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晶全员销售领跑者

姻1 月 12 日尧1 月 23 日袁叶江西新闻联
播曳专题报道瑞晶公司与世界 500 强企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遥

姻1 月 13 日袁叶新余日报曳尧叶大江网曳
及新余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叶新余新闻曳
纷纷报道瑞晶公司在南昌举行的全球战略
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 2016 年合作洽谈会遥

姻1 月 29 日袁叶新余日报曳与叶新余新
闻网曳分别报道公司举办的野共筑瑞晶梦冶
2016 迎春文艺联欢会暨 2015 年度总结表
彰大会的新闻遥

姻2 月 17 日袁叶今日渝水曳报道公司 3
个项目通过市级科技计划验收遥姻2 月 21 日袁叶新余新闻曳报道公司牵
手国际品牌袁加大科技创新的新闻袁公司
总经理张中良接受市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遥

姻2 月 23 日,叶新余日报曳报道公司董事
长曹勇出任野新余市一带一路文化经贸促进
会冶名誉会长袁副总经理许建明出任野新余市
一带一路文化经贸促进会冶副会长遥

姻2 月 29 日袁叶新余新闻曳野打赢翻身
仗袁记者走基层冶专题报道公司创新做法袁
公司总经理张中良接受了市电视台记者
的专访遥

姻3 月 8 日袁叶新余日报曳 报道新余市
人大常委会领导深入瑞晶公司开展帮扶
工作遥

姻3 月 11 日袁叶江西日报曳野创新撑起
江西经济升级版冶一文中刊登了公司总经
理张中良对公司改革创新的思路和做法遥

姻3 月 22 日袁叶新余日报曳图片新闻报道
公司自动化改造后的组件车间的生产情况遥

姻3 月 23 日袁叶新余日报曳报道公司在
过去四个月中袁主要经济指标连创历史新
高袁产品成本下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袁电池
片的平均转换效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袁国
际和国内市场快速发展遥

当我们在为 野只为成功找方
法袁不为失败找借口冶这样一句话
不屑一顾的时候袁 我们可曾想过
生活中有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最终都有人将它变成了可能袁譬
如莱特兄弟将第一架飞机送上蓝
天袁而在他们最初研制能在天空中
飞行的交通工具时袁 人们都在说
野不可能冶袁譬如伟大的地质学家李
四光找到的中国第一个蕴藏丰富
的油田袁而在他带领地质勘探队勘
探的初期袁就连全世界都认定中国
是一个贫油国袁都在说野不可能冶遥
事实上袁有很多事情在表面上看起
来都是不可能袁但是只要我们每个
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袁并打破我们
常规思维的束缚袁相信很多的野不
可能冶都将变成野可能冶遥

2016 年 2 月 27 日下午袁赣西
商贸城 3MW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各个发电单元开关测试完成袁合
闸并网开始发电遥 该项目的成功
并网袁不光对环境保护贡献力量袁
而且是咱们公司将野不可能冶变为
野可能冶的一个典型案例遥

工期按时完工的不可能

在大多数人眼里袁1 月 8 日接
到开工的通知袁 而 1 月 31 日前要
全线竣工袁 时间紧迫到不及一个
月袁 而在这短短不及一个月的时
间内袁我们要完成包括 24 栋屋顶
发电单元袁数万米电缆敷设袁还要
求同步完成其他设备安装摆放及
线路测试等诸多任务遥其中的施工
难度就不用讲袁所有的电缆敷设均
由地下管道进行袁加之部门除去支
援西藏电站建设的施工人员外袁剩
余施工人员已不足 5 人袁面对这样
紧张的工期以及紧缺的施工人员袁
部门领导第一时间招人和不招人
的选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袁经过反
复论证决定不招人袁并将各岗位人
员进行综合统筹分析袁积极协调将
厂务尧基建尧技术尧管理尧运维等岗
位人员都投入到项目建设中遥然而

生活中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都会在这个时间来临遥

在这个季节施工袁 最令我们
意想不到的是连续的阴雨天让整
个施工计划蒙上了一层灰尘袁工
期紧尧任务重尧施工队伍人员尚不
充足的问题袁 工地现场施工条件
不顺利袁 机械竣工的目标迫在眉
睫袁在部门负责人的统一部署下袁
施工班组采取超常规措施袁 所有
人员克服连续的阴雨天袁 冰冷的
空气袁 使工程无法正常推进的问
题袁穿着雨衣在大雨中拖着电缆袁
身上内外都湿透的衣服在休息期
间冰冷得难以忍受袁 在这种艰难
的施工环境下袁 终于在 1 月 28 日
全部安装完成袁 实现了将不可能
变为可能的事实遥

并网调试的不可能

一个电站的完美落幕袁不光是
结构的全线竣工袁还要电站的顺利
并网袁在申请并网时袁按照公司要
求袁赣西商贸城 3MW 光伏发电项
目必须在 2 月 24 日顺利并网袁而
此时供电公司却没有停电计划袁在
这种情况下袁 部门领导发扬公司
野二次创业冶精神袁在工作中不允许
找理由尧找借口袁并积极主动拿出
多套方案与供电公司进行了多次
的协调和沟通袁 最终于 2 月 24 日
顺利完成了项目的并网调试工作袁
实现了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事实遥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我们的工
作中遇到很多很多袁可最让人遗憾
的是袁在很多大公司里袁抱着野不可
能冶心态的员工不计其数袁他们不
敢冒险袁在遇到形势严峻的时候小
心翼翼袁保全自己袁我们也知道袁其
实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袁要知道风
险和收益是结伴而行的袁如果想要
追求卓越袁 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冒
险袁我们就得敢于冒险袁就一定要
有把野不可能冶变成野可能冶的魄力袁
要知道只有敢于承担责任袁才能够
承担更大的责任浴

后勤部 郭秀英

2015 年 6 月袁 通过郭
秀英介绍袁公司与一新客户
成功合作遥

按照公司叶全员销售奖
励实施方案曳袁 郭秀英获得
200元现金奖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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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耿华报道院3 月 1 日上
午袁温商财团秘书长周庆会尧上海谐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宗祥一行莅临公
司考察遥 公司总经理张中良负责接待遥

张中良陪同周庆会一行先后参观了公
司电池尧组件车间和光伏电站袁并组织召开
了座谈会遥 会上袁双方就各自公司的规模和
发展历程尧主营业务尧业务模式等作了详细

介绍袁并针对电站项目的运营模式以及收益
进行了讨论遥 张中良表示袁近年来袁随着光伏
产业的发展袁产业规模稳步增长袁技术水平
不断进步遥 瑞晶有电站建设资质和经验袁温

商财团尧 谐鹰新能源有资金和资源等优势袁
双方应加强沟通和合作袁共同探讨电站投资
和运营模式袁实现合作共羸尧共同发展遥

韩国客户莅临公司
洽谈业务合作

本报讯 李燕霞报道院3 月 15 日袁韩国客户莅临公司参观
考察受到公司相关负责人的热情接待遥作为韩国最大的光伏
产品出口代理之一袁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电池片袁组件以
及组件主材的推广和销售遥此次走访瑞晶旨在促进未来双方
四栅电池片的合作遥 会上袁双方就各自公司的规模袁发展历
程袁中国光伏现状和韩国光伏市场做了对比分析袁以及双方
的合作潜力作出评估遥

会议结束袁 客户先后参观了公司电池片和组件生产车
间遥参观过程中袁客户对车间情况啧啧称赞袁认为公司生产设
备先进袁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袁重视生产细节袁数据追踪系统的
完善充分符合订单要求袁实地考察使客户加深了对公司的满
意度袁且对双方的合作充满信心遥

安徽铜陵高新区代表团
莅临公司考察

本报讯 通讯员耿华报道院3 月 1 日上午袁 安徽铜陵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丁灏莅临公司考察袁公司副总
经理陈淳负责接待遥

丁灏表示袁 光伏产业作为重要的可再生清洁能源之一袁
具有运用范围广泛尧符合低碳减排等特性袁是全球能源发展
的必然趋势遥全国范围内各省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光伏扶持
政策袁安徽铜陵也不例外遥 此次考察希望宣传和介绍铜陵地
区的投资环境以及相关扶持政策袁同时多了解光伏行业现状
及前景尧国内光伏产业链情况尧以及包括瑞晶公司在内的光
伏企业情况袁便于双方增进交流和了解袁寻求合作的机会遥陈
淳表示认同并一一作了介绍袁同时提出院随着光伏行业的发
展袁过去企业与企业的竞争模式也将逐渐深化为产业集群与
产业集群尧区域与区域的竞争模式袁而打造产业园区是建立
产业集群的关键因素袁以此实现规模效应尧资源信息的优势
互补袁建议从此方面入手打造园区建设和服务遥

黄晶峰袁应该是我相识最久的女干部袁一个多次
受过表扬的女干部袁一个在叶瑞晶报曳多次出现的女干
部袁今天袁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我眼中的她遥

野不耻下问冶爱学习

初次对她有印象是在 2012 年袁 张总刚来公司袁公
司从基层提拔了几个年轻干部袁 这当中有个女干部袁
听说很能干袁她就是黄晶峰遥 当时公司为了提升干部
的能力袁每周组织干部案例分享袁有天下午袁黄晶峰来
到我办公室渊我办公室在会议室对面冤问我投影仪的操
作袁她没有任何的难为情袁也没有任何的高傲袁大大方
方地问遥 接投影仪时了解到她是想利用晚上的时间把
这次干部案例分享的内容让部门员工一起学习遥 我当
时就想袁她被提拔是有原因的袁因为那次培训除了她没
有第二个干部组织部门员工学习遥接好后袁为了测试投
影仪就播放了她的 PPT袁PPT 的制作真心不是特别
美袁虽然我制作 PPT 也不牛袁但是我还是没忍住站在
观众的立场对她说了我对 PPT 的看法院野这 PPT 文字
和表格有些多袁你可以试下文字只写重点袁用些图片袁
一些数字可以用图表代替表格袁 这样应该更能吸引员
工注意听遥 冶她笑着说院野真的钥 我 PPT 制作水平不高袁
要好好学习下浴冶差不多过了半个月袁她做工作报告袁她
的 PPT 里用了图片袁用了图表袁真的改进了很多袁不知
道别人怎么看袁反正我觉得比上一次看上去美观多了遥
后来无意中了解到袁她请教了好几个同事袁认真地去向
同事学习了 PPT 的制作袁 我觉得撇开干部的身份袁单
一个女子可以这样不耻下问爱好学习就是好样的浴

野峰冶芒毕露得表扬

野为了工作不怕得罪人袁工作持之以恒尧高强的执
行力袁冶 这些就是黄晶峰身上的野峰芒冶遥 公司 2012 年
7 月开始提出野降呆滞尧零库存冶的目标袁这对公司的管
理和人员素养要求很高袁 就我们公司当时的管理离
野零库存冶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袁当时公司给储运部定
了这个指标提了要求袁尽管大家都知道在当时那种情
况下实现野零库存冶是不可能的袁但是黄晶峰没找理
由尧没找借口袁主动把野零库存冶的要求转化成自己具
体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计划并且自己去协调推动各个
部门袁 在推动过程中她遇到过各种阻力和障碍袁也遭
到一些部门领导的指责和 野嫌弃冶袁 甚至还发生过争
执袁但是她不找领导抱怨尧不用领导督促袁把原材料和
成品以及呆滞物品的周转期每月每天的逐步往下降袁
直至现在她仍然是持之以恒地在做遥 我们常说袁世界
上最不简单的事情就是把看似最简单的事情一千遍
一万遍地坚持下去袁她这种滴水穿石的精神得到领导
的肯定袁她在野降呆滞尧零库存冶这项工作中的做法和

成绩多次受到张总表扬遥 一个女同志在工作中可以排
除层层阻力和障碍袁不怕得罪人袁持之以恒地推动袁这
比一些部门的领导不推不动袁推了走走形式尧应付一
下可强多了浴

野众奖所归冶女英雄

黄晶峰还是一名党员袁她不仅自己积极参加公司
社团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袁同时还鼓励部门员工积极
参与公司组织的各项活动袁这和有些部门领导常常以
工作忙为借口不参加公司活动也形成鲜明的对比遥 她
的这种积极主动袁团结友善不仅影响她的下属还给身
边的同事留下了好印象遥 不管我们组织活动还是工作
推动袁储运部都能很好地协助配合袁而且部门员工从
来不抱怨尧不发脾气袁对于她们的协助我们部门的珊
妞和燕燕可是一直竖拇指称赞的遥 前段时间我们部门
开展 野干部修养十大问题冶学习活动袁我要求部门员工
进行自评尧上评尧互评并对身边的干部进行评价袁珊妞
和燕燕竟然对她的评价是十大问题全无袁这种评价对
我来说是何等的渴望和殊荣呀袁 要知道这俩丫头对我
可是野鸡毛邻箭冶呀浴就在 3 月 17 日的野公司 2015 年度
新闻宣传报道表彰大会冶上袁储运部及储运部员工简云
峰分别获得了新闻宣传报道先进部门和先进个人的一
等奖遥而储运部员工不是最多的袁整体高学历占比也不
是公司最高的袁 相对来讲储运部在公司整个生产经营
活动中也不是最核心的部门袁 但是他们却是包揽了此
项工作的两个第一遥这不仅获得了荣誉袁受到了张总的
表扬袁同时应该也让一些部门领导感到惭愧遥

这就是我认识的黄晶峰袁一个素养和能力一样饱
满的野瑞晶佳人冶浴

■热烈祝贺公司当选为江西省新余市一带一路文化经贸促进会
“副会长单位”。

■近日，公司申报的“电晕法制备抗 PID 电池片”及“高拉脱力
防断栅四主栅电池片”两个项目获得江西省 2015 年度优秀新产品
二等奖。

■近日，公司无边框低成本太阳能电池组件成功入围国家火炬
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

■近日，公司申报的《2015 年新余市工业贷款贴息项目———年
产 150MW 组件二期技术改造项目》获得新余市 2015 年度工业发
展专项基金。

温商财团秘书长、上海谐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莅临公司考察
周庆会率队 张中良接待

瑞晶“佳人”黄晶峰
党群综合部 杨亚松

二次创业典型人物系列报道二次创业典型人物系列报道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光伏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方丰儒

2016 年袁是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遥 新余
市力争做光伏野领跑者冶袁规划 3000 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袁总投资 300 亿元遥 作为本土光伏企业袁瑞
晶公司要抓住机遇袁抢占市场曰瑞晶人要全员销
售袁从我做起遥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及市场需求的不断
变化袁我们需要野全员销售冶遥 野全员销售冶的主要
含义为院人人销售尧事事销售尧时时销售尧处处销
售尧内部销售尧外部销售遥 野全员销售冶要求我们企
业的每位员工都要有 野销售意识冶尧野服务意识冶曰
要求我们领导干部要带好头曰标兵尧优秀员工尧党
员要争当模范曰业务人员要勇挑重担曰全体员工
要积极参与遥 大家齐心协力为公司发展增量增
收袁为公司建设添砖加瓦袁再次掀起野全员销售冶
的新高潮遥 只要我们全体员工团结一心袁发扬爱
岗敬业的主人翁精神袁 树立公司发展我发展尧公
司兴衰我有责的责任意识袁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本
次野全员销售冶活动中来袁千方百计地抢订单袁相
信瑞晶公司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翻番的目标一定
能实现遥

质量部 彭桃芽

2015 年 8 月和 9 月袁彭
桃芽通过个人渠道成功为公
司介绍 2 名新客户袁经过业务
部门沟通洽谈袁最终与这 2 位
客户成功合作遥

按照公司叶全员销售奖励实
施方案曳袁 彭桃芽分别获得 800
元和 3000元的现金奖励遥

组件制造部 郑诗龙

2015 年 9 月袁 通过郑
诗龙介绍袁公司与一新客户
达成合作遥

按照公司叶全员销售奖
励实施方案曳袁 郑诗龙获得
2000元现金奖励遥

采购部 曹玲珑

2015 年 11月袁曹玲珑通
过努力寻找客户和销售渠道袁
把仓库积压近一年的硅片和电
池碎片等呆滞库存成功出售遥

按照公司叶全员销售奖励
实施方案曳袁 曹玲珑获得 300
元现金奖励遥

再掀“全员销售”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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