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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新闻

金点子一院防止电池片撞碎项目袁被
评定为改善类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金点子二院组件隔离条技改袁被评定
为创新类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金点子三院降低电池片背银用量袁被
评定野鼓励奖冶遥

提报人院高慧慧渊技术研发中心 工
程师冤

金点子四院优化层压时间袁提高生产
效率袁 被评定为改善类 野鼓励奖+采纳
奖冶遥

提报人院张洪义渊组件制造部 工艺
工程师冤

金点子五院前 EL 测试仪上的电治具

改善袁 被评定为创新类 野鼓励奖+采纳
奖冶遥

提报人院胡松平渊组件制造部 设备
工程师冤

金点子六院组件托盘改善袁被评定为
改善类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宋敏渊采购部 采购员冤
金点子七院 接线盒引出线与壳体连

接强度测试方法改善袁 被评定为创新类
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金点子八院 玻璃耐冲击性和钢化度
工装夹具改善袁 被评定为改善类 野鼓励
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张圆圆渊质量部 进料检验
主管冤

金点子九院 提升石墨舟卡点使用过
程中的洁净度袁 被评定为创新类 野鼓励
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王孚健渊电池制造部 生产
主管冤

金点子十院 一次性鞋套换成洁净鞋
套袁被评定为改善类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 刘小红 渊电池制造部 7S/
ERP 系统专员冤

金点子十一院降低添加剂用量袁增加
优良率袁被评定为改善类野鼓励奖+采纳
奖冶遥

提报人院邱桃桃渊技术工艺部 清洗
工程师冤

金点子十二院 根据石墨舟使用次数
自动选择匹配工艺袁被评定为创新类野鼓
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王广伟渊技术工艺部 助理
工程师冤

金光闪闪“金点子”

众议亭

有一次袁S 君来到日本度假遥 他路过一家日本最著名的豆腐店袁顺便
买了他们的招牌产品遥 但当 S 君品尝这个豆腐时袁发现豆腐酸了袁坏掉
了遥

当他又一次路过这家店时袁对服务员说了一下袁我上次买你的豆腐
是坏的遥服务员首先是很惊讶院野坏了钥你有没有带过来钥 冶S 君说院野没有袁
一盒豆腐也不值多少钱袁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件事遥 冶服务员立刻说院野我不
是这个意思袁这是因为我们的过错让您受到了损失袁我们一定要对您有
个交待遥 您稍微等我一下噎噎冶说着袁服务员一溜小跑上了楼遥 一会儿和
他一块下来一个经理模样的人袁 他一个劲的向 S 君鞠躬致歉院野先生袁对
不起袁这都是我们的错遥 这里有四盒最新鲜的豆腐袁您一定要带回去尝一
尝袁这一定是最好的品质遥 冶说着袁他将一袋包装精美的豆腐送到了 S 君
手里遥 经理接着说院野我刚才已经通知工厂这件事了袁他们将在这两天内
解决遥 如果您周一还有时间袁再路过这里袁欢迎您再过来袁我们一定给您
一个答复袁告诉您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办法和事故原因遥 冶

S 君没有再来这家店问这件事的结果袁但他想院只要还有再来日本的
机会袁我一定会再来这家小店袁品尝这里的豆腐遥

以上是总经理张中良在 6 月 17 日经理例会上分享的管理小故事遥
会上袁参会者纷纷踊跃发言袁交流各自从故事中获得的启示和体会袁现场
气氛一片火热遥

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院当有错误发生时袁即使你是在客观的解
释这个事实袁但对于受到伤害的顾客来说袁也会感觉到你是在推卸责任遥
豆腐酸了袁坏掉了袁可能是从生产到流入客户过程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袁
也可能是客户存储不当或者别的原因遥 面对客户的投诉袁我们首先要做
什么钥 有人会说要调查原因袁分清是非袁如果是我的错我会承担袁如果是
客户的错袁要和他解释清楚遥 但这样的做法最有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袁客
户在你这里有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购物经历袁 你会因此永远失去一位客
户遥 根据乔窑吉拉德提出的二百五定律院如果自己得罪了一位顾客袁那么
失去的将是 250 个潜在客户曰反之亦然袁如果自己获得了一名顾客的好
评袁 同时也就获得了 250 名潜在的客户遥 如果企业像这家豆腐店这样袁
野以客户为是袁以己为非冶袁勇于承担责任袁并在第一时间弥补客户损失遥
当你让客户看到你在努力改正并设法弥补损失时袁 客户又怎会不谅解钥
由此培育的客户忠诚度和美誉度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遥

质量是企业生命力遥 这个质量不仅仅是产品质量袁还包括服务质量遥
随着市场愈开发袁竞争也日益激烈遥 如何提升客户满意度将成为综合竞
争实力的重要体现遥 一方面我们要在生产各环节严格把关袁保证最终流
向客户端的是符合客户要求的合格品遥 另一方面要野以客户为中心冶袁野以
客户为是袁以己为非冶袁时刻把客户需求和满意度放在第一位袁提升服务
意识袁重视企业的信誉和市场美誉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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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客户满意才能让我们赢得客户
的信任尧信心袁利用良好的口碑赢得市场遥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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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本报讯 记者崔燕燕报道:为纪念建党
95 周年袁 表彰在 2015要2016 年度党组织
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遥 6 月 28 日袁公司
党委在党员活动室隆重召开表彰大会遥公
司党委书记张勤主持会议袁总经理张中良
出席并讲话遥

大会在全体党员庄严的宣誓中拉开
了帷幕遥会上袁公司党委书记张勤宣读了
表彰决定袁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
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优秀共产党员
表示热烈祝贺遥

张中良首先代表公司董事会向参加
大会的党员表达诚挚的节日问候遥 他表
示袁 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虽然任务艰巨袁
但需要全体党员坚持发扬二次创业精神袁

积极维护工艺技能袁 进一步解放思想袁敢
于创新袁敢想敢做袁用精细化的管理与执
行水平在各自的岗位上带领员工完成主
营业收入目标遥 前途是光明的袁道路是曲
折的袁党员群众要团结一致袁群策群力发
挥集体智慧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短板问题
从而进入良性发展轨道遥 他强调袁党建工
作是围绕企业经营实际来开展的袁党员身
份不是特权袁对于自以为是袁口出狂言袁不
符身份的党员袁党委要作出严肃的党纪处
分遥 瑞晶党委先后受到中组部尧 省里尧市
里尧区里的肯定与表彰袁瑞晶党建是企业
的一个亮点袁也是瑞晶的名片袁希望在座
的党员袁包括后续加入党员队伍的同志能
够珍惜爱护这份荣誉袁为瑞晶党建事业争

光争辉袁在带领瑞晶人追求野瑞晶梦冶的征
程中不懈努力遥

会上袁张勤提出三点要求袁一是党委
和各支部要认真组织策划好 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活动袁要把野两学一做冶与野主营
业务指标翻番冶结合袁助推瑞晶更好地发
展遥二是党建工作要围绕公司企业文化和
经营管理进行部署院 一要在提高员工素
养尧 丰富员工文化活动生活上找准定位袁
有作为曰二要在推进公司改革创新中找准
定位袁有作为曰三要在实现野主营业务指标
翻番冶的战略目标中找准定位尧有作为遥三
是从严从实清理党员队伍野害群之马冶袁把
从严管党治党新要求落实到基层组织野神
经末梢冶遥今后袁所有党员要在工作和生活
中亮出身份袁必须佩戴党徽上岗袁要严格
执行叶瑞晶公司党员尧干部日常行为野十带
头尧十不准冶野六禁令冶曳袁接受广大员工的
监督遥

张勤指出袁目前公司党员占比 6%袁这
6%的党员之所以能加入党组织一方面是

怀着对党崇高的向往袁另一方面是因为工
作表现突出袁这就要求党员要在工作中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大家积极进步尧
努力工作遥 今年袁公司党委被评为野全市尧
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冶袁 这是全体党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袁这份荣誉既是肯定也是鞭
策袁这就要求党委在以后各项工作中要做
得更好袁同时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
野为民尧务实尧清正尧廉洁冶的要求袁积极争
当创造价值的先锋尧 工作岗位的模范尧廉
洁自律的表率袁努力促进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遥

会上袁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就如何发
挥党务工作者的作用与在座党员分享个
人心得院一是以责任之心发挥岗位服务职
能曰 二是以公仆之心扎实做好工作先锋曰
三是以真诚之心做党组织放心尧群众满意
的标兵遥 随后袁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表示袁优
秀共产党员这项荣誉是压力亦是动力袁原
来是在共产党员的起点上迈步袁现在要在
优秀共产党员的基础上实现跨越遥

牢记质量意识 完善考核体系

公司召开质量管理动员大会
陈淳讲话 段小龙主持

本报讯 记者刘珊报道院为整肃纪律袁狠抓产品质量袁近期袁公司在多
媒体中心组织召开质量管理动员大会袁生产部门全体员工参会袁公司副
总经理陈淳出席会议并讲话袁公司运营总监段小龙主持会议遥

段小龙首先就本次产品质量问题做出分析检讨袁他说袁两年前的质
量动员誓师大会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袁野坚决不让不良品流出冶是我们不变
的宗旨袁 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让公司在业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袁有
了一个不错的声誉袁但因为这次的质量事件让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付之
东流袁我们的客诉在增加袁我们的销量受到威胁袁这是一次血的教训袁我
们必须重新审视对质量问题的态度袁 我们必须重新树立质量第一的意
识袁并且从这次事件中学会举一反三袁避免错误的事情再次发生袁用速度
和实力袁让我们的产品质量迈上一个新高度遥 2016 年是一个机遇年袁下半
年如何抢占市场尧赢得客户袁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努力遥 再次相聚时袁
希望我们不再是批评与检讨袁而是成功分享会遥

随后袁质量部副经理龚忠对此次质量事故中自身团队的不足与失误
进行了检讨遥 他承诺袁将带领质量团队从客诉中找到改善的方向袁在质量
问题处理上将一追到底袁坚决三不放过遥 电池制造部总监助理兼经理李
国君也就此事进行了深刻检讨袁他承诺袁生产部门将戴罪立功袁誓不再犯
低级错误遥 技术工艺部经理柳恒则表示袁工艺团队要将此次事件作为一
次深刻教训袁让警钟长鸣袁全团队要做到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遥

陈淳指出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袁但这个观念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每
个员工的心中遥 何谓生命袁就是你没有了它即意味着死亡袁这是生命的意
义袁也是我们要树立的正确质量意识遥 他强调袁质量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
题袁第一袁我们要真正树立起质量是企业生命线的观念遥 产品质量就是企
业的生命线袁我们没有质量就没有办法生存袁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
树立起这样的观念袁我们的企业才能真正发展壮大遥 第二袁在产量和质量
发生冲突的时候袁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忽略质量钥 我们的员工要严格按照
作业指导书操作袁认真做好每一道工序袁当产量与质量发生冲突时袁员工
要勇于捍卫产品质量袁向一切违反指导书的操作说不遥 同时袁要进一步完
善质量管理体系袁虽然我们有质量考核机制袁但是生产上的考核无疑是
更充满诱惑性的遥 在完善质量体系考核系统时袁我们一定要坚持质量就
是要优于产量袁没有质量的产量是不需要的遥 第三袁相关部门没有真正起
到监督作用袁面对问题往往会手下留情遥 各部门应该相互监督袁围绕质量
开展工作袁一切以质量为前提遥 当我们有了质量才能赢得信誉袁有了信誉
才能带动销量袁人人管质量袁人人将质量当作企业的生命线袁只有这样袁
我们才是一家真正有活力尧有朝气尧有前途的企业浴

找定位 有作为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助推企业发展

公司党委召开庆祝建党 95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张中良出席并讲话 张勤主持

图为公司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遥

先进基层党组织院第一党支部
第四党支部

优秀党务工作者院
第二党支部院张腾莉渊订单支持部冤
第四党支部院高 波渊组件制造部冤

优秀共产党员院
第一党支部院张仁荣渊后勤部冤

第一党支部院彭柳牙渊后勤部冤
第二党支部院何 军渊订单支持部冤
第二党支部院林海平渊订单支持部冤
第三党支部院程玉兰渊质量部冤
第三党支部院李雪梅渊电池制造部冤
第四党支部院曾义行渊组件制造部冤
第四党支部院刘红斌渊组件制造部冤

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袁
谁都想走在时代的前端袁 跟随
野所谓冶的潮流遥 当然袁随着国家
人口文化教育程度的普及袁大
家都会存在一个概念袁 觉得受
过教育的人都是具有较高素质
的袁 几乎每个人都不会承认自
己没有素质遥 然而袁还是有那样
一些人的行为与自己心中所标
榜的素质一词是背道而驰的遥

且不说别的袁 就拿我们公
司员工来讲袁在公司建设初期袁
公司的核心文化是与新能源性
质息息相关的袁 提倡环保尧绿
色尧节能遥 然而我作为一个在这
里工作过五个年头的老员工来
讲袁在这几年里袁时常看到的场
景并非真的体现出大家都有很
高的个人素质袁 更别说大家主
动地维护和贯彻公司的企业文
化遥譬如你会看到厂区内草坪上
的垃圾袁上下班打卡时你推我搡

的野热闹冶袁食堂门口满地饭渣的
油污袁职工宿舍楼道内五花八门
的生活垃圾以及随处刺耳的粗
俗语袁甚至在我们洁净的生产车
间内有时都未能避免遥那么这些
反常的现象是否与我们所追求
的时代进步和个人素质格格不
入呢钥

是的袁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
是一个素质不高的人袁 但是我
们的日常行为却出卖了自己的
野伪素质冶遥 不愿意承认自己没
有素质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些
不文明的习惯和行为有损自己
的形象袁 但是自己的行为却又
那么做了袁 这又是怎样的一个
矛盾呢钥 反而不能规范自己的
文明行为成了一种风尚袁 觉得
自己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袁 认为
别人那样做了袁 自己不跟风似
乎成了独立体袁 与周围的环境
格格不入了袁 甚至自己有种吃

亏的感觉遥 大家都知道在好多
公共场合为了规范大家的行
为袁有了很多硬性的规定袁目的
就是为了提倡大家能更好的展
现个人素质袁 让每个人能真正
做一个有素质有修养的人遥 如
果说以前大家在公司的种种不
文明是因为公司没有明确出台
相关的管理制度规定行为的

话袁 那么就在 2 月份后勤部门
专门制定了公司厂区卫生整洁
管理规范的文件袁 以至于在文
件发布后的几天内因违反此项
规定而被行政处罚了两个人袁
可是效果并不显著袁 尤其在夜
班时袁 在整个车间厂区周围还
有随处可见的垃圾袁 每每去食

堂袁 还能看到好多员工将口罩
以及饮料瓶随手丢弃在去往食
堂的路上袁 让摆放在一旁的垃
圾桶失去了原有的作用遥 在垃
圾桶触手可及间袁 就在硬性的
管理规定下袁 有的人依然还是
野伪素养冶的追随者袁这样的现象
着实让人发恨遥就在一次我把垃
圾丢进垃圾桶之后袁我听到了最
不想听到的野褒奖冶院野哎呀袁大学
生就是比我们有素质遥 冶我很想
问袁素质真的和接受文化教育的
程度有关吗钥其实这个答案在我
眼里是否定的袁何为素质钥 素质
其实就是体现一个人行为健康
的代名词袁但同时也是证明一个
人行为健康的动词遥难道没有接
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不健康的么钥

素质并非那么复杂袁 素质
也并非那么深厚袁俗话说的好袁
我们可以没有金钱袁 但不能没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袁我也想说袁

我们可以没有高学历袁 但不能
没有素质遥 素质就是我们每个
人身心健康的保证和特征袁请
让素质随时与你同行袁 想要在
快速发展的社会展现自己袁首
先让大家看到一个健康的你遥
让我们每个人将良好的个人素
质像穿戴华丽的服装一样时刻
帖附于身心之上吧遥

您袁今天出门带素质了吗钥

本报讯 通讯员薛伟报道院6 月 23
日袁省局职业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周剑一
行在市尧 区安监局相关人员陪同下袁对
公司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进行现场督导遥
督导组深入电池尧 组件车间的工作现
场袁了解光伏电池尧组件生产的工艺流

程并现场考察员工的实际工作环境及
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袁以及作业现场配
置的针对性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和措施袁
同时督导组对公司职业健康危害管理
情况进行了考评遥 在调阅尧审查公司既
有的管理制度尧 员工职业卫生档案尧职

业卫生经费投入等情况后袁对公司职业
卫生健康管理现状给予了充分肯定袁同
时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职业卫生管理水
平袁切实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尧保障员
工职业安全尧 消除各类职业安全隐患袁
督导组提出了系列建设性意见遥

荣 誉 榜

都 是 我 们 的 错
———管理小故事分享后感

总经办 耿 华

关于素质
电池制造部 孔维栋

高慧慧 张洪义 胡松平 宋敏 张圆圆 王孚健 刘小红 邱桃桃 王广伟

省安监局督导组莅临公司督导职业卫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