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看这里，
上期脑筋急转弯答案。

你猜对了吗？

标注“打折产品概不退换”
是否意味商家可免责？

问院梅先生在某家电商场以七折促销价购买
了一台榨汁机袁该商场收银台上写有野打折产品
概不退换冶的告示遥 但几天后机器损坏袁要求该商
场退货时袁该商场以榨汁机已经被使用且以打折
产品一概不予退换为由拒绝退货遥 请问梅先生还
能要求该商场退货并赔偿吗钥

答院诚实守信应是商家之道袁经营者出售的
任何商品袁 无论是否打折或者以其他方式促销袁
都必须保证商品的质量袁这是经营者应当承担的
法定义务袁不能以店堂告示等形式免除该义务遥

本案中袁消费者若能证明购买的产品系残次
产品尧质量不合格袁或商场明知该产品属于残次
产品仍然进行销售袁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袁除了
退还货款以外袁应当按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曳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袁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袁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遥

送你一份齐全的
电脑快捷键操作大全

电脑袁我们每天都离不开袁但你真的会用吗钥 不管你是职场菜鸟还是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新人袁或是已经叱咤办公室多年的老
将袁下面这些袁对你绝对有用遥

一头去上班的驴

你是否只做一样工作钥
动物们要举行一场联谊会袁领导秘书狐狸对

驴说院野你的嗓门高袁来一曲独唱吧遥 冶驴说院野我不
去袁我唱得很难听遥 冶

狐狸说院野那你去尝试一下做主持人吧遥 冶驴
说院野我不去袁我的形象不好遥 冶

狐狸说院野那你干什么钥 冶驴说院野我只拉磨遥 冶
狐狸说院野好袁你就去拉磨吧遥 冶

感悟院在职场袁不能像驴一样只知埋头拉磨袁
除了本职工作袁公司里的其他事情都应该尝试着
主动去做遥 如果什么事都不去关心袁什么情况都
以本职工作作为挡箭牌推托袁久而久之袁你就只
能原地踏步遥

你是否只耕耘不收获钥
老虎下山视察袁看到其他动物都在玩袁而只

有驴在拉磨遥 老虎顿时赞不绝口院野有这样勤奋的
员工袁是我们动物王国的幸事浴 冶

秘书狐狸对老虎说院野驴很勤奋没错袁 但是袁
磨上已经没有东西了袁他还在拉磨袁这不是制造
假象吗钥 冶老虎一看袁果真如此袁不禁摇头叹息遥

感悟院驴子的勤劳毋庸置疑袁但这种只有苦
劳没有功劳的做法袁让人不便指责袁却让人叹息遥

在职场袁你忙碌与否并不重要袁老板看重
的是你把工作做好了没有遥 与其劳而无功地超
负荷工作袁 不如静下来思考如何提高效率袁增
加效益遥

你有无合作的胸襟钥
驴发现墙头上有一簇青草袁非常眼馋袁可又

够不到遥 这时袁它发现墙角有把梯子袁但驴怕搬来
梯子后袁需要羊帮忙扶梯子袁青草要被羊分吃袁便
干叫了几声放弃了遥

感悟院驴吃不到青草袁不是它智力不行袁而是
它没有合作的胸襟遥

个人的才智尧力量终究有限袁要想有一番作
为袁需要合作伙伴遥 在与人合作之前袁你就要有与
人分享成果的准备袁因为合作既包括工作袁也包
括分享遥

你是保值品吗钥
年终大会上袁驴又没评上野劳模冶遥 驴委屈地

向秘书狐狸申诉院野为什么我最勤劳尧 最辛苦袁却
年年评不上先进钥 冶

狐狸笑着说院野是啊袁 你拉磨的本领无人能
及袁可是袁我们已经改用机器拉磨了遥 冶

感悟院时代在前进袁公司在发展袁如果固步自
封袁迟早会被淘汰遥

做个保值品其实并不难袁只要你关注市场的
发展方向袁 关心企业的需求袁 学习新的技能袁那
么袁你不但是一个保值品袁还会是一个增值品浴

读完文章你有什么感想呢钥 一定要与我们分
享哦浴

带你了解苦瓜片
泡水的奇妙作用

编者按院苦瓜袁顾名思义就是吃到嘴巴里面苦苦涩涩的
味道的瓜袁大多数家庭用来做菜袁然而苦瓜泡水喝的药用价
值也非常高遥 苦瓜具有排毒美容的功效袁性平袁能够很好的消
除身体的邪热及疲乏袁对于一些烦躁情况也有很好的治疗效
果遥 下面和大家说说苦瓜片泡水喝的功效袁都来了解下吧!

1.促进食欲帮助消化遥研究发现袁经常将苦瓜片泡水喝具
有很好的帮助消化的作用袁这样食欲也会越来越好袁另外对
多种胃肠道疾病尧便秘还有内外痔疮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遥

2.降血糖遥 现代科学家从苦瓜中提取出了一些可以口服
的胰岛素药物袁这些物质在进入身体之后能够很好的降低血
糖含量袁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袁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遥

3.美容养颜遥据悉袁苦瓜片泡水喝在进入身体之后能够促
进伤口的愈合以及皮肤新生袁同时还能够很好的增加皮肤皮
层方面的活力袁对于一些斑点还有青春痘等都有着很好的治
疗效果遥 长期将苦瓜片泡水喝袁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袁具有非常
不错的美容效果遥

4.防辐射遥很多的上班族经常坐在电脑前面袁所以辐射非
常大袁对于身体以及皮肤有所伤害遥 那么如何才能预防辐射
呢钥 其实很简单袁每日服用一小杯的苦瓜汁袁对于预防辐射有
很大的帮助遥

5.益肝利尿遥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袁苦瓜片泡水喝之后能
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肝脏以及脾胃袁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降低
三脂袁分别是高血压尧高血脂以及高血糖袁对于身体有着很不
错的好处遥 另外袁益肾利尿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遥

6.清热解毒遥 苦瓜片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袁
所以进入身体之后能够很好的去烦以及消除疲惫袁同时清热
解毒的效果也很不错袁令我们的精神越来越好遥

时间进入了 7 月份中下旬袁 经过了
6.30 之后袁大家都能明显感到市场的变化院
原材料硅片价格的下跌袁同时成品电池片
及组件价格的下跌遥

很多人在问袁 在 6.30 之后的下半年袁
光伏行业的走向会如何袁 它的路在何方钥
其实我想说市场永恒不变的主题就是它的
不断变化性遥 而在 6.30 后阶段袁我们要迅
速改变的是我们的适应性及应变性袁提高
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及应变能力遥 这就好比
一个高考学子不能改变国家的录取政策袁
但可以提高自己袁以较高的分数进入第一
梯队的阵营遥 否则袁根据市场优胜劣汰法
则则被淘汰浴

对光伏行业来说袁 首当其冲的是产品
效率的重要性遥之前大家都在讨论 18.0袁而
现在讨论更多的是 18.2曰 组件现在讨论更
多的是野270冶尧野领跑者冶遥 此前大家的焦点
都在比出货量袁 而现在更多比的是效率遥
为什么短时间会有这么大变化钥在我看来袁

这其实不是短时间的巨变袁而是长期累积
爆发的结果遥 因为大家在市场行情比较好
的时候袁很难感觉到市场的变化袁很难感觉
到行业存在的野危机冶曰而只有在市场不好
的情况下袁当潮水退去袁大家顿时看到谁在
野裸奔冶遥

中国众多的产业我们会发现一个现
象袁那就是当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业赚钱的
时候袁当门槛越来越低的时候袁一堆的人会
一窝蜂一样争先恐后去做同样的项目遥 但
当市场饱和或市场低迷时袁我们就会发现
诸多问题遥 如院产能过剩袁微利袁甚至亏本
等现象遥

野领跑者冶计划给光伏行业的风向标
是在提升效率的重要性袁而高效组件当然
离不开高效电池做支撑遥 通过类似野领跑
者冶计划则能尽可能避免野劣币淘汰良币冶
的可能性袁 这也将引领企业向着更高技
术袁创新改革袁高效等健康方向发展与迈
进遥

国家有国家能源的战略布局袁 尽管短
时间行业有价格的波动袁市场的动荡遥 但
长远来说袁类似野领跑者冶计划将有利于行
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袁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袁
有利于提高行业门槛袁避免出现像其它产
业出现的产能过剩袁集体亏损等局面遥 当
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袁我们就能理解它出现
的合理性遥 因为未来的趋势肯定是效率提
升袁成本下降袁平价上网遥 而平价上网的前
提是一定要有高效电池片尧高效组件做支
撑遥

在一种行业中袁 单靠一个企业很难去
改变市场及政策袁而我们能做的袁就是做好
手中的每一个工作袁优化管理袁优化系统袁
提升效率遥 当这一切做好之后袁我们自然
会在竞争中提升自己袁甚至走在行业的前
列遥 这个工程离不开每一个人袁每一个部
门的努力与配合遥 当乌云散去袁迎接我们
的必将是新一轮艳阳高照遥

EVA 是乙烯和醋酸乙烯的共聚物袁是光伏组件的八
大材料之一袁其性能直接影响到组件的输出功率尧组件
的 PID 性能以及组件的使用寿命等袁那么袁如何评估一
款 EVA 的质量好坏呢袁它又有哪些性能指标呢?

1.粘结性能遥 EVA 的主要作用是将电池片尧背板尧焊
带等组件中不粘的部分粘结成一个整体袁这就要求 EVA
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袁 行业普遍标准是 EVA 交联后袁其
交联度 80%耀90%袁EVA 与玻璃的剥离强度逸60N/cm曰E鄄
VA 与背板的粘结强度逸40N/cm曰EVA 与电池片的粘结
强度逸20N/cm遥

2.透光率遥 玻璃与电池片之间通过 EVA 将两者粘结
在一起袁故而当组件正常发电时袁光线必须穿过上层玻
璃和 EVA 到达电池片表面供电池片吸收袁 这就要求 E鄄
VA 具有较高的透光率袁 最大化的将来自玻璃面的光线
传递到电池片表面袁进而提升电池片的光通量袁提升组
件的输出功率袁 目前行业普遍要求 EVA 的透光率逸
91%遥

3.体积电阻率遥 组件在正常并网发电后会受到 PID
的影响袁导致组件功率衰减严重袁根据 PID 发生的原理袁
较大体积电阻率的 EVA 可有效降低玻璃中的金属离子
迁移袁达到抵御 PID 的效果遥 目前抗 PID EVA 的体积电
阻率需要在 1015赘窑cm 以上遥

4.抗老化性能遥 组件制造商承诺常规组件的使用寿
命是 25 年袁并且在这 25 年中袁组件的输出功率需保持在
80%以上袁如果 EVA 易老化变黄袁粘结力下降袁这就导致
EVA 的透光率降低袁 电池片可能会受到外界水汽等腐
蚀袁也就无法保证组件的正常发电量袁无法保证组件的
正常使用寿命遥因此一款好的 EVA 必须具备良好的耐候
性能袁 满足 UV 15kWh窑m-2尧DH1000h尧TC200 以及
TC50+HF10 等的实验要求遥

5.方便组件生产的性能遥 组件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对
EVA 进行裁切尧铺设尧运输尧层压等袁要求 EVA 有一定的
抗拉强度尧较低的收缩率以及 EVA 表面具有一定的粗糙
度渊表面压花处理冤袁这些性能将有助于组件加工过程中
的使用袁同时降低因电池片偏移尧并片而导致的不良数
量遥

由于组件内部有汇流条袁焊带尧电池片尧隔离条等袁
这些高低不平的物料空间均需要 EVA 填充袁 这就要求
EVA 具有一定的克重袁 保证在层压过程中袁EVA 可流动
并充分填充到这些空隙中袁防止组件产生大量气泡遥 特
别说明的是由于各个厂家制作的表面压花深度及大小
不一致袁仅仅用厚度来衡量 EVA 有一定的欠缺遥

上述五大性能是衡量一款 EVA 质量的主要性能指
标袁企业可针对这些性能进行相关检测袁进一步降低因
EVA 性能不佳导致的不良率袁 同时提升组件的发电量袁
延长组件的使用寿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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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近年来袁我国光伏发电规模迅速扩大袁截

至 2015 年底袁累计装机容量约 4300 万千瓦袁
超过德国居于全球第一遥 2016 年中国光伏行
业迎来野十三五冶期间的第一年袁行业能否取
得良好开局袁如何应对机遇与挑战成为了社
会各界十分关心的问题遥

近日袁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叶关于下达
2016 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曳渊以
下简称野通知冶冤袁明确袁2016 年下达全国新增
光伏电站建设规模 1810 万千瓦袁其中袁普通
光伏电站项目 1260 万千瓦袁光伏领跑技术基
地规模 550 万千瓦遥 冬奥会光伏廊道等 8 个
光伏领跑技术基地纳入建设范围遥

而根据去年发布的 叶关于促进先进光伏
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曳袁 我国将
提高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袁实施野领跑者冶
计划遥 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专门的市场规模
实施野领跑者冶计划袁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术

产品遥 去年袁我国首个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
地落户山西大同遥

通知提出袁 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应采取招
标尧优选等竞争性比选方式配置项目袁而且
应将电价作为主要竞争条件遥 基地内单个光
伏电站项目的建设规模原则上应在 10 万千
瓦以上袁项目采用的光伏组件等主要光伏产
品须符合光伏野领跑者冶先进技术产品指标遥

野从通知可以看出袁我国的光伏政策慢慢
转向耶领跑者爷计划袁更加注重产品的技术指
标遥 这样会加速产业技术升级袁淘汰落后产
能遥 同时对于设备制造企业而言袁要加快加
大高效产品尧更符合市场需求产品的研发和
投入规模袁 对于光伏发电也是一种良性促
进遥 冶中圣清洁能源投资渊江苏冤有限公司大
中国区经理陈海对记者指出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国家能源局一般在每年
年初便会发布当年的光伏发电建设指标袁而

今年的计划却有点野姗姗来迟冶遥 对此袁有业
内人士认为袁这与连年大规模装机背后野弃
光冶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不无关系遥 在此
次公布的指标中袁对不具备新建光伏电站市
场条件的甘肃尧新疆尧云南停止或暂缓下达
2016 年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渊光伏扶贫除
外冤遥

有业内人士指出袁 此次通知首次对弃光
限电严重尧并网环境恶劣尧新能源消纳难以
改善的几个省份袁实行停止或暂缓下达指标
的措施袁甘肃尧新疆尧云南三个新能源大省赫
然在列遥 这意味着政府更加关注投资效益袁
鼓励电源建设与电力消纳同步发展遥

此外袁 通知还指出袁 利用固定建筑物屋
顶尧墙面及附属场所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以
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不限
制建设规模袁各地区能源主管部门随时受理
项目备案袁 电网企业及时办理并网手续袁项

目建成后即纳入补贴范围遥 同时袁鼓励各省
渊区尧市冤发展改革委渊能源局冤建立招标尧优
选等竞争性方式配置光伏电站项目的机制袁
促进光伏发电技术进步和上网电价下降遥 对
于采取竞争方式配置项目且显著推动上网
电价下降的地区袁其当年建设规模可直接按
本省渊区尧市冤上网电价平均降幅渊比例冤的 2
倍予以调增袁调增的规模仍按竞争方式分配
给具体项目遥

陈海表示袁 政府此举用意是鼓励分布式
电站和光伏扶贫项目袁目前分布式这部分市
场尚未真正打开袁由于传统观念认为地面集
中式电站比较容易操作袁 开发成本相对低袁
电费结算也简单遥 往往也就忽视了分布式电
站的发展遥 而鼓励光伏上网电价实施竞价上
网有助于推动光伏平价上网袁也是能源局的
核心思路袁随着成本下降袁项目盈利将逐步
回归均值遥 来源院中国产经新闻

光伏竞价上网 项目盈利将逐步回归均值

EVA 的性能指标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论高效电池、组件的重要性
营销部 彭 华

太阳能天窗开启新时代

在夏天高温天气
里袁汽车在烈日下停车
熄火袁完全没有能源供
给时袁太阳能天窗能自
动调节车内温度遥 利用
内置在天窗内部的太
阳能集电板依靠阳光
所产生的电力袁将光能
转换为电能并存储在
车辆蓄电池中袁经过控
制系统来驱动鼓风机袁
将车厢外的冷空气导
入车内袁 驱散车内热
气袁 达到降温的目的遥
同时袁 它还具备健康尧
舒适尧安全的特点遥

1.看守所；
2.报纸上的年、月、日；
3.睁眼；
4.不要再做梦了；
5.没有伤者，都摔死了；
6.醒来；
7.吃亏；
8.因为他的衣服只有拉链没有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