
焊渊延长引出线冤曰

13.不允许背板及玻璃有划伤袁不允许背板和变框有
鼓包尧脱层等现象曰

14.组件的任何部分不能有烧焦痕迹遥
上述组件的外观要求是根据目前光伏组件的发展水

平尧是否严重影响组件外观尧是否严重影响组件的发电性
能和是否影响组件的长期可靠性做出的高度概括袁 可以
作为客户对组件外观的鉴定依据袁 也可以作为产线外观
管控和实验室外观判定的参考标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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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未来市场不确定性带来挑战 光伏业加速优胜劣汰

关于清明节的来历和习俗

放羊和砍柴的故事，结局竟然是这样的！

今年两会期间袁科技界别第 29 组 31 名政协
委员全额联名递交了叶关于理顺光伏项目用地管
理尧土地税费等相关问题的建议曳的提案袁建议理
顺光伏电站用地方面存在的问题袁支持光伏产业
发展遥

近年来袁在全国一些地方相继出现了很多有
关光伏项目建设用地方面的问题袁成为制约光伏
发电项目推进的一大障碍遥

据了解袁早在 2015 年 9 月袁国家发展改革
委尧国土资源部等六部委在联合下发的叶关于
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用地的意见曳中就已明确规定院光伏尧风力等
发电项目占用农地的袁所有用地部分均应按建
设用地管理曰在去年 10 月袁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在下发的 叶关于光伏发电用地有关事项的函曳
中再次强调院 对使用农地建设光伏电站的情
况袁均应按建设用地管理遥 这也就意味着袁这类
项目的土地要履行相应的划拨尧转用尧征收等
一系列复杂的手续袁 势必提高光伏用地成本袁
引发了光伏业内对于土地问题的高度关注遥 对

原有政策再一次予以强调袁一方面说明这件事
的重要性遥 另外一方面袁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
在建设光伏电站时存在打擦边球等违反规定
的地方袁从而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遥 同时袁这
也说明国家针对光伏项目占用农地情况的监
管将会越来越严遥

记者还了解到袁 现有土地税费标准也比较
高袁各省(区尧市)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年纳税标准
从每平方米 0.6 元到 12 元不等遥

如果照此进行征收袁将会进一步提高光伏用
地成本袁影响光伏发电项目收益率遥

野在目前地面光伏电站补贴逐渐下调的情况
下袁光伏用地难的问题或将成为制约光伏发电项
目规模化开发的一个主要因素遥随着土地综合成
本的上升袁为了提高收益率袁光伏电站耶精细化爷
开发成为必然趋势遥 冶国网能源研究院的相关专
家告诉记者袁今后袁通过电站的设计减少对土地
的利用袁以及应用更加高效的系统组件袁来达到
土地的最大化利用袁应该会成为野精细化冶开发的
重要方向遥

光伏电站“精细化”开发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