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川持续高温，成都电网负
荷屡创新高，不少企业、写字楼开启
“省电”模式。

■ 此时，发电玻璃、太阳能发
电成为不少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供电
方式。

■ 利用太阳能发电，并非新鲜
事。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光伏发
电产业已经起步，经过近50年的发
展，光伏发电在四川、江苏、河北、江
西等地均有布局。

■ 目前四川光伏发电应用如
何？家庭式光伏发电还有多远？记者
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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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电玻璃在成都川开电气
工业园、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智
慧中心等多处应用。在国内，张家口
市民中心、上海松江机器人工业园大
楼、安徽桐城工业区大型厂房等也已
应用，其发电效果如何？

8月18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双流区的特锐德
川开电气工业园。在园区的厂房内，
记者见到布设在厂房顶部的发电玻
璃。整个厂房顶部按照人字形、波浪
状建设，其中三面朝南的屋顶采用发
电玻璃建设。

“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安装
6880块长1.6米、宽1.2米的发电玻璃，
高峰期发电达5555度。”川开电气有
限公司智慧能源研究院院长刘世旭
指着屋顶的发电玻璃说，它可基本满
足园区的机房、安保监控和员工宿舍
用电。

刘世旭介绍，园区正常运转时，
一天的用电量约20000～30000度，发
电玻璃每日发电量占园区用电量的
20%。根据测算，园区的发电玻璃一年
可发电140万度，按现行电价，每年可
节约电费约80万元。“发电玻璃除日常
供应园区外，偶尔发电量超过园区用
电时，还可向电网供电，仅从去年6月
15日建成至年底，已返还7000多元。”

记者在厂房内看到，屋顶安装发
电玻璃的区域更明亮一些，而安装普
通屋顶的区域，则较为昏暗。“建设之
初，由于担心发电玻璃的透光性，我
们在厂房顶部还专门预留了透光区
域，现在看来显然多虑了。”刘世旭告
诉记者，园区屋顶安装的是碲化镉薄
膜发电组件，其适宜弱光环境发电，
在成都这种光照时间短的地区仍然
适用。

第四届中国匠人大会今日在
成都开幕，新一代高阶度数字人

“壬申”将携为本届大会定制的歌
曲《竹迹》云亮相。

作为目前数字人里最具代表
性的虚拟人物，“壬申”自诞生起
就充满传统东方元素基因。本届
大会与“壬申”的跨界联合，不仅
是对虚拟现实技术的一次积极尝
试，也为传统手工艺的价值传播

和商业赋能提供更多新机遇。
担任中国匠人大会云计划合

伙人，是“壬申”对传统东方美学
的一次匠心回归。为此，“壬申”用
3个月时间，专门为本届大会创作
歌曲《竹迹》，并特意染发拍摄了
跟竹林有关的写真照片。

据介绍，歌曲创作期间，“壬
申”学习了东方哲学，观察“竹”，
研究元曲、诗歌的格式和书写，了
解各种中国民间乐器。《竹迹》专
为大会定制，竹子生长在空野之
处，笔直挺拔，也极像匠人耐得住
寂寞、不忘初心的坚毅品格。

整首乐曲都由计算机程序创
制，表现出自然和科技的融合之
美。《竹迹》将合成音叠加，利用贝
斯和中国鼓的有力低音，加上悠
扬的古琴声，全曲由简到繁，逐渐
递进，仿佛不知不觉进入一片神
秘的竹林。曲中还有一小段竹笛
采样，也与主题呼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图据受访者

“没有一句台词，却让我
忍不住泪目”；“非常精彩的
舞 剧 ，视 觉 和 心 灵 的 震
撼”……

8月19日晚，由上海歌舞
团打造的现象级红色经典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成都
城市音乐厅绝美上演。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革命先烈真实事迹为素
材，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
行了大胆原创，再现了为新
中国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
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此次是《永不消逝的电
波》第三次登陆成都，连演4
场再掀“现象级”观剧热潮。
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声中，成
都观众再次被革命先辈的爱
与信念感动。

作为主旋律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拿下了第十六
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
华大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两个重量级奖项。

为让观众有更优质的观
剧体验，在音乐厅入口处的

醒目位置，主办方壹现场布
置了“电波”元素打卡墙。一
桌一椅、老式收音机和复古
台灯，深度还原了海报中的

“名场面”，将观众一秒拉进
舞剧故事里，“沉浸式”环境
布置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拍
照留念。

舞台上，舞者将革命者
的崇高和伟大融入舞蹈中。
男女主角克制而又深情的双
人舞、优雅婉约的《渔光曲》
群舞、演员最后震颤人心的
回眸，将动荡年代中上海弄
堂里的烟火气、紧张刺激气
氛下流露出的温情展现得淋
漓尽致。

演出过程中，雷鸣般的
掌声数次响起。台下观众不
仅被演员张力十足的表演所
震撼，更为那些为民族解放
事业而奋斗甚至壮烈牺牲的
革命前辈所感动。剧情落幕，
灯光亮起，演员返场谢幕，现
场观众的欢呼声将全场气氛
推至最高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张世豪 图据受访者

与舞台零距离，让艺术不设限。
8月20日，“2022‘惠剧蓉城’首

届惠民演出季”在成都举行新闻发
布会，经典川剧《草鞋县令》的精彩
上演宣告本季演出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四川大剧院主办，
成都市文化馆、高新区文化馆、锦
江区文化馆、青羊区文化馆、金牛
区文化馆、武侯区文化馆、成华区
文化馆协办，于2022年7月至12月，
在成都主会场，德阳、南充两个分
会场展演一批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记者了解到，这次集中展演，
将从近年来参与创排的7家演出
团体中，挑选出7部经典剧目和优
秀作品集中登台亮相，演出共13
场，涵盖川剧、舞剧、歌舞剧、话剧
等多种形式。

同时，还将开展公益展览、系
列艺术讲座等延伸活动，带领观
众深入沉浸艺术创作的台前幕
后，提升观众审美和艺术水平。

新闻发布会当晚，由四川艺术
职业学院与四川省川剧院联合打
造的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传播
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经典川剧《草鞋
县令》也在四川大剧院倾情上演。

温馨提示：前往观剧的观众
请注意自身防护，并提前准备好
健康绿码、行程绿码、预约码，入
场测量体温，全程佩戴口罩，尽量
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高温天气
出行请注意防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7部经典剧目13场演出
2022“惠剧蓉城”

首届惠民演出季来了

“成都造”光伏发电玻璃供不应求

住建部：新建建筑
应安装太阳能系统
《四川省光伏建筑一体化

应用技术标准》启动编制

今年4月1日，住建部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
规范》正式实施，该规范为强制性
工程建设规范，全部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其中要求，新建建筑应安装
太阳能系统。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中的太阳能集热器设计使用寿命
应高于15年。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中的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
高于25年，系统中多晶硅、单晶
硅、薄膜电池组件自系统运行之
日起，十年内的衰减率应分别低
于2.5%、3%、5%，之后每年衰减应
低于0.7%。

建筑安装太阳能系统势在必
行，在此方面，四川同样也在制定
地方标准。

4月26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发布了《四川省碲化镉发电
玻璃建筑一体化应用技术标准》，
这为今后建筑安装碲化镉发电玻
璃提供了技术标准。

除了碲化镉发电玻璃这一项
外，更加全面的标准编制工作已经
启动。

8月16日，四川省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四川省光伏建筑一体化
应用技术标准》正式启动编制。该
标准编制完成后，将为市民家装
发电玻璃、光伏建筑一体化利用
提供标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
宇恒

家装何时实现

从目前成都市、四川省甚
至全国来看，绝大多数引入发
电玻璃应用的，都是一些大型
的厂房和商业大楼，至于家庭
安装，目前并未实现。

“我们家想装太阳能玻璃
可以吗？”近期，四川省建筑光
伏一体化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卿
鹏接到不少亲朋好友电话，无
一例外都是在询问家装发电玻
璃是否现实。

从目前情况来看，条件已经
具备，但成本问题是一项不得不
考虑的因素。据潘锦功介绍，该
公司生产的发电玻璃，1平方米

价格1000元左右，普通家庭一般
需安装5平方米，以此计算，想要
回本需要约8～10年时间。

事实上，除了成本问题，还
有更多因素需要考量。

今年3月15日，四川省光伏
建筑一体化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揭牌成立。该研究中心将
立足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应用
核心技术，解决建筑方案设计
技术、建筑热工与节能技术、建
筑施工图设计技术等行业共性
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出发电、保
温、装饰一体的板盒装系统，可
呼吸式发电幕墙系统创新产

品，让建筑成为微型发电厂，以
满足建筑物本身的用电需要。

“建筑上有许多规范标准，
但光伏建筑还是一个‘无人
区’，相关标注规范需研究制
定，同时也需解决技术上的难
题。”卿鹏告诉记者，从技术方
面来看，当下市民使用的窗户、
幕墙等是不发电的，但建成光
伏建筑后，相关的窗户、幕墙将
变成了发电的，如何解决防漏
电、用电安全等，都需要进行不
断深入研究。后期维护、保养等
需要注意什么，是否有专业部
门上门检修，都是关键。

刘世旭现场为记者分享了
该公司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内的
检测数据。从数据上看，碲化镉
薄膜发电玻璃从早上6点40分
便开始发电，直到晚上7点30分
才结束发电。即使在早晨、傍晚
阳光微弱的条件下，它仍然能
少量发电。

据了解，目前光伏行业主
要分为晶体硅和薄膜太阳能电
池两大技术阵营，而碲化镉薄
膜发电玻璃是薄膜太阳能电池
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类。碲化
镉薄膜发电玻璃与其他太阳能
电池相比制造成本低，其转换
效率则高于晶硅、砷化镓等其
他类型的太阳能电池；同时弱

光效应好，无论在清晨、傍晚，
还是阴云雨天等弱光环境下都
能发电。因此，对于成都这种光
照时间短，阴雨天气较多的地
区，采用碲化镉薄膜发电玻璃
是最佳选择。

据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
限公司总经理潘锦功介绍，2017
年，由他主导研发的全球最大面
积的碲化镉薄膜发电玻璃问世，
每块面积达1.92平方米，一年可
发电260度。成都的生产线也于
第二年正式建成，该生产线年产
发电玻璃100万平方米。

“生产线建完后，2018年我
们就在特锐德川开电气工业园
内开始建设。”潘锦功说，之后陆

续在省内外多个建筑应用，生产
线也从最初的成都一条线，拓展
至全国9条生产线，一年可生产
发电玻璃2000万平方米。

近年来，“双碳”目标的提出
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为
国内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发电玻璃也越来越
被人所熟知。“社会需求量急剧
增加，不少企业、政府部门找到
我们，想要在一些大型建筑外部
建发电玻璃。”潘锦功告诉记者，
他目前正在为深圳的几栋大楼
安装发电玻璃做方案。

据了解，眼下该公司所有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但由于需
求量大，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光伏发电光伏发电园区应用如何园区应用如何？？
日发电最高超5000度
约占园区用电20%

满负荷运转供不应求满负荷运转供不应求 年产2000万平方米发电玻璃
仍不断有企业上门订货

家庭安装何时实现家庭安装何时实现？？1平方米价格1000元左右
回本需要8～10年

第四届中国匠人大会今日在蓉启幕

“壬申”携定制曲《竹迹》云亮相

《永不消逝的电波》绝美上演
成都观众献上“永不消逝的热情”

8月20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了解
到，《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统
计 显 示 ：截 至 8 月 20 日 16 时 ，

“6.20”干旱灾害已累计造成除攀
枝花外20市（州）122县（市、区）
609.4万人受灾，因旱需生活救助
96.8万人，其中：因旱饮水困难需
救助81.9万人；饮水困难大牲畜
19.3万头（只）；受旱面积43.1万公
顷，农作物受灾面积43.3万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4.7万公顷；直接
经济损失35亿元。灾情还在进一
步统计核实中。

针对本轮干旱灾害造成的重
大影响和灾情发展趋势，按照《四
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试
行）》规定，四川省减灾委员会办公
室决定于8月20日12时启动四川省
自然灾害三级救助应急响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为加快做大做强工业领域企
业（集团），发展一批“领航”企业、

“头部”企业和“链主”企业，推动
四川工业高质量发展。8月19日，
四川省经信厅发布了关于征集
2022年工业领域大企业大集团跨
越发展激励项目的通知。

该通知提出，重点支持工业
领域企业（集团）新晋入榜“世界
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和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申请企业
需要符合国家大型企业划型标
准，企业（集团）中工业领域营业
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
30%且工业领域为重要板块。

据了解，相关激励标准按《四
川省激励工业领域大企业大集团
跨越发展暂行办法》（川经信企业
［2021］123号）执行。具体而言，对
首次入围的“世界企业500强”“中
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年度榜单的工业领域大企业
大集团，分别给予一次性1000万
元、500万元和200万元激励。对每
新跨过一个100亿元级台阶（含
100亿元）的工业领域优质企业，给
予一次性200万元激励，其中一次
性跨过两个以上（含两个）100亿元
级台阶的，给予一次性300万元激
励；对每新跨过一个1000亿元级台
阶（含1000亿元）的，给予一次性
500万元激励。工业领域企业（集
团）同一年度同时符合跨台阶激励
和入榜激励中任一子项的，不重复
激励，采取就高原则给予激励。

据悉，申请企业需按管理权
限、属地化和自愿申报原则，省国
资委监管企业（集团）向省国资委
提出申请，其余省属国有企业（集
团）向省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
他在川企业（集团）向注册地经济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此外，申请企业需于2022年8
月30日前向经济和信息化厅提交
相关申请材料。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胥婷

四川启动自然灾害
三级救助应急响应

最高奖1000万元
四川发布2022年工业领

域大企业大集团跨越发展激励
项目通知

“壬申”竹林写真

剧照

第五代碲化镉发电玻璃高透过率、大尺寸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