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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上饶光伏产业“中部”赛道

看上饶捷泰新能 5GW 电池项目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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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上饶捷泰新能

5GW

电池项目

预计 建成投产

今年年底

25

亿元

总投资

占地

108

亩

车行至上饶经开区兴业大道， 上饶捷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片项目施工现

场一片繁忙， 工程车、 吊装机紧张作业， 钢结构厂

房已拔地而起。

“ 该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 规划新建年产

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片， 占地

108

亩， 新增主体厂房

及配套附属建筑面积共计

6.4

万㎡。

9

月份开工，

预计

12

月即可建成投产 ， 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约

40

亿元， 利税超

1

亿元， 新增

1200

个就业岗

位 。” 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

郑共智告诉记者， 该公司是一家主营太阳能电池

生产制造和销售的光伏企业， 拥有一流的生产工

艺及国际先进生产设备， 凭借着技术创新、 科学

管理及成本控制三大核心竞争力 ， 主打的多晶 、

单晶太阳能电池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是行业领

先专注于高效太阳能电池研发、 设计、 生产、 销

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也成为了行业

内拥有单体最大的高效太阳能电池生产车间企

业 。 “ 公 司 目 前 主 要 运 用 的 技 术 路 线 是 单 晶

PERC

电池技术， 可覆盖

182mm

至

210mm

全系列

大尺寸硅片。”

在郑共智看来， 过去十年， 上饶经开区光伏产

业的产业链是成“ 工形” 发展态势。 “ 通俗地说就

是上游和下游的产能比较大， 中间环节比如电池这

块的产能相对较小， 我们项目投产以后， 公司总产

能达到

10GW

， 市场占有率排行业前三， 预计可促

进经开区光伏产业产值实现百分之十的增长。”

捷泰新能是一家年轻的光伏企业， 快速发展的

背后， 得益于持续地技术研发与智能制造转型升

级。

记者了解到， 目前该公司拥有专利证书

83

项，

其中发明专利

22

项、 外观设计

5

项、 实用新型

56

项。 按照项目规划， 捷泰新能

5GW

高效太阳能电

池片项目旨在打造行业单体产能最大， 效益最高的

一体化智能工厂。

该项目的实施将有效带动相关硅料、 硅锭、 硅

片、 光伏组件及相关配套材料、 光伏电站应用等有

关设备配套产业链项目集群发展， 拉动光伏上下游

产业链新增营收上百亿元， 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

形成并壮大一批有特色、 有优势的专业光伏制造企

业抱团集群， 起到强链、 延链、 补链的作用， 进一

步提升上饶经开区“ 国家光伏产业制造基地” 这一

名片的含金量， 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光

伏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 还将改变过去上饶经开

区在光伏产业整体集群效益不突出、 产业链发展不

均衡的情况， 进一步完善光伏产业链中的电池短

板， 促进上饶光伏产业良性发展。

上饶师院调研组来区调研

■

快

读

本报讯 黄汉祺 记者蔡文逸报道：日前，上饶师范学院

调研组来到上饶经开区， 先后到康可得生物科技、 星盈科

技、晶科能源等企业调研。

在上饶市康可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研组一行详细

了解细胞科学进展及康可得系列产品；在星盈科技，调研组

参观企业展厅， 深入了解锂电池的生产研发情况及锂电池

在储能和汽车行业的应用情况；在晶科能源，调研组一行深

入双倍增、再倍增项目生产车间，观摩生产流程，了解企业

订单共需情况， 并详细了解了晶科能源企业发展理念及人

才培养计划。 调研组表示，上饶经开区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并就如何进一步加深

校企合作，为企业培养专业对口的技术型人才进行了研讨。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11

月

6

日上午， 上饶经开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辖区内

20

余家药品经营单位以视频

会议的形式参加了“ 江西省安全用药月启动仪式”活动。

据了解，

2020

年度“ 全国安全用药月”主题为“ 安全用

药 战役通行”，宣传重点包括战疫事迹宣传、监管法规制

度宣传、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等方面内容。

在启动仪式结束之后， 区市管局组织药品经营单位就

药品监管部门、医药企业等在规范、加强药品监管和药品质

量安全风险控制、保障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进行了交

流讨论，并举办了药品安全网络知识有奖竞赛。

“安全用药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 刘梦华 记者蔡文逸

报道： 日前， 记者从上饶客车获

悉， 该公司研发的首批

40

辆氢

燃料城市公交车将于

11

月中旬

交付， 投放大连城市公交运营。

记者了解到， 氢燃料电池汽

车以其更环保、 零排放的独特优

势， 被业界称为“ 新能源汽车的

终极目标”。 在时下快速发展的

纯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合动力汽车

中， 面临充电时间长、 续驶里程

不够等难题时， 一直发展较缓的

氢燃料电池汽车开始成为世界各

大主流车企争相研发的重要技术

课题。 尤其是在客车领域， 燃料

电池客车具有的零排放、 加氢时

间短、 续驶里程更长等优势成为

国内外企业的“ 兵家必争之地”。

为应对未来氢燃料汽车行业

的发展新趋势， 在新一轮竞争中

赢得主动和优势， 博能上饶客车

公司成立氢燃料电池客车研发项

目小组， 并于今年

8

月通过了国

家汽车检测机构的新产品项目检

测和实验，

9

月在国家新产品公

告上发布 ， 当月就斩获了首批

40

辆氢燃料城市公交车订单。

“ 公司开发的氢燃料客车系

统由电堆模块、 空气系统、 氢气

系统、 冷却系统和电气及控制系

统等部分组成， 可为燃料电池车

辆提供持久稳定的动力输入， 可

适应多场景运营。” 博能上饶客

车公司技术副总监李剑介绍， 氢

燃料城市公交车在能源方面既能

依托氢燃料独立运行， 又能在行

驶的过程中给电池充电， 加氢也

仅需

10

—

15

分钟， 满载实际续

航里程可达

450

公里。 与纯电动

客车相比 ， 具有零排放 、 零污

染 ， 加氢时间短 ， 续航里程更

长， 运营效率更高等优势。

上饶客车首批氢燃料电池车将投用

加氢仅需 10 至 15 分钟

为促进基层党建“ 三化”建设发挥实效，上饶经开区兴

园街道办在推进基层党建“ 一号工程”的“ 三化”建设工作

中，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发展大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壮大，推动城市“ 幸福小区”建设，扎实打造了

“ 一引双推”工程。

最近，前山社区的居民们有了新去处。 办证厅、妇女儿

童之家、读书角、台球桌……在社区服务中心大楼二楼，一

处“ 高大上”的党群服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了，村民们在这

里办事娱乐，其乐融融。这只是兴园街道重点抓好基层阵地

整合、资源优化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该街道聚焦城市、农

村社区，着力打造了

7

个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满足党

员活动和服务群众需要。 在建设中，始终坚持统筹协调、分

类分级的原则，制定了农村、社区、机关等领域重点任务清

单，为有效抓好“ 三化”建设瞄准了靶心、梳理了核心。

在城市社区， 该街道稳步推动了“ 党建

+

幸福小区”工

程。 凤凰、新科两个城市社区以单独或联合方式建立起

11

个小区党支部，覆盖了所有居民小区，目前共组织在职党员

报到

130

余人次，认领“ 微心愿”

20

个、开展社区志愿服务

活动

20

次。 晶华美郡小区没有物业入驻，曾长期处于管理

无序状态，内部环境脏、乱、差，通过党建引领，所属的新科

社区党委从居住在小区的无职或退休老党员中选出热心肯

干的人员组建小区党支部，并由社区干部兼任支部书记，由

党支部牵头成立了业委会，选聘引进合适的物业公司，有效

解决了多年存在的管理难题，赢得了小区居民的共同赞许，

两个“ 老大难”小区走上良性治理轨道。如今，通过建强小区

党支部，发挥支部政治领导作用，新科社区目前已实现了所

有小区物业入驻全覆盖。

在农村社区，该街道着眼于乡村实际，全面推进了“ 党

建

+

集体经济发展”和“ 党建

+

项目征迁”。“ 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是乡村发展的基础。 ”李正告诉记者，该街道制定出

台了《 兴园街道关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 ，完善

了村（ 社区）年度考核方案，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情况纳入

村（ 社区）工作实绩的考核内容。 并全力发展“ 一村一品”特

色经济，按照“ 定一个好规划、找一条好路子、富一方群众、

活一方经济”的“ 四个一”发展思路，因村制宜，发挥优势，不

断拓宽发展领域，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使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预计到今年年底，可实现集体经

济超

400

万元村（ 社区）

1

个、超

50

万村（ 社区）

3

个。

同时，坚持党建引领，助力项目征迁“ 加速度”。“ 项目征

迁推进到哪里，党组织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兴园街道有效

整合了党员力量，组建了多个征迁临时党支部，党员靠前作

战，承担宣传、测量、签约、拆除、服务等一系列任务，“

5+2

”

“ 白

+

黑”成为多数办村党员干部的常态，真正做到了将党组

织力量贯穿征迁工作始终。同时，还号召涉征涉拆党员干部

做到带头测量、签约和交付，并主动做好亲戚、朋友和关系

户动员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的领头示范作用。 今年上半年，

该街道完成房屋征收

447

户，共计

20.02

万㎡，完成土地征

收

4365.6

亩，有效保障了各重点项目的开工建设。

上饶捷泰新能

5GW

项目效果图

面对既有城市小区又有农村

社区的治理难题， 上饶经开区兴

园街道办积极寻找———

破解社区治理的

密码

本报记者 蔡文逸

“就像一只脚在泥水田， 一只脚已经上

岸。 ”在谈及上饶经开区兴园街道办社区治

理的特点时，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正一语

道破。 兴园街道位于上饶经开区中心区，随

着园区经济社会发展， 这里既有像凤凰、新

科这样的大型城市社区， 也有像前山社区、

板桥村这样的农村社区。 如何兼顾城市与农

村社区特点，做好社区治理工作？ 兴园街道

在“一引双推”工程中找到了破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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