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特约记者方丰儒报道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公司全

员销售奖励方案会议精神袁 提升全体员工销售攻坚能力袁光
伏应用工程有限公司于近日在办公大楼一楼 E 会议室召开

全员销售动员大会遥 此次会议由光伏应用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立壮主持袁公司所有岗位人员参会遥
刘立壮对公司目前光伏电站运维和光伏户用系统的相

关业务情况进行了通报袁并结合目前光伏市场行情进行了仔

细分析袁梳理了下一步公司的工作重点遥 刘立壮宣读了叶全员

销售奖励方案曳袁并对方案中的每条逐一进行了详细阐述袁他
要求大家明白销售方案的内容并清楚理解袁最后鼓励并激励

全体员工袁要把此次全员销售的工作做好袁苦干尧实干加巧

干袁遇到问题要及时提出让大家一起探讨解决袁要始终把公

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袁实现公司销售业绩持续增长遥

光伏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召开全员销售动员会

电池尧组件尧电站是公司运营的
三大块袁储运部作为辅助部门袁始终
坚持降本增效与零库存目标相结
合袁在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袁巧思
创新袁另辟蹊径袁不断取得新成果袁
工作亮点层出不穷遥

近期袁 某组件订单出货需要数
百个木托盘袁 市场采购价在数万元
左右遥在此之前袁储运部负责人黄晶
峰早已提出袁 在确保组件运输安全
并满足客户要求的前提下袁 周边电
站及国内市场出货均可由公司木工
来制作木托盘袁在省下采购费袁达到
降本增效目的的同时由自己制作的
木托盘也更坚固耐用遥 在接到此订
单时部门内迅速反应袁 组件制造部
积极主动配合袁 部门与部门之间无
缝对接袁协作默契袁第一时间将所需
材料等相关信息提供给采购部门袁
有效节约了公司的采购成本袁 为订
单如期交付打下了基础遥

创新是一种工作态度袁 巧思则
是其中的莫大乐趣遥 在木托盘的小
小野成功冶鼓励下袁我们再接再厉袁持
续给力袁让增效融于每一件小事中遥

在接到公司下发的组件订单出货通
知时袁 由于此批组件采用简易包装
渊每拖组件不能叠加冤袁 考虑到路程
较远袁如果不改变包装方式袁将产生
较高的运费遥 储运部及时与销售及
计划人员沟通袁 共同协商是否可以
改为双层叠加的包装方式遥 协商的
结论是双层包装费用昂贵袁 而且临
时也没有包装材料袁因此很难更改遥
储运部负责人坚持认为可依据以往
出货经验袁 创新一种新的双层叠加
包装方式遥 木工师傅在详细了解出
货要求后袁 在确保组件运输安全的
前提下袁利用回收的木料制作护角尧
护板尧盖板等再拼接袁最终实现了双
层叠加包装遥 此种包装不仅节约了
运费袁 而且对组件起到了更好的保
护作用遥目前袁该批组件已顺利抵达
目的地遥

在工作中袁 小事情也许并不起
眼袁 但所有的这些小事情一起发生
后往往能成就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袁
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袁劲往一处使袁
相信还有许多的小事情在等着我们
巧思创新袁持续给力增效遥

巧思创新 给力增效
储运部 简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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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车间里一片忙碌的景象袁 大家都在诠
释着各自的岗位角色袁 每个人都在兢兢业业地
工作袁付出自己的汗水遥我们设备设施部作为一
个生产辅助部门袁 也在努力诠释着自己的岗位
角色袁保障设备的运行正常袁是我们每一名设备
人员的工作天职遥

随着时间的沉淀袁我们沾染了一些野恶习冶袁
一线设备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袁 部门内各
岗位之间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良心态曰
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就找理由尧找借口袁信息共享
速度慢等等问题都严重阻碍了部门的良性发
展遥 2016 年袁既是崭新的一年也是变革的一年袁
设备部在这一年迎来了新的规划和挑战遥 在部
门经理杨旭的带领下袁 我们下定决心摒弃旧恶
习袁重新树立自己的新思维遥首先通过考核的办
法带动唤醒部门内部的工作热情袁 让工程师主
动深入一线袁 充分了解现场并调动技术员的工

作积极性曰其次袁主动调研袁现场追踪解决问题袁
拒绝拍脑袋策略袁摒弃按部就班的传统思维袁敢
于将问题的根本点暴露出来袁 及时有效的采取
措施曰再次袁积极推进部门之间的合作袁正所谓
野一花不是春袁孤雁难成行冶袁部门之间的合作如
果继续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模式中显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袁生产运营靠的是一个团队袁而不
是某个部门或某一个人袁对于团队的理解袁我想
引用电池制造部李经理的一句话袁他说袁一个过

硬的团队何愁没有江山袁 何愁我们的企业不能
永葆长青遥正是有了这样的醒悟袁也正是抱着如
此的决心袁何愁设备设施部不能发扬光大遥

新思维之所以野新冶袁就是意味着不同以往遥
建立全新的 KPI 考核制度遥 KPI 考核制度的建
立袁用制度去考核员工袁做到有奖有罚袁赏罚分
明袁 每个人的考核都有理有据袁 从另外一方面
看袁KPI 考核制度也是在检验一个人的工作责
任心袁责任心强的人自然工作积极性就强曰发挥

团队合作能力袁 及时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及预
防措施遥关起门来搞显然是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袁
想要更好的发展袁部门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袁解
决问题的速度也能及时有效曰 深入现场解决问
题遥凭空想象尧遥控操作袁都是不可取的做法袁有
问题就要深入基层去解决曰 从主观意识上调动
所有设备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遥 工作不回避不推
卸袁发扬主人翁精神袁主动推进工作进度曰有创
新思维遥 要贴近市场袁市场需要什么袁我们就去

学习尧去创新袁不断改善设备袁提高产品的质量遥
这几项野新冶的举措袁不仅是改革的手段袁也充分
体现了设备设施部摒弃旧恶习袁 树立新思维的
坚定决心遥

改革持续进行中袁 丝印离散问题的出现袁恰
巧给了我们一个检验自己的机会遥离散问题一直
困扰着我们整个团队袁生产在严抓袁品质也在监
管袁技术工艺则在积极排查分析袁而我们设备部
也投入了自己的人力袁专门成立了解决离散问题
的小组袁不断收集数据袁找出问题点袁有根有据的
逐一给出方案并及时解决袁最终离散问题在整个
团队的通力协作下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遥

品质是靠人做出来的袁 如果每个部门都能
发挥主人翁精神袁积极主动的去贴近现场袁解决
问题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出更好的产品质量袁
也终将赢来更多客户的掌声与高度肯定遥

摒弃旧恶习 树立新思维
设备设施部 管观远

在过去的一年袁 公司投入巨资
对组件制造部一厂进行全面改造袁
将组件一厂由过去全程手工分段式
作业一跃升级为全自动机械化流水
作业模式袁 不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产
能效率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袁 进一
步强化了企业的品牌形象遥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意味
着对机械设备的依赖性更大袁 为确
保设备稳定运行袁 进而保障产品的
高品质率袁 组件部要求每位员工每
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本职岗位
的设备及其周边环境清洁工作做
好遥在焊接工序袁公司引进的是自动
光焊机袁设备价格高昂袁体积大袁洁
净度要求高袁 员工每次清洁设备时
免不了就要爬上爬下袁 时不时还要
钻到里面去清洁一些细小的缝隙袁
这无疑给清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
扰及安全隐患袁 员工爬上设备的时
候一定是小心翼翼的袁 一是害怕碰
坏设备配件袁 为公司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袁二是害怕发生安全事故袁造成
不必要的遗憾袁 但纵使有千万种困
难袁为了产品的质量有保证袁产线员
工仍然坚持每日对设备进行清洁维
护袁所以每次清洁袁员工都会小心小
心再小心袁谨慎谨慎再谨慎遥在一次
部门领导对生产一线进行巡察时袁

了解察觉到该情况存在的安全隐患
及对员工可能造成的心理负担袁部
门领导立刻着手处理袁 第一时间与
储运部木工房协调沟通袁 为产线制
作了一批木质脚踏凳遥 木质脚踏凳
外观虽然并不是很美袁 仅仅是木棍
和木板钉接而成袁 但是它却十分的
结实耐用袁 每次清洁设备时也不需
要爬上爬下了袁 只用踩着凳子台阶
就可以轻松的对设备进行清洁和保
养袁下来时也很安全袁不用再担心是
不是会磕碰到自己袁最妙的是袁因为
是野瑞晶 DIY冶袁在低费用的情况下袁
既解除了设备零件免受野伤害冶的困
扰袁也保障了员工的安全袁真可谓一
举多得呀遥

作为一名普通员工袁 这些落到
实处的帮助更能让我们感动袁 更能
让我们体会到公司的关怀之情袁是
那么的体贴袁那么的实在袁那么的深
入每一丝细节袁 也更加让我们心里
充满温暖浴这样的改善还有很多袁虽
然每一件都很小袁 却是实实在在的
为一线员工解决了很多不必要的麻
烦袁时时刻刻打动着我们遥承诺再多
不如实际行动袁 这样的感动也将激
励尧鞭策着我们袁唯有用良好的工作
面貌和高品质的产品来回报公司的
关怀与爱护浴

小小脚踏凳 温暖员工心
组件制造部 尹建东

从古至今袁 细数历史上诸多的团队袁
我们不难看出袁每一个团队都有着自己的
文化和追求目标袁我们也知道袁即使是同
样一支队伍袁既可以碌碌无为袁也可以成
就卓越的成绩袁 即使是同样一个团队袁可
以一直模仿别人袁 也可以一直被别人模
仿袁甚至从未被超越遥 为了提高公司团队
的凝聚力袁在当前新形势下有效把握市场
机遇袁及时对市场动向作出反应袁推动公
司发展袁2016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袁 公司
组织优秀员工代表和中层干部前往湖南
石燕湖拓展基地开展户外素质拓展训练遥

首先袁通过一系列小活动袁打破人与
人之间的隔阂袁 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袁忘
掉年龄袁忘掉职位袁忘掉性别袁让这个团队
从这一刻开始更加充满凝聚力遥

随后我们分成两个小分队进行真人
CS 对抗项目袁通过这一项目袁让团队每一
个成员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团队成员之
间相互配合和协调的重要性袁只有互相配
合袁彼此信任才能够战胜对方袁取得胜利浴
而且也明白团队终极目标的实现是建立
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相互支持
的基础上遥 更重要的是在团队的工作中袁
策划部署尧分工合作尧团队士气尧上下级沟
通尧应变能力都将是一个团队决定胜负的
关键性因素遥

其次袁高空飞索项目是这次拓展训练
最让我们胆战心惊的一项袁从旁观别人飞
索的紧张到自己穿上安全背囊的害怕袁从
飞到空中俯瞰山野绿水的愉悦到急速冲
击着陆的胆战心惊袁从回味这一过程的趣
味到感叹过程的短暂袁这一切不正是我们
在为自己的梦想去拼搏挑战的过程吗钥 事
实告诉我们袁 面对自己从未遇到的挑战袁
就要勇于打破自己内心的束缚袁相信自己
能行袁时刻告诉自己别人能做到袁我们也
同样能够做到浴

最后袁 龙舟赛更能够看出团队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袁这就像是一个优秀团队的野定
海神针冶袁野众人拾柴火焰高冶袁野众人划桨开
大船冶只有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立足于自己的
本职工作袁 都将以团队的目标为自己的目
标袁那么再长的路尧再难的问题都是野小菜一
碟冶袁只有齐心协力袁才能有卓越的团队浴

同事们在实践中锻炼学习袁在体验学
习中改变自己袁在改变中感悟人生袁既有
奉献尧协作尧勇气带来的喜悦袁也有任务尧
责任尧目标带来的成就感袁而在这里袁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袁亲近大自然袁追求卓越袁放
飞梦想袁提高工作效率袁调动工作热情和
积极性袁 为公司的发展和未来添砖加瓦袁
就像张总在晚会上讲的袁我们大家一起努
力袁让我们忠于工作袁立足于新余袁面向全
国袁走向世界浴 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
个人全力以赴去实现浴

追求卓越
放飞梦想

要要要记瑞晶员工户外素质拓展训练
光伏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方丰儒

4 月 23 日袁我有幸参加了公司组织
的湖南石燕湖素质拓展活动袁 拓展活动
有一个项目是真人 CS 镭战袁 虽然在镭
战中我军以战败告终袁 但是什么原因导
致我军战败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袁值
得我们学习的遥

第一次 野战争冶袁 我军以五人为一个小组互相掩护杀
敌袁但是由于前后过于分散袁导致后面的同志分不清前面的
部队是敌是友袁一通乱扫过后袁郁闷的发现在前线的同志倒
下一片袁野敌军冶抓住时机袁展开冲锋袁最终我军全军覆没遥 在
总结第一次失败教训后袁我们又打响了第二次野战争冶袁我军
这次改变策略袁分为三大队袁分别从上中下三路进攻袁为了
雪耻袁部分战士拼命往前冲袁直插野敌军冶心脏袁因为前后左
右全是野敌军冶袁一顿乱扫也能野杀冶个够本袁当然袁冲在最前面
的战士也是野牺牲冶最早的袁这一仗虽然取得了胜利袁但是
野伤亡冶还是很惨烈遥 第三次野战争冶紧接着打响了袁我们以更
加周密的部署进行战斗袁但由于指挥官野阵亡冶渊摔跤时电源
意外断开了冤袁导致全军将士的集体自动野阵亡冶遥

在这三场对战中袁我学到了以
下几点袁供后续部队参阅院

一定要有团队意识袁 打黑枪袁
杀队友袁最终自己也是死无全尸遥

在工作中不要鄙视同事袁看不
起他人袁就算有看不过眼的地方也

不要野以暴制暴冶袁这样只会增长他人气焰袁正确的方法是帮
助同事袁共同承担袁一起努力提升公司形象袁与团队共进退遥

指挥官的位置十分重要袁 一个小小的失误也可能导致
全军覆没遥

班组长在员工面前就是指挥官袁 主管在班组长面前就
是指挥官袁经理在主管面前就是指挥官袁我们每个人在一个
小范围内都可能处于指挥官的位置袁 这就要求我们做决策
时一定要慎重袁既要顾全大局袁也要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遥
当自己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时袁 不妨与大家一起讨论以寻求
突破袁不要一意孤行酿成悲剧袁更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意外
导致整个事件的失利袁带来遗憾遥

镭 战 反 思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清晨袁我们深呼吸着石燕湖清新
的空气袁乘着游览船一边朝目的地驶
去一边欣赏湖边美景袁不久我们就抵
达了金龟岛袁岛上风景虽然秀美却不
能让我停下脚步袁 我心中一直默默期待并跃跃欲试的挑
战项目要要要高空飞索就在前方不远处了袁 一丝丝惧怕夹
杂一点点兴奋袁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遥

慢慢靠近飞索体验区袁发现很多人在排队等候袁透过
人群放眼望去袁只见钢索之下是一片野汪洋大海冶袁四周小
岛密布袁钢索的另一头连接着其中一座小岛袁这真让我有
点不可思议遥 这个项目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袁尤其
是看着同事们有些甚至因为恐惧将身体缩成一团袁 唯唯
若若的样子滑向对岸袁我内心的恐惧感立即倍增遥 在纠结
的心情中袁不知不觉已经轮到我了袁这时也不知道哪里来
的勇气袁反而镇静下来了袁拿起装备仔细研究一番后利索
地穿好袁静静的等待出发的那一刻遥 出于本能的意识袁我
再三检查了自己的装备是否穿着到位袁 确保安全后这才
放心的让师傅把自己野拎起冶挂扣在钢索上袁师傅将我野费

力冶地往后一拉袁说时迟袁那时快袁
只听野嗖冶的一声我彷佛被什么力
量拉进了脚下的这片湖水遥 太神奇
了袁 我居然一点都不觉得害怕袁反

而觉得很轻松袁放眼望去袁青山绿水环绕左右袁不由得抬
头向上仰望袁那就来个雄鹰展翅吧袁我伸开双手袁双脚前
后做踏步状袁感觉像在太空漫步袁悠闲自在袁我小巧的身
体宛如一只直线飞翔的小鸟袁马上就要到终点了袁真是神
速呀袁我还没过瘾呢遥

从最初的害怕尧忐忑袁到亲身体验后的轻松尧愉快袁这两
种明显的情绪变化不正说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吗钥 看上
去很艰难的事情袁也许做起来反而十分简单曰看上去很难
办到的事袁也许会做的得心应手曰看上去很难完成的挑战袁
也许就轻松拿下了遥 公司正值二次创业袁这其中有许多想
的到或想不到的挑战在等着我们去战胜袁如果一开始就被
野看上去冶吓坏了袁那又何来胜利钥 希望我的未来挑战也能
从这里开始袁能够不断的挑战自己尧超越自己袁始终坚信只
要敢于尝试袁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遥

神奇飞人就是我
电池制造部 钟兰英

石燕湖户外素质拓展活动石燕湖户外素质拓展活动

编者按院近期袁叶瑞晶报曳编辑部内忽而一片寂静袁
忽而争论不休袁这是发生大事了吗钥 各位请淡定袁这只
是编辑们在思索探讨如何呈现一份更加贴近市场尧贴
近管理尧贴近一线的高质量报纸遥 于是袁编辑部决定每
月坚持开展叶瑞晶报曳调查袁以匿名的形式收集员工意
见建议袁并积极改善袁以致所有的瑞晶人都能爱上叶瑞
晶报曳遥 以下是第 90 期尧第 91 期叶瑞晶报曳调查意见整
理袁可爱的袁亲爱的袁全体瑞晶人袁敬请笑纳我们的诚
意浴 下一期叶瑞晶报曳调查袁千万不要吝啬您的批评与夸
奖袁编辑部一定照单全收袁虚心求教浴

1.建议增加娱乐尧健身相关的文章遥
回复院这个建议我们一定采纳袁此类文章以后会出

现在三版中袁感兴趣的员工可以多多关注遥
2.希望有一角袁写一些关于民族特色尧地

域特色能够感染观众遥
回复院三版以后的选稿中袁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袁让报纸的内容更加丰富遥
3.希望可以多宣贯些公司的规章制度及奖

罚案例袁对于员工的宣导和管理能起到一定的
推动作用曰建议增加员工意见栏袁对员工的意
见建议以问答形式刊载出来充分体现全员参
与的氛围遥

回复院 后续会尽量丰富规章制度及奖罚案例的文
章袁敬请关注遥 关于野员工意见栏冶袁二版的野编读往来冶
栏目是特意为读者设置的意见栏袁 此栏目的丰富离不
开广大员工的野爆料冶袁欢迎大家以各种方式谏言渊邮
箱 院yanyan.cui@risunsolar.com袁 电 话 院18379001616尧
6852966冤遥

4.希望每期叶瑞晶报曳可以优先下发至各部
门各岗位的通讯员手中遥

回复院每期报纸每位通讯员都有单独一份袁我们会
第一时间统一下发至各部门袁 通讯员可以至部门文员

处领取袁千万不要忘记咯遥
5. 希望在瑞晶微信公众号里面能阅读到

叶瑞晶报曳电子版袁这样比较方便遥
回复院因为技术问题袁目前微信公众号还不能阅读

电子版的叶瑞晶报曳袁编辑部正在努力袁争取尽快满足大
家这一要求遥

《瑞晶报》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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