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高慧慧报道院近期袁我司光伏
检测中心顺利完成 DH1000 及相关项目的检
测袁 前期经过中电投客户连续三天的现场审核
和文件审核后袁 同意将原计划委托国家级实验
室进行的 DH1000 测试安排在我司光伏检测中

心进行遥
经过长达 50 天的测试袁我司向客户递交了

合格的检测报告遥 本次测试的顺利完成标志着
我司光伏检测中心的测试能力已达到国家级水
平遥

公司光伏检测中心已成功接单
公司顺利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及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监督审核

本报讯 通讯员高慧慧 报 道 院 1 月 12
日 袁 公 司 成 功 研 发 一 款 高 可 靠 性 光 伏 组
件 袁 该 组 件 通 过 改 变 传 统 组 件 的 层 叠 模

式 袁进而达到预防组件在接 线盒处 的脱层
问题遥

目前袁该技术已在我司全面实施遥

公司高可靠性光伏组件研发成功

本报讯 特约记者方丰儒报道:2 月 27 日下
午袁 赣西商贸城 3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成功
并网遥 该项目是公司承建的屋顶电站袁系统装机
容量 3MW袁分布于赣西商贸城所有屋顶遥

项目成功并网后袁 年发电量约 300 万度袁

不仅可以满足赣西商贸城商户的用电需求袁
还可节约标准煤 1080 吨袁 减少污染排放 816
吨碳粉尘尧2991 吨二氧化碳尧90 吨二氧化硫尧
45 吨氮氧化合物袁 为新余市环境保护贡献了
一份力量遥

本报讯 邓禄林报道院 近期袁Intertek 认证公
司 2 位 审 核 专 家 对 公 司 ISO14001:2004尧
OHSAS18001:2007 管理体系进行了认证监督审
核袁 审核组对公司的管理尧内部审核尧纠正措施尧
持续改进尧运行控制尧资源六大方面进行了审查遥

并重点审核了电池制造部尧质量部尧组件制造部尧
后勤部尧设备设施部等部门袁审核组通过现场询
问尧查看和抽样等形式袁对环安方针尧环安目标的
完成情况以及全过程的控制情况进行了检查袁对
在执行叶管理手册曳等体系文件的有效性尧适应

性尧充分性方面进行了审核遥 审核组对我司环安
体系运行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袁同时也指出了体
系运行和推广中的不足袁并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
议遥在为期 3 天的严格审核后一致同意我司继续
保持认证证书资格遥

本报讯 林腾报道院2 月 24 日袁 澳大利亚客
户莅临我司参观考察袁 公司副总经理兼 CTO
Pandian 负责接待并为客户现场讲解电池及组
件生产流程遥 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袁客户对我司的
产品质量及生产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并对后
续的订单达成初步合作协议遥

此客户来自一家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合资公
司袁销售网络辐射南北半球袁在印度尧新加坡及
澳大利亚均有分公司袁 目前该公司项目主要集
中在印度袁此外袁还将进一步扩大在澳大利亚及
非洲的市场开发遥 此次客户的来访袁将更加有利
于我司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及非洲市场遥

本报讯 陈小宝报道院2 月 26 日袁 省科技厅
国际合作处处长鄢帮有在新余市科技局局长肖
青的陪同下莅临我司参观考察并召开座谈会遥
公司总经理张中良汇报工作遥

张中良向与会领导详细汇报了我司生产经
营尧科技创新及与世界 500 强 Honeywell 等知名
企业的战略合作情况遥 鄢帮有在听取汇报后对
我司取得的成绩和科研成果表示高度赞许袁并

鼓励科技创新要敢为人先袁 推动产业技术水平
上升袁 同时鄢帮有重点介绍了省科技厅在新余
市促进项目国际合作所取得的硕果袁 他希望公
司开展新的国际合作模式袁 加强国际国内的科
技合作袁争取获得更多的科研项目遥

座谈会上 袁 鄢帮有向公司副总经理兼
CTO袁 来自印度的国际友人 Pandian 表示了慰
问遥

本报讯 陈小宝报道院近期袁新余市科技局副
局长章健强率组莅临我司袁 就我司科技合作及
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进行调研遥 会上袁章健强在听
取了我司项目负责人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创
新情况的汇报后袁 对我司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希望我司进一步加强

对外科技合作尧成果转移转化尧争资争项等方面
的工作袁并联合国内外知名企业尧知名院校开发
出新产品尧新项目袁从而取得省尧市乃至国家奖
项袁扩大瑞晶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遥 同时就我
司如何做好科技合作尧成果登记尧申报省尧市科
技进步奖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遥

图为公司总经理张中良渊中冤向杨学平一行介绍电
池片生产工艺流程遥

本报讯 通讯员耿华报道院2 月 18 日袁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学平一行莅临公司考察遥 公司董事长
曹勇负责接待袁副董事长胡小海尧总经理
张中良随同接待遥

曹勇首先代表公司对杨学平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遥 会上袁双方就各公司
的规模和发展历程尧主营产品等作了详细
介绍遥 曹勇指出袁去年下半年以来袁我国光
伏企业盈利情况明显好转袁大多数企业扭
亏为盈遥 瑞晶公司正是抓住这一良好的发
展机遇袁依靠自身实力袁开始产生稳定的
经济效益袁 但是受到流动资金的制约袁发
展的速度还不够快遥 希望可以借助实力雄
厚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袁以推动金融资本
的良性应用袁实现快速发展遥 杨学平表示袁
希望今后两家公司之间加强沟通和交流袁
同创共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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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热烈祝贺公司董事长曹勇出任“新余市
一带一路文化经贸促进会”名誉会长，副总经理
许建明出任“新余市一带一路文化经贸促进会”
副会长。姻近期，我司荣获“2015 年度全市开放型经
济先进出口企业”称号。

1.执行力就是战斗力袁令必行袁禁必止遥
2. 一切工作标准必须以市场和客户满意

为标准遥
3.工作中不允许找理由尧找借口袁不允

许只找别人的问题袁不找自己的问题遥

4.订单就是命令单袁绝不能对市场说不遥
5.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袁下道工序是用户遥
6.重复发生的问题是作风问题遥
7.终端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袁部下的问题

是管理者的问题遥

8.日事日毕袁日清日高袁当天的工作必须
当天完成遥

9.不愿得罪人袁就是得罪工作遥
10.多换思想少换人袁不换思想就换人曰今

天工作不努力袁明天努力找工作遥

也许是光伏行业的暂时回暖袁让我们忘乎
所以袁也许是 2015 年取得的成绩袁让我们沾沾
自喜噎噎当我们还沉浸在 2016 年春节的欢乐
气氛中时袁张总在干部考评会上的测试和发表
在叶瑞晶报曳上的叶论瑞晶二次创业过程中的干
部修养曳文章袁犹如一盆冷水袁把公司上下员工
浇了个清醒袁文章中提出的十大错误思想和行
为让我们幡然醒悟袁不寒而栗遥 为什么会有这
种感觉钥 责任心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袁我们每
个人袁或多或少确实存在着这些问题要要要摘果
实尧享受的思想有冒头的迹象遥

张总在二次创业之初就提出了 野苦练内
功冶这一说法袁我的理解袁这内功应该包含两方
面院一是公司竞争力的提升袁二是干部尧员工技
能及思想的提升遥后者决定了公司在行业内的
竞争力遥 2015 年公司取得了进步袁综合实力也
有明显的提升袁这样的进步和提升却弄花了人
们的眼睛袁看不清现实袁以为内功练到位了袁以
为公司发展成行业老大了袁自以为是袁坐井观
天袁张总指出的十大错误思想和行为在公司确
有蔓延之势遥其实这就是病袁野大企业的病冶遥可
我们真不是大企业袁只是在创业路上继续需要

披荆斩棘的小企业袁 是需要全体员工不断创
新袁超越自我才能迈开步伐的发展中企业遥

有陋习就得改遥纵读文章袁良方就在其中遥
一是要加强自身学习袁提高自身素养遥 古

人云院野胸藏文墨虚若谷袁腹有诗书气自华冶遥文
章中提到公司现在很多干部都很年轻袁缺少经
验袁缺乏阅历袁没有学习的习惯袁常常以各种借
口逃避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袁管理手段和方法很
单一袁思想浮躁袁甚至不是很端正遥 殊不知袁只
有不断的学习袁 才能提高工作技能和管理水
平袁才能解放思想袁培养大局观袁只有增强责任
感尧使命感尧正义感袁才不会出现山头主义尧机
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遥

二要增强主人翁意识袁加大团队建设遥野十
大错误思想和行为冶归根结底是个人自私欲望
的表现袁只有将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和公司利
益袁摒弃私心袁才可能心平气静袁甘于奉献遥 同
时袁打破心理壁垒袁加强内外及上下的沟通袁换
位思考袁多想想如果是我袁该怎么办曰我现在的
所作所为袁是否给他人及公司造成了不必要的
麻烦或损失钥 我的一言一行袁是否有损公司形
象袁起到了负面影响钥比如袁一个初来乍到的送

货司机袁或客户袁或供应商袁表面上看似乎与你
我无关袁真的无关吗钥你我的一个热心指路袁文
明理智的待人接物袁 代表的就是瑞晶的形象袁
这个形象将被他们带出厂区袁 甚至传到远方遥
拥有感恩的心和主人翁意识袁才会珍惜大家庭
的荣誉袁才不会乱丢垃圾袁才不会在上班时间
看手机电影遥 或许这只是偶然袁没准还是一个
平素表现良好的员工袁但真的为什么要让这一
次偶然败掉我们的英名呢钥

三要始终坚持工作作风十大准则和企业
文化及核心价值观遥 正是有它的精神袁公司才
能走出困境袁坚持它的方向袁才能继续走向辉
煌遥尤其是执行力和对各项已形成纪律制度的
严格遵守袁更应成为我们头顶的利剑袁警醒我
们作为公司的一份子袁 应始终紧跟公司步伐袁
牢记十大准则遥工作不是休假袁状态时刻保持袁
并在实际工作中融合核心价值观袁 不断创新袁
超越自我遥

2016 年是瑞晶公司二次创业的第二年袁
也是关键一年袁 我们只有不断的发现问题袁改
正问题袁野吾日三省吾身冶袁提高自身的修养袁才
能摒弃陋习袁与公司一道袁健康前行遥

春节过后的第一次考评会上袁公司领导在
会上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袁内容为公司既定的
叶干部转变观念和作风十大准则曳及叶企业核心
价值观曳袁 测试后发现有不少基层干部甚至部
门领导未能完整或准确回答遥我没能够参加公
司的干部考评会袁说实话袁如果我参加了也不
能确保完整准确的回答出来遥

很多同事事后认为院 以后好好背熟就行
了遥 真的是这样简单吗钥 自我读了第二天出版
的叶瑞晶报曳上刊发的叶论瑞晶二次创业过程中
的干部修养曳一文后袁顿觉汗颜遥原来这次看似
不经意的测试袁是以公司总经理张中良为核心
的管理团队袁为提振公司管理干部继续弘扬二
次创业精神袁围绕着公司核心价值观袁为实现
新一年公司生产经营目标而煞费苦心之举遥张
总在文章中不仅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公司目前
存在的十大陋习袁 还精辟准确地阐明了危害袁
以及制约公司正常发展的各种陋习的具体表
现形式遥这些思想尧观念尧行为在我们公司各部
门尧管理干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袁仅是程度或

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遥
任何一家公司或企业袁无论大小袁其设立

的初衷和发展愿景都是朴素而美好的袁但若其
管理队伍存在文章提到的陋习中一种甚至更
多种袁 那么对于该公司来说无疑是拦路虎尧拌
脚石遥首先袁文章中指出的陋习的存在袁不利于
团队建设袁公司的凝聚力必将大打折扣袁广大
干部尧员工目标无法达成一致袁合力向既定目
标迈进将难以实现曰其次袁各种陋习不根除袁公
司既有的管理制度尧各项改革创新举措无法落
到实处袁执行将难以实施袁公司管理必将受到
影响遥对任何公司或企业来说袁执行不力袁再好
的管理制度或经营策略无疑是一纸空文遥执行
不力袁效益何来钥 企业又将如何在现今惨烈的
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钥再者袁各种陋习的存在袁
对公司治理的公信力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遥
若公司既定制度及规范在某些人尧某些部门面
前失效袁或某人尧某部门对公司既定制度及规
范免疫尧 脱敏袁 公司的发展又将如何进行下
去钥

要摒弃文中提到各种陋习袁肃清其可能带
来的影响袁 关键是管理队伍思想观念的转变遥
只有当大家面对公司现状以及行业发展形势袁
从我做起尧从现在做起袁切实端正态度尧深化认
识袁在增强对公司认同感的同时脚踏实地做好
每一件事曰 只有牢固树立公司核心价值观袁继
续弘扬公司二次创业精神袁公司新一年的具体
经营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遥 具体到行动上袁我
们不仅要做到口中说得出尧心里想得起袁更要
行动上做得到袁这才是以总经理张中良为核心
的公司管理团队进行此次测试的初衷遥

看似不经意的测试袁实则包含了公司管理
者的良苦用心遥细节决定成败尧态度关乎输赢遥
在公司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袁如果我们不能跟
上公司发展的步伐袁适应不了公司新形势下的
管理要求袁等待我们的就是野噎噎不换思想就
换人曰噎噎明天努力找工作冶遥因为工作中不存
在野铁饭碗冶尧野铁交椅冶袁更不存在野铁帽子王冶遥
能者上庸者下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铁律袁这个世
界少了谁袁地球还是一样运转遥

干部转变观念和作风十大准则
总经理 张中良

摒 弃 陋 习 健 康 前 行
———读《论瑞晶二次创业过程中的干部修养》有感

储运部 黄晶峰

牢固树立公司核心价值观
———读《论瑞晶二次创业过程中的干部修养》有感

后勤部 李细根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
董事长莅临公司考察
杨学平率队 曹勇接待 胡小海张中良陪同

瑞晶公司核心价值观
以客户为中心 以创造价值者为本
长期坚持创业奋斗 不断创新超越自我

省科技厅国际合作处领导莅临公司参观指导
鄢帮有率队 肖青陪同 张中良汇报

澳大利亚客户莅临我司洽谈合作事宜

赣西商贸城 3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

市科技局领导莅临我司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