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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邮局熊猫基地店开业
熊猫珍藏邮册首发，限量
2000册

跨界卖奶茶、跨界可口可乐
……熊猫邮局作为成都邮政公司
成立的文创品牌，不断跨界“出圈”
被越来越多的熊猫粉丝知晓。10月
9日是第五十届世界邮政日，也是
熊猫邮局成立六周年，熊猫邮局在
熊猫基地的分店正式开业，这也是
继熊猫邮局少城路旗舰店后，在锦
里古街、洛带古镇等人气旅游景点
开设的又一间熊猫邮局分店。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副总
经理王彦超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熊猫邮
局将继续在川内重要市、区开设分
店，并有计划走出海外，让熊猫滚
滚的文创产品全球开花。

新开业的熊猫邮局选址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给游客提
供一个接触成都熊猫文化的渠
道。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店
内看到，明信片、邮册、熊猫印章、
熊猫玩偶、熊猫日用品……熊猫
元素与邮政元素巧妙地出现在文
创产品上。王彦超透露，试营业阶
段，熊猫邮局熊猫基地店每日的
平均游客量超过6000人，游客的
接受度很高。

2019年是科学发现大熊猫
150周年，在活动现场，由熊猫邮
局限量首发的纪念大熊猫科学发
现150周年为主题的纪念版邮册

《大熊猫在中国》也揭开面纱。中
国邮政熊猫邮局负责人曹雅露向
介绍，该本纪念邮册限量发售
2000册，不仅收录了中国邮政发
行过的所有熊猫邮票，还特别利
用蜀锦织绣工艺，定制了蜀锦仿
印的熊猫邮票，利用蜀文化展示
大熊猫的故事。“今年，我们线上
计划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服务更
多海外的熊猫粉丝。”曹雅露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成 袁野 摄影报道

最大集中连片光伏基地
年发电量可达40亿度

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的库布齐沙漠，总面积
1.86余万平方公里。它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之
一，这里的黄沙一夜之间就能抵达北京。过去很
多年，这片沙漠都是京津冀沙尘暴的罪魁祸首。

库布齐沙漠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年均日
照时数超3180小时，发展光伏发电条件得天独厚。

9月1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站在达拉
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制高点四下望去，曾经
的荒漠戈壁已改变模样，一望无际的蓝色光伏板
下，满眼绿意。

官方资料显示，基地位于库布齐沙漠中段，
建设规模200万千瓦，占地面积10万亩，总投资
150亿元，该基地是中国最大光伏治沙基地，也是
国内沙漠地区最大集中连片光伏基地。项目全部
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40亿度，有效治沙20万亩。

基地还拥有一项“世界之最”。由国家电投建
设的“骏马”光伏电站，于今年7月9日通过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板图形电
站。这个电站已经成为知名景点，很多游客慕名
而来。通过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就能发现电站光
伏板构成的图案是一匹奔腾的骏马，它的设计灵
感来自当地牧民的赛马传统。英国《每日邮报》曾
报道过骏马光伏电站：“电站由196320块太阳能
电池板组成，占地面积有195个足球场那么大
……将为300多万中国家庭提供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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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光伏发电应
用领跑基地，很多方面都
在“领跑”。目前国际最先
进的发电技术、最前沿的
光伏产品，已经在这里大
规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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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曾被称为“死亡之海”。

有全国最大的沙漠生态光伏发电站，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也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试验场、开启发展沙漠经济的先导区。

还是市场化治沙，新能源巨头的主战场：国家电投、中广核太阳能、中节能太阳
能、三峡新能源等企业在此展开“大会战”，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光伏发电技术，最前沿的
产品已在这里大规模运用。

就是内蒙古库布齐沙漠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一期项目正在收尾，二期项目已经开
始测绘丈量。从过去的“沙进人退”到今天的“人进沙退”，一度死寂的库布齐沙海，生机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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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流金
光伏板下
见牛羊

一条环保商业路径一条环保商业路径
光伏发电治沙
还养出一群光伏羊

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腹地，178万块太阳能光伏板整齐排列，密密麻麻，蔚为壮观，
仿佛一片“蓝色海洋”。一条沙漠便道，隔出了两方天地，对比鲜明：一边是茫茫戈壁，荒
漠化严重，除了极少的红柳、沙棘等耐旱植物外，满眼黄色沙丘，一片死寂。另一边则是
成片的蓝色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电能。光伏板下方的沙地长出了植物，生机盎然。

这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9月19日在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见到的画
面。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库布齐治沙，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是中国方案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重大创新。库布齐书写的绿色传奇，为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树起一面旗，也向世界提供了防治荒漠化的中国经验。

“光伏+”玩出新花样
预计每年收益超2000万

官方资料显示，基地总体规划采用“光伏+治
沙+农林+旅游”的模式，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目前这种融合发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基地
实施“林光互补”生态修复项目，一期项目已经完
成生态绿化工程2.3万亩。其中建成外围防护林
3000亩，栽植沙障17500亩，种植黄芩等中草药
2500亩，种植红枣等经济林木100万株。预计每年
可实现经济收益2000万元以上，治理沙漠5万亩。

在几公里外，还有一个由亿利资源集团和正
泰集团联合投资的光伏电站项目，占地面积5万亩，
总装机容量310兆瓦，其治沙成果更加显著。

由于几年前装的光伏板下草长得太多、太
高，这个光伏电站干脆养起了羊，让羊来吃草。羊
群穿梭在光伏板之间，成为当地一大特色风景，
这些羊也因此有了新称呼——“光伏羊”。

“光伏+”不断玩出新花样。光伏板挡风遮
阴，不仅促进植物生长，还为散养的羊、鸡、鹅提
供庇护；畜禽粪便作为有机肥料改良土壤，使土
地逐渐得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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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变小，沙丘不跑
地面长出各种草

因为大型光伏发电站的建设，沙漠开始变成
绿洲。在沙漠地区，光伏发电板基桩本身是很好
的固沙工程；发电板大规模安装后，白天为地面
植物挡住过强的阳光，减少地面水分蒸发，夜晚
又会冷凝截留少量水分，为植物生长提供更加温
和的环境。

在沙漠腹地，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公司的訾
玉林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他所在的公司是中节能
达拉特光伏领跑基地项目的总承包方，负责超过
2000亩光伏发电板的安装施工，如今工程已经到
了收尾阶段。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发
现，二期工程已经开始测绘丈量工作。

“去年我们刚来的时候，晚上刮风早上工地
门都被沙子堵死，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扫沙子。”訾
玉林告诉记者，安装光伏板之后，第二年就能看
到明显的治沙效果。风沙变小了，沙丘不再移动，
黄色沙地已经变绿，地面长出了各种植物，有的
还开出了花。记者深入光伏基地内部参观发现，
光伏板下已经长出成片植物。一些光伏板间隙种
植了黄芩、黄芪等中草药，一些区域则种植了红
枣等经济林木。

基地不光发电，还负责治沙、做生态修复，并
种植了不少经济作物。它是中国探索“光伏治沙”
的典型样本，改变了过去单纯政府出钱治沙的方
式，走出了“市场化治沙”新模式。

治
沙

一个全球治沙样本一个全球治沙样本
库布齐沙漠植被覆盖度

昨天，A股市场比想象中更
加坚挺，沪指低开之后，一度跌破
2900点整数关，但随后顽强回升，
并 以 红 盘 报 收 ，最 终 涨 幅 为
0.39%。尽管成交继续低迷，市场
偏于谨慎，但这样的走势，还是让
我们对后市再次满怀希望。

昨天对指数贡献最大的是银
行股。除了南京银行小幅下跌外，其
余银行股全线飘红，青农商行、常熟
银行涨幅超过5%；平安银行连续两
天上涨，昨天继续创出新高。

地产股也是近期比较强势的
权重板块。昨天，金地集团、华发
股份涨幅超过5%、保利地产上涨
3.71%，万科A也是两连阳。

昨天，A股市场一个另类板
块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相关概念个股兴起，浔兴股
份、青岛双星、粤宏远A涨停，其
中青岛双星更是一字板涨停。

浔兴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旗下
运作的是福建浔兴篮球俱乐部；与
青岛双星有关的，则是青岛双星篮
球俱乐部，粤宏远A相关的则是广
东宏远篮球俱乐部，也就是易建联
效力的球队。除了这几家公司外，
浙江广厦旗下的浙江广厦篮球俱
乐部，也是CBA中的一只强队。

对于这个题材的炒作，在达
哥的意料之外。如果嗅觉灵敏一
些，照理说是能够捕捉到机会。但
达哥完全没有意识，算是彻底错
过了这次短线博弈。今后对短线
市场机会的挖掘能力，看来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

对于后市，当然继续维持不
悲观的态度。沪指昨天收复5日均
线，这是9月23日之后首次重上5
日均线，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接下
来，就需要放量了，如果能够放量
守住5日均线，那么将对后市的反
弹延续更加有利。

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
商即将开始，不确定性依旧未能
解除，操作上还是维持谨慎。至
于个股机会，我个人认为，现在
已经进入三季报披露期，三季度
业绩预计大幅增长的公司依旧
值得关注。 （张道达）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这个板块
意外火了

熊猫邮局开业仪式现场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漫山遍野的光伏板

“骏马”光伏电站由196320块电池板组成，占地面积相当于195个足球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板图形电站

效率神器 跟踪支架跟着太阳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传统的光

伏板多数采用单面光伏板，但基地的电站采用了
双面光伏板，也就是正反面均可发电。据了解，双
面光伏板年均增益10%~15%。

除了双面光伏板，记者还在基地见到了最新
型的光伏板自动跟踪支架，可以自动跟踪太阳位
置调整方向，每15分钟调节2度的倾斜角，年发电
量也较固定支架提高10%~20%。

在目前光伏组件、电池片等技术已经非常成

熟的条件下，光伏发电效率要提升1%都很困难。
然而，光伏板自动跟踪支架却轻松提高了10%以
上，堪称光伏行业大幅提升效率的“神器”。

记者还注意到，偌大的基地发电场区鲜有工
作人员，只有数公里之外有个小型运营基地。如何
快速实现对上百万块光伏板的巡检？如何对脏了的
光伏板进行定期清洗？光伏基地内的地表植被又如
何养护？

“都远程智能化管理了，我们这儿不需要太
多人工。”据运营基地的工作人员介绍，基地采用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巡检等方式运
营维护，导致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大幅减少。

智能神器“千里眼顺风耳”运维
沙漠光伏电站往往面临项目空间距离远、地处

偏僻、运维管理成本高的难题。但现在的远程智能运
维管控，让光伏电站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除了无人机巡检外，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
跑基地还将实施机器人智能清洁。

在库布齐沙漠，亿利集团的光伏发电项目已
经实施智能无人机巡检、智能清洁机器人清洁。
以100兆瓦光伏电站为例，此前人工巡检一次，6
名全职员工需要3个月时间，现在采用无人机巡
检，仅需要一周时间即可完成。而当无人机检测
到光伏板存在污垢后，通过向智能清洁机器人发
出清洗指令，即可实现光伏板的自动清洁。

地表植被的管理和养护，也不需要多少人力
了。记者发现，基地外围的固沙工程借鉴了“麦草
方格”技术，这种源于中国、蜚声世界的固沙方
法，成本低廉且实用，每个方格彼此相连，像网状
铺在沙丘表面，从而成功“缚住”流沙。而基地内
种植的各类地表植被，除了采用有极强适应性的
本土种类之外，还采用了先进的滴灌技术，将珍
贵的水资源送到植物根部，一滴也不浪费。

大量先进前沿技术的运用，为中国荒漠化治
理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随着光伏装机规模的不
断扩大，光伏组件功率不断提升，库布齐沙漠
的光伏治沙模式还将带来更高的经济收
益和生态改善效果。

从商业路径到治沙样本

科技
领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探访中国最大光伏治沙基地

最贫瘠恶劣的地方，往往
开出最惊艳的花，这也是沙漠
光伏带给世人的美好愿景。

不过，沙漠里的光伏发电
还存在一些问题。

9月27日，出席2019第二届
中国光伏产业高峰论坛的阳光
电源集团副总裁程程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沙漠光
伏在荒漠治理中确实能起到很
好的作用，但面临的最大的问
题就是防沙。沙子随风力侵蚀，
很不好处理；同时沙丘会移动，
也会对电站造成影响，甚至将
发电板埋没，当然现在固沙之
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据程程介绍，阳光电源在
库布齐沙漠里的光伏电站，就
遇到过发电量突然降低的问
题，查了各项数据都没找到原
因。后来派人到现场查看，才发
现光伏板上全是沙子，导致组
件表面接受到的光照辐射降
低，从而导致发电量下降。

另一位出席高峰论坛的光
伏专家也表示，沙漠里难免有沙
尘暴，对光伏板的破坏性不言而
喻。同时沙漠光伏发电常出现

“热斑”现象，不但无法正常工
作，还影响组件寿命甚至烧毁组
件。该专家透露，去年有个光伏
电站有无人机采用热成像仪检
测，发现了8000多个热斑。

迎着困难上，中国治沙工
作力度不断加大，很多沙漠和
荒漠已经得到治理和绿化，实
现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
的历史性转变。曾经的不毛之
地库布齐沙漠，植被覆盖度从
2002年的16.2%，提升到2017年的
53%，快要变成绿洲。作为世界上
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库布齐
沙漠也成为联合国“全球治沙样
本”。在“一带一路”战略驱动
下，中国的生态光伏治沙也开
始走出国门，在海外迎来了新
一轮发展机遇。毕竟很多“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也都面临荒
漠化的严重问题。

“金沙、蓝海、绿洲”，这是
矗立在达拉特光伏基地的几个
大字。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展现
了光伏项目对生态改善的巨大
促进作用，实现了光伏发电、生
态修复、扶贫利民的共赢。

据活力内蒙古报道，生态
恢复后的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
区再现水草丰美的牧场，开始
发展“野牛”养殖，牧民的日子
越来越滋润，成功践行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眼下的达拉特光伏基地还
在快速扩张，基地项目一期2.5
万亩已经建成并实现全容量并
网发电；二期项目即将于今年
10月开工。在即将开工的二期
项目所在地，记者看到了真正的
沙漠，荒凉、死寂，看不到生命迹
象。沙丘连绵不绝，举目望去，天
地间尽是黄沙。虽然当天并没有
起风，但仍能想象出沙尘暴来临
时的景象。然而这片沙漠也将
在一年后不复存在，它将在人
类面前彻底丧失原本的“尊
严”，化身为基地的一部分。

一个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
领跑基地，将有效治沙20万亩，
而库布齐沙漠还有多个这样的
大型光伏发电项目。随着越来
越多的光伏电站挺进沙漠，终
有一天，库布齐沙漠将会消失；
终有一天，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盛景将重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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