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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 如期完成最大订单交付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11 月公司开始生产中电投 20MW 及葛洲

坝组件订单袁并要求在 12 月中旬完成订单交付遥这意味着袁组件仓库每天都要配
合完成千余块组件的入库尧叠加及出货装车任务袁与此同时还要做好相应的生产
物料配送遥 在此期间袁万家屋顶等项目的插产订单也要确保按期完成交付遥

车间人员配置已按产量比例有了新的调整袁而储运部依旧是现有人数袁交期
紧袁任务重的矛盾也愈发显得尖锐袁同时袁组件仓地面坑洼不平袁堆高车又有盘
低尧故障频发等诸多不利因素袁严重影响订单交付遥

在种种困难面前袁组件仓库小团队袁充分发挥团结作战的精神袁拧成一股绳袁
劲往一处使遥一方面及时联系维修袁克服堆高车故障袁一天数次清理地面沙石尧灰
尘等环境不利因素袁另一方面争分夺秒袁想尽一切办法达成工作目标袁袁让物料及
成品都能顺畅进出遥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袁大家打了一场硬仗袁攻下了前所未
有的难关袁至本月中旬袁已圆满完成了订单交付袁并且出入库量达到历史最高值遥

这次订单交付与以往不同袁它对组件仓而言是一次更加严峻的历炼袁也是一
次全新的考验遥仓管员们散发出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及饱满的斗志袁对后续接踵而
至的订单交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遥

组件制造部

组织召开内部会议
本报讯 记者刘珊 通讯员袁素芸报道院近日袁为加强生产管理袁确保生产信

息的准确性尧一致性袁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袁组件制造部经理郑诗龙尧经理
助理姚伟等在组件一厂组织召开内部会议遥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组件制造部全体
主管及工序长遥

组件一厂开工以来袁全自动化流水线是其最大亮点袁但员工在操作上还是存
在诸多问题袁这不仅会导致报表数据错误袁对于员工个人安全也存在隐患袁针对
以上问题袁郑诗龙指出要加强员工培训袁对新设备的操作注意事项进一步宣贯袁
既要做到数据准备一致袁也要确保安全生产袁杜绝所有隐患遥会上袁还对各主管及
工序长做了详细的工作部署袁并鼓励大家齐心协力袁持续改进袁再创辉煌遥

2015 年 11 月 15 日晚上袁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出
去实习两个月遥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过意外
了袁没有时间准备什么袁简单带了自己的被褥和几套换
洗衣物袁匆匆赶到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遥

进入公司以后袁感觉和在学校的生活大不一样袁紧
凑无比却又非常规律充实袁几天后袁就已经适应了这种
节奏的生活遥进入公司接触的第一个岗位是包装袁也就
是打包太阳能组件遥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袁却有很多值
得学习的地方袁也许因为我还是学生袁又是第一次进厂
工作袁所以部门的前辈对我都很照顾袁我很快的适应了
这份工作遥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袁 一些同学不适应都会抱怨
每天工作太累袁太辛苦袁其实我倒感觉还好袁工作不难
也不很累遥 再说了袁既然是出来实习袁以后毕业了也要
出去打工赚钱袁这点累自然是要坚持下去的袁如果连这
个心理准备都没有袁认为自己坚持不下来的话袁那以后
面对更重的压力时袁更累的工作时怎么办呢钥难道要逃
避吗钥 如果要靠你养家糊口袁支持整个家庭袁又该怎么
办呢钥

我很开心有这次实习工作的机会遥 一来袁可以了
解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袁 以后回到学校也更好针对
性的去学习尧弥补曰二来袁可以自己挣点钱袁买自己以
前不舍得买的东西遥 希望自己的这次实习能够圆满
结束浴

第一次实习生活
组件制造部 张 猛

在这里的实习已经十多天了袁 从最
初的入职培训开始袁 这里一直都有不同
吸引我的东西袁 初遇瑞晶袁 瑞晶人坚持
野诚信敬业袁科技创新袁务实求精袁和谐共
赢冶的经营理念袁令我敬佩袁相信在这里
我会学到更多遥

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袁 我发现这是
一个工作节奏快袁相对较辛苦的地方袁但
是不管节奏多快袁工作多累袁大家都在努
力的完成任务遥同事也都特别热情袁刚到
这里的时候袁因为太过于紧张袁老是不能
跟师傅学好东西袁 但是他依然很有耐心
的教我袁在这个大家庭里袁我感受到了同
事们的温暖和大家努力工作的拼搏精
神袁同时也开拓了我的眼界袁不再拘泥于
书本知识遥

我在组件部的层叠工序工作袁 大家
都说这里是最累的地方袁 但是我在这里
学到了很多遥这里的工作看似简单袁但操
作起来还是不能有半点马虎袁稍有不慎袁
就很容易犯错误遥当然袁经过了十多天的
时间袁也让我熟悉了工作环境袁不再犯一
些基本的错误了遥 在这十多天里唯一遗
憾的是有个违规操作袁 这也让我更加深
刻的认识到在工作中要注意安全问题袁
改正一些不好的习惯袁 这是对自己也是
对公司负责遥在层叠这道工序袁大家每天
都很忙袁可也正是这样袁每天才过的很充
实遥在这里袁虽然每天可能有各种矛盾发
生袁但大家都是前一秒生气袁后一秒又在
一起露出笑脸遥

公司还给我们安排了丰富多样的培
训课程袁使我受益匪浅袁我从各种培训师
的演讲中学会了很多以后工作中可能会
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袁 增强了责任意
识袁端正了自己的工作态度袁树立了与公
司核心价值体系相吻合的价值观袁 为自
己的职业规划指明了方向遥

瑞晶袁很高兴认识你浴我在这里真正
的体会到了团结尧 合作尧 融洽的工作氛
围遥

初遇瑞晶
组件制造部 邓 均

瑞晶公司 9 月通知我
前来面试袁 因为我对新余
的路线不是很熟,在来公司
的路上也不是很顺利,说实
话到厂门口的时候觉得离
家太远了,上班不方便,心里还真有点
打退堂鼓袁但是即来之则安之遥 没想
到一打听是有厂车接送,而且还经过
我家袁这样就方便多了遥 记得刚走进
公司时 , 看到办公大楼前面的开阔
地袁 宽阔的绿化带上屹立着夸父雕
像袁给人感觉庄严而质朴袁办公大楼
后是一个人工湖袁 漫步于湖上的走
廊袁心不自觉就平静下来了袁看得出
来公司在形象建设上还是花了心思
的遥

顺利通过面试后不久我就到公司
报到并参加入职培训袁 主要是关于公
司的规章制度以及一些公司常见的危
险品的基本安全教育袁 培训人对公司
相关岗位会接触到的危险品都做了详
细的介绍袁 并且讲解了如何防止意外
的发生袁要穿戴哪些防护用品等问题袁

对于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袁 我们应该
采取何种应急方法来减少伤害遥 我做
为一名新员工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
事情袁 一家公司会把员工的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袁 说明公司对员工是十分关
心袁高度重视的遥

我来瑞晶正式上班的那一天也
是中秋节后的第一天袁 感觉还是蛮
有意义的遥 进入组件制造部袁初步熟
悉了工作环境后袁 我又开始了新一
轮的培训袁 这次培训主要针对生产
流程袁 说直白一点就是太阳能组件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遥 每一位同事
都是那么认真的做着每一个工序遥
第一天主要是培训基本知识袁 了解
组件是由哪几种材料组成的袁 刚接
触这些专业名词时哪里懂啊袁 但是
主管带我们一起去认识每一种材料

并介绍它的主要功用袁不仅
令我快速的记住了它们的
名字袁也加深了对它们的印
象遥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袁
作为一名合格的 QC袁每天

的工作任务和每个工序的标准尧注
意事项是一定要铭记于心的袁例如袁
备料时要注意所有物料的保质期袁
物料开封之后必须要 4 小时内用
完袁 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要佩戴
防护用具等曰 而分选则主要是拿电
池片的时候必须要轻拿轻放袁 电池
片拆开前要确认供应商的名称与之
前使用的是否一致等细节遥 其实要
做好 QC 真的不容易袁 我还要继续
努力袁做一名合格尧尽责的 QC遥

加入瑞晶公司后袁 我学到了很多
在新能源方面的知识袁 现在全世界都
在关注绿色环保事业袁 我对公司的前
景非常乐观的袁 我希望在瑞晶工作的
期间袁能够尽我一份力袁对每一块组件
的品质把关袁 为提高组件的品质而奋
斗遥

一位新人的愿望
质量部 黄文鹃

在瑞晶袁我已经实习一个星期了袁实习这几天里袁我学到
了许多袁并且了解了太阳能组件生产这一过程袁感谢公司给我
在这里实习的机会遥

在实习过程中袁我了解到太阳能组件的制造共有 16 道工
序袁分别是院分选袁备料袁自动焊接袁层叠袁中检袁层压前 EL 测
试袁层压袁层压后外观检袁装框袁固化袁耐压绝缘测试袁清洗/全
检袁IV 测试袁最终 EL 测试袁终检袁包装遥 而我被分到了自动焊
接这道工序袁 在我看来袁 自动焊接工序是所有工序中最主要
的袁如果串焊没焊好袁那么后道工序就做不了袁而且一旦这一
工序出现了问题袁成品即使做好了袁也发不了电遥

在自动串焊的过程中袁经过工序长和师傅的教导袁我了解
到焊接经常会出现的问题袁例如虚焊袁漏焊等袁还有如何操作
机器等袁每次出现问题袁师傅或工序长就会耐心告诉我如何分
辨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袁如哪种是漏焊袁哪种是虚焊袁还有怎
样放置电池片等等遥在放置电池片这一过程中袁电池片极易损
坏袁稍有不慎袁电池片就会破碎袁师傅和工序长特别教导我怎
样拿袁如何放袁因为他们的耐心教导让我避免了许多错误的发
生袁非常感谢他们遥

此外袁在公司其他方面袁我也非常满意遥 宿舍有空调尧电
视袁还有独立的卫生间袁并且 24 小时提供热水袁在这大冷天
里袁可是太贴心了遥 食堂饭菜也很好袁还有瑞晶超市可以买点
小零食之类的遥

在瑞晶实习的日子里袁我会认真学习袁多向工序长和老员
工尧师傅学习袁我也希望瑞晶能越做越大袁越做越好浴

在 瑞 晶
组件制造部 董立红

眼下已经 12 月了袁 转眼间我来到公司也 2 个月
了遥追溯往日袁仿佛昨日重现袁一幕幕难忘旧事浮现在
眼前要要要两个月前袁一则网上的招聘信息让我与瑞晶
公司有了关联遥

回想当时接到面试通知电话时袁我在心里默默的
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握好机会遥 我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袁
而对于这一点我也毫不避讳袁如实告知袁但是我也肯
定的说我会努力去学袁 让自己更好的满足岗位的需
求遥意想不到的是袁我面试通过了袁经理让我第二天报
到袁 但是由于自己考驾照的事情还有几天就结束了袁
我试着询问能否下周一过来报到遥经理在了解了一些
情况后袁欣然答应了袁我顿时觉得这家公司很有人情
味袁不死板袁不由的也对公司萌生了几分好感遥

周一的上午袁怀着忐忑尧激动尧紧张尧期待的心情
踏入了人力资源部的办公室遥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袁但是我知道这是我选
择的遥

刚到公司的那几天袁我对这里一无所知袁对公司
的经营状况尧各项制度也毫无头绪袁有些手足无措袁不
知道能做些什么去兑现我当初的承诺遥幸好同事们都
是比较年轻的袁都能沟通的来袁她们也很乐意教我这
个没有任何相关工作经验的新人袁 在她们的帮助下袁
我对公司的文化尧制度很快都有了新的理解袁在这样
的氛围下袁我也开始慢慢适应了人力资源部遥

在随后的工作分配中袁 我被安排到招聘岗位袁以
前也看过别人招聘袁 心想着不就是坐着等人来面试袁
填个单子什么的遥 可事实完全不一样袁看似简单的工
作袁它却包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技巧袁如袁对面试者提
问的技巧尧回答问题的技巧袁还有对面试者语言尧形态
的基本判断袁在给新员工办理入职时与其它部门同事
的沟通方式等等遥 一开始我完全是乱七八糟袁毫无头
绪袁 幸好经理和同事都很耐心的给了我很多指导尧建
议袁 让我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无私协助与紧密合
作袁也体会到了像家一样的温馨遥 和他们一起共事的

这段时间袁我学到了很多袁不只是专业知识技术方面袁
更多的是做人方面袁我学会了坚强袁也学会了理解忍
让袁更多的是体会到了责任的意义遥

不得不说的是袁在我加入公司不久后袁组件制造
部又新开了一个厂房袁这让我意识到公司是一家有前
景的企业袁在不久的将来袁必然对其职员的能力水平
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袁原地踏步是不能适应企业发展速
度的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袁所以对于现在
还是新人的我袁必须要努力学习更多的东西袁提升自
己的能力袁为公司发展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遥 虽然
有时会有些疲惫袁但也很有动力袁自己也在不断的成
长中遥

每当自己想要放弃打退堂鼓的时候袁心里就默默
的想着袁每一份工作都来之不易袁得到了就得珍惜遥每
一件事情有我们的付出袁就会有我们的收获遥 相信自
己和瑞晶的未来都会更好遥庆幸自己能成为瑞晶这个
大家庭中的一员遥

新 的 开 始
人力资源部 胡 凤

叶西藏的第一
江南曳让我们领略
了林芝的异域风
采袁祖国河山之壮
美跃然纸上袁也因
此 袁 它被评选为
野十一尧 十二月优
秀稿件冶袁 它的作
者正是来自人力
资源部的李零零遥

初识李零零是
从她的名字开始袁
一个女生叫零零袁
这引发了我的无
限好奇心遥 在接触
的过程中也逐渐
认识到袁小个子的
她可不是看上去
那么柔弱遥 内向的
她工作勤奋袁愿意
付出比他人多双
倍的努力袁去获取
哪怕是一点点的
进步袁只因为她坚
信学无止境遥 我想
任何一篇优秀稿
件的诞生都不是
简单的幸运二字
能概括的袁自从入
职以来袁她每月都
坚持投稿袁早先也
刊登过叶我的大侄
女曳一文袁最初她也属于不会写的人袁
可她在工作之余多看多读多写袁日积
月累袁逐步提高自身的阅读和写作能
力袁在日程生活中细心观察袁为写作
积累素材袁才有了今天的成功遥 零零
说袁从第一次阅读瑞晶报开始袁就强
烈感觉到公司真是藏龙卧虎袁顿时心
生敬佩袁也开始憧憬有一天自己写的

文章也能上瑞晶报袁也能入选优秀作
者袁而今天袁真的做到了遥

零零就像蒲草一样袁有着坚韧不
拔的毅力袁不服输的韧劲袁处处都彰
显着青春的正能量袁良好的习惯成就
人的一生袁爱阅读就坚持阅读袁爱写
作就坚持写袁慢慢地就会发现自己不
一样了袁生命袁总要拼尽全力去努力
一回袁才不算辜负遥

进入瑞晶公司已将近三年了袁这
三年时间里有很多让我难以忘怀的
人和事袁 尤其让我值得庆幸的是袁遇
见了一位和蔼可亲尧性格外向且平易
近人的倒班主管遥 他戴着一副黑框眼
镜袁圆圆的脸蛋袁朴素的穿着袁他身体
微胖但很强壮袁用新余话说就是一名
野壮古冶型的男人袁他也喜欢和同事们
开玩笑袁不管开什么玩笑他都不会生
气遥

在工作中袁 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
负责尧 有担当的人遥 记得有一次上晚
班袁异常未及时处理好袁导致当晚很多
异常片袁 而在每天早上各部门主管及
以上领导会在一起汇报总结晚班发生
的异常及处理结果遥 当问及我们主管

异常处理结果时袁他有点尴尬了袁因手
下员工失误导致异常返工尧 降级尧影
响质量及效率袁 造成了一定数额的经
济损失袁 但他不是将责任推脱给手下
员工袁 而是先检讨自己袁 反省在工作
中的失责尧 失职问题袁 是因为自己没
有带领尧 监督好员工袁 才造成了这次
异常遥 那天因员工工作失误袁 下班后
他没有坐着厂车回家袁 而是去向领导
汇报最新工作进度袁 一切交代好后袁
才乘公交车回家袁 十一点才到家的他
已疲惫不堪浴 第二天晚班我想他一定
会狠狠野教训冶那个失误的员工袁但他
并没有袁 而是面带微笑地对我们说院
下次请注意了袁 不要又让我十一点到
家哟浴

平日工作中袁 每当我们问及一些
不懂或者是不能处理的问题时袁 他总
会耐心的教导我们曰 每当有意见分歧
时袁他会虚心听取员工的想法袁把问题
丢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袁 综合大家的
意见袁再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难题袁用尽
方法把返工率降为最低袁 效率做的更
高浴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袁永远都是把公
司利益放在首位袁 在 2015 年 10 月 29
号三期后四线的生产中与其他部门一
起齐心协力袁 将四条线的硅片效率再
次提高袁 创造了公司在生产中的又一
个历史新高遥

对同事也是如此遥 虽然偶尔开例
会也会当面点某人名字袁 甚至是批
评袁 可是会后他还是会去进行开导袁

抚平员工的心情袁 他是那么的亲切袁
这让我感觉他不仅是我们的倒班主
管袁更是我们至亲至爱的好兄弟遥 工
作之余袁他对员工更是关心体贴遥 他
虽然是主管袁但是从来不会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架势袁有员工家里遇到困
难袁他会主动进行了解袁并予以力所
能及的帮助袁如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
围袁也会发动我们工艺部的兄弟姐妹
一起商讨袁 一起为困难员工解忧袁让
员工在工作中永远保持 A 状态袁不影
响心情从而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工作
当中 袁 这就 是 我 们 现 在 的 倒 班 主
管要要要邱桃桃袁一个公私分明的好男
儿袁我们每天开玩笑说袁他是我们都
爱吃的野桃子冶遥

我 的 倒 班 主 管
工艺技术部 易 鑫

瑞 晶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