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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我们在今年

3

月启动了物料储备计划，将物料储备

周期加大控制在

14

—

21

天， 以保证物

料不断料，生产不停歇。 ”孙敏介绍，在

人员管理上，该公司储备了近万个床位

供一线员工，做到了全封闭的生产管理

模式，保证我们生产运转满负荷。“ 今年

我们年度预算目标是

40GW

，按目前情

况来看，我们有百分百的信心完成。 ”

与此同时，晶科能源扩产步伐也在

不断加大。

6

天完成地坪浇筑

1.8

万平

方米，

7

天完成屋面板安装

1.5

万平方

米，

13

天完成主体结构安装

5

万平方

米……今年开工的投资

10

亿元的晶科

8GW

项目拿出了“ 一天当作两天干”的

狠劲、“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拼劲、“ 一班

接着一班干”的韧劲，正全力刷新建设

新速度。其中

7

号组件车间正进入装修

阶段， 将于

6

月中旬设备进厂，

8

月底

实现生产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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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苑 记者蔡文逸报道 ：“ 近

期， 我们通过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

80

多

万元的退税很快就到账了，极大地缓解了

疫情带来的资金压力。 ”上饶市康可得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黄文晰告诉记者。 据

了解，在省、市、区纾困解难政策出台后，

上饶经开区税务部门第一时间辅导康可

得公司申请办理退税，

80

余万元的税款很

快便“ 入袋”。“ 我们将把这笔退税用于产

品研发，力争早日实现量产，上饶经开区

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给我们发展带来了

信心和底气！ ”黄文晰表示。

为全力冲刺“ 强攻二季度、 确保双过

半”的目标，上饶经开区按照“ 疫情不失防、

经济不失速、项目不失时”的总体要求，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日前出台实

施《 关于贯彻落实省、市有效应对疫情帮助

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的若干政策的实施细

则》，精心制定了

40

条帮扶具体措施，全力

助企纾困解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据了解，《 实施细则》既包括减税降费、

稳岗留工、租金减免、公积金缓缴、信贷支

持、融资担保、用工培训等普惠性纾困扶

持措施，也包括支持餐饮住宿业 、批发零

售业、文化旅游业、交通物流业、工业、农

业等

6

大行业的政策措施，并明确了受理

部门、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受理电话，确

保政策落实服务到位。

同时， 上饶经开区进一步加强对挂点

干部与企业的联系服务。 《 实施细则》颁布

后，“ 百名干部联百企”挂点干部立即深入

全区近

400

家挂点企业， 张贴挂点干部服

务责任牌，以及国家、省、市、区纾困解难政

策宣传单，为企业细致讲解宣传“

40

条”具

体措施，梳理企业各项需求，推动纾困解难

政策落地落实、中小企业应享尽享。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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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经开区送出政策服务“大礼包”———

40 条“硬核”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

区域新闻

责任编辑：蔡文逸

电话：

8237576

２０22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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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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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道生产工序

核心导读

一季度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晶科能源———

“二季度我们信心满满”

3

生产物料备足

建设速度加快

今年一季度，晶科能源

组件出货量达

8.03GW

，再

一次位居全球第一， 累计

19

次打破世界纪录。 其中，

组件出货量为

8031

兆瓦，

硅片和电池片出货量为

359

兆瓦，出货总量较去年

同期增长

56.7%

。 经历一季

度的“春暖”，二季度形势如

何？记者探访了上饶晶科能

源三厂组件生产车间。

在上饶晶科能源组件事业部总经理孙敏

的办公室内， 一张大幅显示屏格外醒目———

不断跳动的实时数据， 是晶科能源在江西上

饶、浙江海宁、马来西亚、美国等全球各地生

产基地的生产情况。“ 这是

BI

可视化看板系

统，你看，这是我们上饶工厂的情况，

5

月份

到现在为止达产率是

101.89%

。 ”

孙敏介绍， 每年年底该公司都会通过对

各方因素预判， 确定下一年度的年度产能预

算目标。“ 目前我们是处于满产状态，第一季

度是百分百完成预算目标的， 第二季度经过

这段时间的实践，也是处于达产状态，我们对

二季度和今年的预算目标完成是百分百有把

握和信心的。 ”当下，上饶晶科能源工厂内的

6300

余名一线员工正实行两班倒，按照

2.33

比例排班，保质保量保生产。

“四个进一步”推进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推进会召开

纪检监察业务

培训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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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近日， 上饶经

开区召开纪检监察业务培训会， 区纪检监察工

委干部、 区直单位纪检监察员、 创投集团纪委

干部和纪检监察监督联络员、 乡 （ 街道、 办事

处） 纪 （ 工） 委书记等参加培训。

培训会围绕区直单位纪检监察员如何履

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 “ 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 等内容进行了授课培训。 会议

指出，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设立

纪检监察员的重要意义， 以纪检监察工作的高

质量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进一步

自觉担当作为， 主动担负起纪检监察员工作职

责， 当好“ 监督员” “ 联络员” “ 宣传员”；

要进一步勇于担当作为， 围绕纪检监察员职责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自觉加强有关法律、 法规

学习， 掌握履行纪检监察员职责必备的政策、

法律知识。 同时要求， 要充分发挥好上下联动

作用，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强化政治担

当， 深化作风建设， 忠诚履职尽责 ， 严于律

己、 廉洁修身， 为营造本单位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工作环境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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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近日， 上饶经

开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各点

位挂点领导、 各点位主要责任单位包保领导、

材料报送主要责任单位领导及报送员、 创文主

要部门负责人、 创文办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 要落细落实创文工作， 对

4

月

份交叉检查结果 ， 形成问题处理清单和计

划， 对整改成效进行现场督查比对 ， 做到一

周内所有静态问题基本清零； 要提升纠错能

力， 明确职责、 压实责任， 将会议精神及工

作内容落实到岗到人； 要提升网格化管理水

平， 做到各司其职又整体联动， 形成责任单

位与共建单位共建共治的工作局面 ； 要统筹

好创文与业务的关系， 兼顾点位打造和材料

申报 ， 在材料申报上做到有前瞻性 、 及时

性、 高质量， 在人力物力的投入上做到人尽

其才、 物尽其用。

会议指出， 网格化管理要再发力， 做到社

区牵头、 行业指导、 志愿服务、 严格考核； 功

能设施要再完善， 对照标准联合联动， 鼓励创

新机制， 达到精美呈现的效果； 小区物业水平

要再提升， 推动物业管理标准化， 建立健全小

区物业费用收缴机制， 提高小区物业人员组织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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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美琴 记者蔡文逸报道： 日前，

上饶经开区召开

2022

年

5

月重大产业项目会

诊推进会，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就如何有力有序高质高效推进

区内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该区着重从“ 四个进

一步” 发力：

做到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 要强化“ 一切

围绕项目转、 一切围绕项目干” 的意识， 专注

产业项目这条主线， 各相关责任领导要带头担

当作为， 将责任扛在肩上、 问题装在心里， 积

极主动靠前指挥、 靠前服务， 对涉及问题要有

及时调度、 实时解决的工作能力， 充分发挥好

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

做到项目建设进一步加速。 各部门要以问

题为导向、 目标为导向、 效果为导向， 进一步

发现问题、 梳理问题， 切实为项目建设纾困解

难； 要围绕项目建设提质加速， 做到服务意识

进一步强化、 能力进一步提升、 作风进一步转

变。

做到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 一流的营商环

境是第一竞争力， 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项

目， 更要有高质量服务； 要为企业提供全生命

周期的高质量服务， 有机融合“ 工业服务日”

“ 项目会诊日” “ 百名干部联百企” “ 项目五

人行小组” 等项目服务机制叠加功能， 不断提

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项

目高效推进。

做到各项工作进一步统筹。 要注重全面统

筹， 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 全面性、 前瞻性

和预见性， 对各项目的建设进度、 要素瓶颈，

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研判， 形成既能适用当前，

又能着眼于经开区长远发展的解决方案。

会议指出， 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 项目为

王、 项目为大、 项目为先” 理念， 围绕主导产

业抓项目， 以建链、 补链、 延链 、 强链为主

线， 加快优势产业集群化； 要正确处理好存量

与增量关系， 以优质的服务， 助力现有企业做

大做强； 要不断引进优质项目， 形成新的增长

点， 有序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为实现

当好融入长三角“ 先行军”、 打造中部走前列

“ 示范区” 的发展目标提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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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件从生产到出货要经过多

少道工序？走进上饶晶科能源三厂组件

二车间，

3

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 划片、

焊接、一道铺设、摆串、叠焊、胶带固定、

点焊、 二道铺设、 盖背板、

EL

测试、层

压、装框、固化、测试、包装……工艺高

级工程师韩策向记者细数每一块太阳

能光伏组件的生产工序。“ 包括固化需

要的

3

小时，每块组件要历经约

9

个小

时，近

20

道工序，每道工序的生产节拍

在

24

秒以内，工人们需要细心再细心、

严谨再严谨，打足十二分精神。 ”

在组件二车间， 记者看到全自动化

设备高速运转着， 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

上料、下料，还有的工人负责给组件贴上

追溯码。“ 通过这个追溯码，每一块组件

的生产时间、地点、线体都能一目了然。 ”

生产经理李小芳介绍， 该车间主要生产

405

—

415W

的

P

型组件，为保证快速产

能， 车间将自动化程序调整到最好，

3

条

生产线单班单线一天可生产

3100

块组

件，整个二车间一天产量在

9300

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