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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去年开展了野金点子冶征集活动以来袁已
评审结束了两批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员工的积极
性袁激发能动性遥 叶瑞晶报曳第 87 期已将首批野金点
子冶评审结果进行公布袁那么第二批又会有怎样的
新发明尧新创意呢钥 下面在小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
了解和认识他渊她冤们吧浴

金点子院木工房制造组件需用的电脑桌袁方案
实施后已节约资金约 3000 元遥

奖励方式院被评定为野效益奖冶袁奖励 200 元遥
提报人院黄晶峰渊储运部经理冤

林海平渊储运部组件仓主管冤
郑诗龙渊总监助理兼组件制造部经理冤
何 波渊组件制造部 PMC 主管冤

她不是人们追求的苗条淑女型袁性格
也不是所谓的温柔贤惠型袁却应该算得上
是实实在在的野强悍冶型遥 作为公司的野老
前辈冶级别袁大家都尊称她野萍姐冶袁今天我
就带大家认识这位新时代的野花木兰冶遥

她自 2009 年进入公司以来已 7 年有
余袁以厂为家风雨无阻的她袁在工作岗位
上任劳任怨的她袁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奉献在了一线遥2010 年被提拔为倒班主管
后的几年里袁她融入一线袁深入现场袁与产
线员工并肩作战袁共同进退遥 带领工序长
们团结一致袁取长补短袁共同学习袁齐聚努
力袁虽然在众多的倒班主管里面袁她是唯
一的女同志袁但是她凭借自己的优异成绩
及实战技巧袁在面临淘汰赛时袁依然野稳坐
江山冶不断创造奇迹遥 2011 年她凭借出众
的工作能力袁优良的工作作风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袁次年便光荣地被
评为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遥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行业低迷公司效益不佳的情
形之下袁部门对人员进行了大改革袁倒班
主管和前三道岗位的工序长一人带领十
条线袁在工作加量不加薪的情况下袁她奋
战一线很快将十条线梳理的畅通无阻遥
2014 年她带领前六的团队袁拿下部门各班
超产奖野第一名冶袁并获得公司颁发的荣誉
证书袁

2015 年 6 月因工作需要产线进行人
员调整袁后四线划归她带领后袁经过一段
时间的磨合将原本散乱的后四 A 班人员
合理分配各司其职袁团结一致将上级下达
的各项 KPI 指标保持着持续稳步上升趋
势袁 毫不夸张的说由她带领的团队凝聚
力袁实战能力超强袁四条线人员离职率处
于稳定状态遥

2015 年终时萍姐曾带领后四 A 班所
有工序长共同许下誓言袁 在新的一年里袁
她将带领工序长们调整心态袁拓展工作思
路袁不断掌握工作方法和技巧袁抓住工作
重点袁做到野三不放过冶袁坚定野不愿得罪人
就是得罪工作冶的原则袁直奔生
产目标遥 同年袁她荣获野优秀员
工冶荣誉称号遥

2016 年春节期间由于外地

人员返乡过节导致人员紧缺袁产量未减却
相对增加了的关键时刻袁她将很多看起来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遥 经合理分
配袁不断调解袁不断找出可优化空间袁在丝
印 18 线开启之后袁PECVD 出现片源供应
不足情况袁于是她召集所有工序长商讨应
对措施解决困难袁遇到设备或工艺异常的
紧急情况下通过萍姐的引导袁我们能够很
好的与其他部门进行良好沟通遥 在此期间
前清洗尧 扩散产量已经突破 20000 片/
线要20200 片/线袁只有源头不断地供应产
品后道岗位才能加快进度生产遥 工作之
余袁她不忘叮嘱身边的同事下属要多增加
营养袁注意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遥

在今年的前几个月袁最开心的事莫过
于走廊看板上的数据更新袁每更新一次都
是我们往前进一步的动力袁因为后四 A 班
已经连续 3 个月名列前茅袁报表和实物差
异几乎为零袁萍姐也连续几个月获得倒班
主管同级别考核最高分遥

现在的她已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倒班
主管袁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拥有自己的
一片天空袁而她在自己的天空下种下美好
的种子袁默默耕耘袁努力拼搏奋进袁只因为
相信袁 总有一天在这片天空下会结满硕
果遥

本报讯 燕续锋报道院4 月 13 日袁北京
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蒋祥
春率考察组莅临公司进行考察交流袁公司
副总经理兼 COO 段小龙负责接待袁并组
织了座谈交流会遥

会上袁 考察组在段小龙的详细介绍
下袁对瑞晶公司的规模和发展前景尧经营
理念尧企业文化及产品服务等方面有了进

一步了解遥 随后袁考察组在实地考察了公
司电池尧 组件生产车间及光伏电站后袁对
公司自动化改造程度及生产实力表示认
可遥 蒋祥春表示袁北控光伏未来几年将把
江西省作为光伏电站发展的重点省份袁他
希望今后两家公司加强沟通与交流袁在组
件方面开创多元化合作模式袁携手同创共
赢未来遥

本报讯 康会红报道院近期袁公司野全黑
单晶组件冶在德国 TUV NORD 检测机构
实验室通过长达 60 天严酷的模拟环境测
试 后 获 得 TUV 颁 发 的 单 晶 组 件
IEC61215&IEC61730 安全认证证书遥

此次认证的成功通过袁标志着公司组
件产品主要技术及质量指标均处于行业
先进水平袁这为公司光伏产品打入国际市
场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同时意味着
新的发展机遇即将到来遥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在光伏
补贴逐渐下调袁电站投资者更重视电站度
电成本的大环境下袁 瑞晶自主研发的
1500V 系统电压组件成功推出市场遥

这款系统电压为 1500V 的组件采用
野一种预防接线盒处背板脱层的技术冶尧
野抗 PID 晶体硅电池的高频放电制备法冶
和野一种低成本组件的层叠结构冶的专利
技术袁能有效防止因系统电压的增大而导
致的引出线与背板之间的脱层问题尧因系

统电压增大而导致的 PID 衰减问题袁并且
可以降低隔离条用量的 50.4%遥

1500V 系统电压组件使系统端每串组
件数量由常规 1000V 电压下的 22-25 块
增加到 33-37 块袁可以使电站整体组串数
量降低袁进而降低相应的汇流设备和逆变
器袁降低电缆使用量袁降低设备的自用电尧
故障率及维护保养成本袁预计电站初始投
资将降低 0.2 元/W遥

本报讯 林腾报道院近日袁印度客户传来喜讯袁其 3 月购
买的公司组件顺利完成安装并成功并网遥 此工程为该项目
的首期工程袁后续还会有大量需求遥该项目的成功并网将有
利于我司组件的海外推广袁 增强瑞晶产品的海外品牌影响
力遥

印度当前的目标是到 2022 年袁投资 1000 亿美元实现
100GW 太阳能产能目标遥 印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日
前在提交给议会的预算报告中称袁 基于 2015-2016 财年
渊2015 年 4 月 1 日-2016 年 3 月 31 日冤的强劲增长袁政府
计划 2016-2017 财年袁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 12 吉瓦袁这比
2015-2016 财年的 1.4 吉瓦要高出近 8 倍袁也比去年 10 月
发布的预测报告中提到的 10.8 吉瓦高出 1.2 吉瓦袁并且印
度一年大概有 300 天都处于阳光普照之中袁可能将成为全
球太阳能产能最终冠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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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耿华报道院4 月
22 日袁江西省省委副书记尧省长鹿
心社一行莅临公司调研袁副省长李
贻煌袁省政府秘书长尧办公厅主任张
勇袁省发改委主任吴晓军袁省人社厅
厅长刘三秋袁省国资委主任陈德勤
等随同遥 市委书记刘捷袁市委副书
记尧市长董晓健陪同袁瑞晶公司董事
长曹勇汇报工作遥

鹿心社一行参观了电池三期车
间袁并详细询问了瑞晶公司目前生
产经营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遥 曹勇一一作了汇报袁提出院随
着产业进步袁根据国家叶中国制造
2025曳的规划要求袁公司不断提高自

动化水平袁并正向智能化和智慧化
发展袁 以长期保持公司竞争力和产
品领先袁希望省里能有相关优惠政策
予以支持遥 鹿心社表示袁省里会配合
出台相关扶持方案及政策袁帮助企业
优化发展环境袁加快促转型尧强改革
的步伐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尧提质增
效遥 鹿心社还对瑞晶公司自他上次
渊2011 年冤来调研后这 4 年来的发展
变化和企业文化建设尧党员先锋岗及
员工小发明尧小创造等方面的工作予
以肯定袁并详细询问了瑞晶公司与美
国霍尼韦尔尧印度塔塔和海尔集团的
合作情况袁鼓励瑞晶走出去袁坚定信
心把企业做大做强遥

鹿心社一行莅临公司调研
李贻煌等随同 刘捷董晓健陪同 曹勇汇报

图为省长鹿心社渊中冤在公司董事长曹勇渊右一冤尧总经理张中良
渊左一冤陪同下参观电池车间遥

公司组件在印度成功并网

北京北控光伏考察组莅临公司参观考察

公司全黑单晶组件成功通过德国 TUV NORD 认证

公司成功研发 1500V 系统电压组件

新时代的“花木兰”
电池制造部 钟兰英

我们不应只卖产品，更要卖信誉
总经办 耿 华

众议亭

金光闪闪“金点子”

黄晶峰 林海平 郑诗龙 何 波

正如大家所知光伏行业近几年的
市场波动较大袁自 2012 年受欧美光伏市
场影响袁国内很多企业面临破产或裁员
减产的局面袁 瑞晶在其中也不免被影
响袁然而不同的是袁瑞晶一路挺过了寒
冬袁一次次突破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遥

随着国家对光伏行业的关注与支
持袁光伏市场不断回暖袁公司并未因此暗
喜袁还大力发扬野二次创业冶精神袁在相关
领导的带领下袁 电池生产体系的兄弟姐
妹不断努力袁2015 年 5 月至 9 月电池片
产出持续上升袁并在 9 月创历史新高袁实
现了在产能上的突破与超越遥 然而工艺
兄弟也不甘落后袁配合市场需求袁不断提
升电池片转换效率袁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
2015 年 12 月 电 池 片 转 换 效 率 达 到
18.6%袁实现了在电池片转换效率上的突
破与创新遥 生产产出与转换效率的超越
创新为公司赢得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支

撑袁 公司高层领导对此给
予肯定和表扬遥

然而我们电池的兄弟
姐妹并没有因为 2015 年
交了一份较满意的答卷而
停止不前袁 我们不断争取
更大的突破袁2016 年 4 月
8 日电池 PE 工序再次传
来好消息袁14 线单班次产
出达到了 20170 片袁 对于
这项成绩袁 电池制造部总
监助理兼生产经理李国君
在第一时间给予表扬袁并
鼓励其它工序向其学习遥

不管是从公司还是生产制造体系
或者是部门来说袁永远没有最好袁只有
更好袁相信只要大家不断努力袁我们定
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袁 必将不断突破创
新袁超越自我遥

在电池制
造部掀起你追
我赶的二次创
业浪潮中 袁PE
工序作为整条
生产线的排头
兵袁4 月 7 日袁
后四 PE 14 线
单线产出突破
2 万片袁员工的
努力和成绩得
到部门及公司
的肯定后 袁曾
经存在 野不可

能袁实现不了冶的僵化思想瞬间
被打破遥 各倒班主管带领其它
工序基层管理人员及 PE 其它
产线向 PE 14 线展开学习探讨
交流会袁 分析各自未达到 2 万

片的原因遥从野人尧机尧料尧法尧环冶
入手袁找出自身不足和短板进行
改善袁 各级管理人员贴近现场袁
贴近员工了解调查袁 解决困难袁
一切以提升指标袁完成业绩为结
果导向浴

在野别人能做到袁我们也能
行冶的号召和 PE 各线员工的努
力下袁目前 PE 工序 10 条单线均
达到 2 万片的产出袁甚至超越此
项数据遥 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袁
PE 单日产出增加 13000 片遥

全员二次创业的号角已经
在 PE 吹响了袁通过野以创造价值
者为本冶尧野不断创新超越自我冶的
企业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袁 全员二
次创业的精神在电池制造部将
持续融入工作之中袁并用实际行
动和超越自我的成绩不断体现遥

不断创新 超越自我
电池制造部 周丽蓉

你追我赶创新高
电池制造部 廖汉胜

4 月 22 日的经理例会
上袁 总经理张中良针对近期
某客户投诉至退货案例中公
司销售和客服的反应及处理
方式进行案例分析与批评指
正袁他要求院各部门要端正态
度袁改善做法袁通过为客户提
供超越其期望的服务袁 让客
户得到意外惊喜袁 提高客户
满意度袁 赢得客户的信任和
美誉度袁培育客户的忠诚度袁
从而创造更多有价值订单遥

案例简要院4 月 12 日袁公
司接到某客户投诉我公司电
池片在拉力和焊接方面存在
质量问题遥 公司的销售和客
服在接到客诉后迅速反应袁
因为近两年我公司电池片在
拉力和焊接方面没出现过该
客户投诉的质量问题袁 他们
第一时间收集各种证据袁希
望能向客户证明并让客户接

受此次并非是公司产品存在
问题遥 通过他们的努力袁最终
验证了事实不是公司产品问
题袁是该客户 BOM尧工艺和
设备等方面存在问题遥 这时袁
公司销售和客服认为找到问
题原因了袁并向客户说明了袁
他们可以向公司交差了袁就
止步野打道回府冶了遥 事情发
展到这里袁 客户的投诉是找
到了原因袁 可是最终公司产
品因为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导致客户退货遥 整个客诉处
理袁看似反应迅速袁看似尽职
尽责袁看似合情合理袁但是客
户退货的结果只能证明这是
一次失败的客诉处理遥

随着市场愈趋开放袁竞争
也日益激烈袁如何提升客户满
意度将成为综合竞争实力的
重要体现遥我们改变不了市场
环境尧 产品价格和客户要求袁

唯一能改变的是自己遥市场发
展必定是买方市场袁 提供高
质尧低价尧优质服务是市场发
展的必然需求遥我们销售的不
只是产品袁是一种服务袁更是
一种理想遥唯有客户满意才能
让我们赢得客户的信任尧信
心袁进而赢得市场袁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遥

此次客诉处理的过程中袁
我们的销售和客服忘了他们
真正的野领导冶是客户不是自
己公司的上级袁同时他们没真
正明白处理此次客诉的目的
是让客户满意促进订单合作遥
费尽力气找到客户的问题尧证
明不是我们的产品质量问题袁
在客户的那一侧就失去了它
的意义遥 达不到客户的需求袁
客户用不了袁 客户不满意袁客
户退货袁订单丢失袁既耽误了
客户的时间袁也让公司蒙受经

济和信誉上的损失遥找到问题
原因不应是服务结束袁每个客
户都渴望我们对他有所帮助袁
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找到问
题原因后袁如何帮助客户解决
问题袁让客户满意遥 我们更多
的应该想想野客户为什么要购
买我们的产品钥 冶如果销售和
客服能在找到原因后第一时
间召集设备尧质量尧技术等相
关部门用最快的速度帮助客
户解决问题袁就有可能保住订
单袁 而且有可能获取更多订
单遥为客户解决他们 BOM尧工
艺和设备等改善工作袁看似不
在我们的销售和客服职责范
围内袁但我们的人员忘了通过
为客户提供超越其期望的服
务袁 让客户得到意外惊喜袁才
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和美誉度袁
培育客户的忠诚度袁从而创造
更多有价值的订单遥

希望各部门引以为戒袁
野以客户为中心冶尧野以订单为
中心冶 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
上尧挂在墙上袁要根植于心袁深
入骨髓袁 在日常工作中践行遥
如果销售部门自己都不能真
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袁把客户
给的压力转为公司内部各部
门工作的动力反推公司内部
的改进袁 对各部门的理由尧原
因加以认可袁对客户的抱怨不
能迅速通过服务改善等将野坏
事变成好事冶袁 那么抱怨就会
不断发酵袁最终使我们失去订
单袁 甚至失去客户的耐心尧忠
诚度和美誉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