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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8月11日，
万里之遥的南非一家占地5000平方米
的工厂开业，引发了国内众多媒体的聚
焦。因为，这是中国光伏企业在非洲建
设的首家工厂，而投资商则是我省的光
伏龙头企业——晶科能源公司。

晶科能源是一家世界领先的光
伏企业，去年硅锭、硅片、电池片垂直

一体化产能达到约 2吉瓦，组件产能
达到约 2.1 吉瓦，其光伏组件和硅片
的生产基地主要在上饶经开区。
2010年5月，晶科能源在美国纽约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国际金融危
机之后，国内光伏行业第一家在美国
上市的企业。

如今，晶科能源的营销网络已经

遍及意大利、德国、美国、南非等主要
光伏市场。此次在南非开普敦设立
的太阳能组件工厂总投资约合 750
万美元，年产能120兆瓦，将创造250
个本地就业机会。该工厂将运用晶
科能源中国生产基地的先进技术，确
保有最高质量的光伏组件生产工艺。

“我们很荣幸成为首家在南非建

厂的海外太阳能生产商。”晶科能源
首席执行官陈康平说，自 2012 年首
次赢得南非公开竞标以来，晶科能源
已向南非市场累计出货 300 兆瓦。
南非组件工厂的落成体现了公司的
资本实力和产能全球布局能力。

“充沛的光照资源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让南非成为我们非常看好且拥

有巨大潜能的光伏市场。”陈康平表
示。2012年，晶科能源成为南非首家
离网光伏电站的组件供应商，此后又
多次中标当地光伏电站项目。

业内人士分析，晶科能源在南非
设立组件工厂有助于在当地自产自
销，将继续扩大晶科能源在南非业已
领先的市场占有率。

晶科能源大步“走出去”在南非设立太阳能组件工厂

赣企开我国光伏企业非洲建厂先河

一块黄色圆滑的石头，一转手就
能卖上万元。近几年，赣州黄蜡石成
了奇石市场的新宠，是不少收藏家眼
里的“香饽饽”。前不久，赣县黄蜡石
大市场正式开业。不过，尽管拥有摊
位 160 个，交易场面火爆，但繁荣的
背后，却折射出市场的不成熟。

黄蜡石资源丰富
从业人员达2万

石质细腻的黄蜡石作为一种石英
矿物体，经加工成艺术品后，美观、华

丽。近些年之所以风靡于收藏界，正
是源于收藏者的爱好和民间投资热。

赣州市章贡区山清水秀，河流落
差大，河滩多，具备奇石形成的有利
条件。水西镇作为占有赣州 80%黄
蜡石的产地，坐拥这一天然优势。如
今，该镇不少村民已不再以种地为
生，而是将精力放在寻找石头上。他
们虽然对黄蜡石没有收藏兴趣，但是
通过在自家山上、耕地中挖石发家致
富，有的村民甚至因为获得一块奇石
而一夜暴富。

为了扩大黄蜡石影响力，在赣州
本地 5 名民间赏石爱好者的大力推
动下，赣州黄蜡石早市于 2011 年 12
月18日开放。

然而，随着赏石队伍的扩大，位
于赣州火车站附近的早市已无法满
足需求。今年 7月中旬，这个早市转
移到赣县。“早市开放当天，从樟树、
吉安、寻乌、大余等地赶过来摆设的
摊点有 160 余个，交易人员上千人，

成交额超过 500 万元。”资深玩石者
钟宗志说。

据介绍，目前赣州从事黄蜡石挖
掘、收藏、交易的人员至少有 2万人，
大大小小石馆也有100多家。

缺乏雕刻人才
知名度难提升

然而，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折射
出黄蜡石市场的不成熟。

“赣州黄蜡石和浙江金华等地的
黄蜡石质地差不多，可在价格上却相
差甚远，归根结底，还是赣州黄蜡石
在全国市场上认知度不够，名声不够
响。”钟宗志认为，赣州黄蜡石亟待加
强品牌建设，而这光靠民间力量是不
行的。

李布是赣州市观赏石协会的副
秘书长，从事奇石收藏 30年。他说：

“品质好、质量上乘的黄蜡石都在私
人藏馆中，没有人引荐，是难以欣赏
到的。”他向记者介绍，虽然从事这一

行业的人很多，但其中不少人对收藏
规则一无所知，他们关注的是价格和
利益，盲目投资，这不利于黄蜡石市
场的培育和发展。李布说，目前赣州
市 100多家石馆中，公益性的藏石馆
竟然没有一家。

“成熟的观赏石市场的标志是什
么？是拥有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
的公益性收藏馆，可目前赣州并没
有，这对提升赣州黄蜡石知名度来说
是一个短板。”赣州观赏石协会秘书
长胡浩生也肯定了这一说法。他说，
赣州目前缺乏大师级的高端赏玩和
雕刻人才，导致黄蜡石作品的文化品
位、知名度、美誉度难以得到提升。

李布对此直言不讳：“现在赣州
市场还处于低端把玩阶段，真正高端
精品很少。”

推动产业聚集
打造文化名片

目前，赣州黄蜡石市场不够完善，

没有比较明确的鉴定标准，导致市场
无序混乱，庞大的交易量主要是以地
摊的形式进行。

针对目前赣州黄蜡石市场发展
短板，各方也在积极采取措施，为发
展寻求良方。

今年 1月，江西黄蜡石专业委员
会在赣州成立并设办事处，开展全省
性黄蜡石研讨交流、艺术创作、展览
展销、作品评鉴、人员培训等活动。7
月，赣县客家文化城的黄蜡石大市场
每逢双休日开市，目前拥有 160余个
铺位。

针对目前雕刻行业人才的匮乏，
业内人士希望由政府主导，出台优惠
政策，吸引雕刻大师来赣州创业，同
时推动产业集聚，规范目前比较混乱
的黄蜡石市场。

“赣州黄蜡石发展前景广阔，希望
再过几年，这里的黄蜡石能成为除了钨
矿、稀土以外的另一张被人们熟知的赣
州名片。”一名资深玩石人士说。

市场表面繁荣但短板不少
缺乏雕刻大师高端精品少

赣州黄蜡石品牌建设还需多方发力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吴 寒

本报吉安讯（记者陈璋）葡萄
丰收，吉安农户肖公芝本应喜上眉
梢，但由于人手不够、销路不畅，他
依然愁容满面。幸运的是，当地爱
心志愿者和企业帮他解了难题。

肖公芝家住吉安市吉州区
兴桥镇岭下村，妻子王玉珍患有
尿毒症，每个月都需前往医院透
析 8 次，需要支付高昂的治疗
费用。2009年，肖公芝看到葡萄
的市场行情不错，便和妻子借了
8 万元承包了 9 亩地种植葡萄。
从这以后，肖公芝每天起早摸
黑，指望葡萄丰收后缓解家庭经
济压力。

今年 7月，4000余公斤葡萄
挂满枝藤。然而，看着这些果
实，肖公芝又犯了难：没钱请人
采摘，也没有好的销售渠道。按
此速度，大面积的葡萄将烂在地
里，此前投入将血本无归。

就在肖公芝一筹莫展之际，
吉安爱心志愿者协会伸出援
手。从 7 月中旬开始，每逢周
末，他的葡萄基地都会迎来很多
志愿者。“他们不仅帮忙摘葡萄，
走之前还会购买葡萄，一买就是
几十斤。”肖公芝说：“他们买的
价格比市场上还贵，都是为了尽
力帮我。”

在志愿者们的爱心传递下，
肖公芝的葡萄得到了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8月10日上午，吉安
一企业派人驱车来到基地，决定
以超出同期市场批发价格的
30%进行收购。除企业员工爱
心购买一部分外，其余葡萄面向
市民进行“爱心义卖”，中间价格
差额由企业承担。8 月 11 日上
午，肖公芝的第一批葡萄被运至
义卖点。几个小时后，近 250公
斤葡萄就被一抢而空。

本报崇仁讯（记者余红举）
“7月18日采摘，到现在只卖了1万
公斤。”8月 10日，回乡创业的崇
仁县河上镇大学生黄永达满脸
愁容，他从浙江引进的玫瑰香葡
萄、水晶葡萄，种植面积 80 亩，
今年产量 5万公斤，却遭遇销售
不畅。

亲属借款、银行贷款、大学
生就业指导中心帮扶……黄永
达2011年投入60万元开始葡萄
种植。为了能掌握好果树管理
技术，他每天都要到果园绕上几
圈，观察生长动态，做好种植笔

记，遇上难题便四处寻师学习。
“因为是新开发种植的葡萄

园，去年 80 亩产了 1.5 万公斤，
销售还算顺畅。”黄永达说：“今
年进入高产期，产量突破 5万公
斤，但到现在只卖了 1 万公斤，
葡萄眼看就要腐烂脱落了。”

记者采访时，黄永达懊恼地
说：“自己太大意，去年销售行情
还好，今年没有去跑市场，掌握
销售信息，提前联系经销商。等
到 8 月发现葡萄销售不畅时去
跑市场，市场已经被其他种植户
占领了。”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8月
13 日，本报助学活动报名结束。截
至当日 18 时，共有 32 名学子报名。
由于名额有限，本报将从中挑选 25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作为助学候
选对象。

连日来，玉山县、广昌县、乐平
市等多地的学子报名申请助学金。
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或因病致
贫，或遭遇重大变故。在联系学生

本人确认报名信息时，记者发现，为
凑足学费，近半学生都在利用暑期
打工。

在学生本人为上大学做最后冲
刺的同时，许多好心人也伸出了援
手。13 日下午，南昌县塔城乡相关
负责人致电本报，并提交了2名贫困
学子的资料，他们幸运地搭上了本次
助学活动的“末班车”。

“看到助学报道后，我们立即

组织工作人员在各村摸底调查。”
该负责人说，有些需要帮助的学生
对助学活动不知情，险些错过了这
次机会。

因为最终助学名额只有25个，本
报将以家庭困难程度为认定标准，从
所有报名者中挑选25人作为助学候
选对象。15日，候选对象资料将提交
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征选结果
下周五将会揭晓。

有人帮忙采摘有人帮忙采摘 有人赔本收购有人赔本收购

幸有好心人解了难

去年行情还好 今年没跑市场

都是没经验惹的祸

助学报名结束 结果下周揭晓

走进万年，廉政文化树、文化墙、文化
社区让人在欣赏之余，得到更多的是警示
与启发。自去年以来，万年县纪委注重开
展不同主题的廉政文化教育，丰富廉政文
化内涵，提高廉政文化感染力。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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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儿童医院：每逢夏秋时
节，正是我省医疗临床用血高峰期，也
是无偿献血的“淡季”，省血液中心血
液库存往往不足，各医疗单位用血也
频频告急。今天，省儿童医院150多名
医务人员“撸袖”无偿献血，共计无偿
献血达3.2万余毫升。

@悠然阿朵：师资不均衡引发的系列问
题当然应该面对和改进，实行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也能有些效果，但要看实际操作时能不能真
正把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参加轮岗的教师们是
不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

@摇尾巴的鱼emmy：校长教师轮岗出
发点是好的，不容置疑。但一定要注意在实
施过程中，切忌“走马灯”似的，前后不衔接，
达不到轮岗初衷和效果，使之流于形式。

@李航帆：教育必须朝着公平的目标改
革，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或许不可能一下子解
决各学校之间存在的师资不均衡及城市学校
存在的“择校热”等诸多问题，但毕竟是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值得期待！

@刷微博掉节草：这是目前解决城乡师
资不均衡的无奈之举吧！不过有尝试总是好
的，支持！

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撸袖撸袖””献血献血

今年我省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工作将启动，11个县区先行试点。专家
称，教师交流轮岗，有利于加强农村学校和师
资薄弱学校教师资源配置。你怎么看？

11个县区试点校长教师
交流轮岗，你支持吗？

本报金溪讯（通讯员徐佳、邓兴东）金溪
“冬瓜大王”之子下战书有奖征集破纪录者，
至今已有数月，虽无一人表示公开应战，但吸
引了全国各地千余名冬瓜种植户前来金溪县
浒湾镇下陈村黄春和家中取经、求种。

8月13日，在黄春和的冬瓜园，其妻曾赛
琴说：“7 月下旬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几批冬
瓜种植户前来取经、求优质冬瓜种子。我们
心里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除了可以卖冬
瓜，还可以卖技术、卖种子。担忧的是总有一
天，挑战书上‘亩产26325公斤、单个重量118
公斤的高产纪录’会有人打破。”

正聊着，黄春和从村头带着一行30余人来
到冬瓜园。原来这30余人均来自江苏，都是蔬
菜种植专业户。江苏盐城阜宁县的蔬菜种植
专业户张育青说：“我从事蔬菜种植已有20多
年了，但种植出来的冬瓜单个重量最大的也没
超过50公斤，亩产最多也没超过6000公斤。”

黄春和说，自从江西日报刊发他下战书
有奖征集破纪录者后，他家已先后接待了来自
安徽、山东、福建、广西等 23 个省区的 67 批
1015 名冬瓜种植户专程前来取经、求种子。
黄春和毫无保留地传授如何用农家肥做基肥、
如何选留优质种子、如何管理冬瓜园等真功
夫，同时将去年秋后存留下来的1万多粒“金
水一号”和“金水二号”等优质冬瓜种子全部卖
给求种者。黄春和笑着说：“虽然目前尚无一
人应战，但我收获了友谊，推广了实用技术和
优质冬瓜品种。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家精心培
育的优质冬瓜品种就会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高产丰收，从而大大增加各地冬瓜种植户的收
入。这是我发出挑战书的最大目的！”

无人应战但取经求种者逾千人

《“冬瓜大王”之子下战书
有奖征集破纪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