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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殿 堂
2014 年，获得“优秀员工”
2015 年，获得“优秀员工”
2016 年，获得“晶桂奖”
2017 年，获得”最具人气瓦西里人

物奖”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总经理张

中良代表公司对陈秀进行走访慰问，感
谢陈秀默默付出、辛勤工作，为公司发展
做出贡献，同时也感谢陈秀家人对其工
作的理解和无条件支持。陈秀说：“感谢
公司对我的培养和对我工作的认可！我
觉得要承担的责任更大了，也更有压了。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在荣誉面前，她不
骄不躁，时刻保持一颗谦逊、进取的心！

以前，对她的评价就是简单的工作
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爱岗敬业，是一名
优秀员工。 但是，现在有了更好的诠
释———她就是瓦西里！是我心目中最棒
的瓦西里！

瓦西里窑扎伊采夫上尉是二次世界大战
时期苏联陆军的一位著名狙击手遥 他因在
1942 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袁于 11 月 10 日
至 12月 17日之间共击毙了 225名德意志
国防军和其他轴心国的士兵与军官而一战
成名遥 在二战期间共击毙德军 400名遥 由他
培训的狙击手共毙敌约一万名遥 战后他被提
升为陆军少将遥 同时也是美国拍摄的反映苏
联卫国战争的电影叶兵临城下曳的男主角瓦
西里?扎伊采夫的原型遥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转折点遥 而真正成为拐点的袁不是苏联军
队炮火和战略指挥袁而是狙击手瓦西里的故
事遥 期初袁苏军投入了 200 万人袁德军投入
100万人袁可是苏军士气低落袁节节败退遥 斯
大林特使赫鲁晓夫到了前线袁他知道在目前
的战况下所有士兵最需要的是勇气遥 当他了
解到了瓦西里的英勇事迹后袁意识到可以通
过英雄瓦西里的故事袁 激发起士兵的斗志遥
于是瓦西里的故事被印在了所有报刊的卷
首袁更多的人知道了瓦西里的事迹遥 最终袁瓦
西里的故事激发了苏联军队的斗志袁一举战
胜德国军队遥 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从此走向了
战略进攻遥

创 造 价 值 之 旅
———记瓦西里·秀

第三党支部

5 月 11 日袁为保证订单顺利完成袁第三党支部书记刘
剑带领该支部党员于下午在电池三期 19 线协助 FQC 人员
一起完成了打包任务遥

由于近期订单一个接着一个袁 电池车间加大了投产力
度遥电池质量主管李雪梅突然接到计划部通知袁有一批 57600
片的电池片急需按客户要求包装处理等待出货袁而且一天内
必须全部打包完毕遥 FQC 检验人员原本就人手紧缺袁很难在
预订的时间内完成打包任务遥 第三支部书记刘剑得知此消息
后袁马上召集上白班的党员袁哪怕是从手头挤时间也要先解
决此当务之急遥 在党员的大力协助下袁原定 1 天的打包任务袁
在一个半小时内便完成了袁同时提前了订单的交货时间遥 此
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党员们遇到困难不退缩袁对待对待急尧难尧
险重任务能敢于冲在前面的榜样力量遥

渊电池制造部 雷彦)

第二党支部

5 月 12 日上午党委二支部在书记张腾莉的带领下参与
协助组件包装出货遥 快速响应的成绩背后是党员队伍无私奉
献的结果袁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员干部的团队先锋模范兵的作
用和协作精神袁为及时出货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渊质量部 张梅冤

第一党支部

5 月 17 日下午袁为了保证党员活动室良好的坏境卫生及
桌椅的安全性袁党委书记周荣辉组织第一党支部党员在工作
之余将办公楼二楼党员活动室重新整理尧整顿遥

党员活动室于 2010 年建立袁 主要用于党员学习及公司
大型会议的场地袁因使用频繁里面的桌椅都有些损坏遥 周荣
辉以节约成本为主袁亲自带领第一党支部党员将已坏的桌椅
重新修好袁虽然节省的维修费不大遥 这种不搞花架子袁实实在
在为公司解决问题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遥

渊后勤部 杨小芳冤

2017 年 5 月 5 日袁 电池制造部和
国内营销部针对企业文化与执行力展
开了培训会议袁 会议由副总经理兼销
售总监肖斌生主持袁 生产副总监李国
君为培训讲师遥

会议指出袁出现执行不力袁其主要
原因是由于人们容易轻视执行的重要
性袁领导将任务交到手下的经理们袁往
往没有采取实际的措施来建立一种执
行文化遥 领导将心目中的理念转变为
组织的实际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袁
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袁 需要承担的风
险以及预期的回报袁 必须跟进每一个
细节袁选择那些能够切实负责的人袁指
派给他们具体的工作袁 并确保在开展

工作时能够做到协调同步遥
会议强调袁 执行有三大基石和三

大核心遥基石一院领导者的七条基本行
为院1. 全面深入了解企业和员工曰2.实
事求是曰3. 设定明确目标并排出优先
顺序曰4.持续跟进袁直到达成目标曰5.赏
罚分明袁重奖业绩优秀人员曰6.通过辅
导提高下属能力曰7.了解你自己曰基石
二院建立文化变革的框架袁文化变革是
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工具袁 通常与
企业的战略和运营现实没有直接的联
系袁 领导者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流
程要互动沟通机制袁 来改变那些直接
影响企业绩效的工作人员的信念和行
为袁 大多数企业文化变革失败的原因

是没有成功的将文化和企业
的实际结合起来遥 基石三院知
人善任袁企业需要的是善于执
行袁能够激励他人袁在棘手的
问题上能够进行果断决策袁能
够通过他人完成任务并保持
持续跟进袁直至达成目标的人
才遥 执行力的三大核心院人员尧
战略尧运营遥 人员袁就是用正确
的人曰战略袁就是做正确的事曰
运营袁就是把事做正确遥 三者
相辅相成袁缺一不可遥 0-1 是
创新袁1-100 代表生存的更好袁
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遥

会议最后李国君向大家
分享了一张图片袁图片上是一
把断了的钥匙袁从执行的角度
来看袁大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袁有人提出问题袁究竟是
什么原因造成袁 如何去预防袁
执行思路是否正确遥 有人分析
问题袁也许是执行力出现了偏
差曰有人得出结论袁执行有度袁
以结果为导向袁 想方设法还

原遥 执行力理念就是做到大家都想要
的目标和结果袁如果没有达到袁不仅
没有解决问题袁 反而制造了问题袁归
根结底袁最根本在于行为有问题遥 在
谈执行的时候袁我们应跳出庐山看庐
山袁将钥匙想象成人遥 国内销售部经
理燕续锋提出袁老虎狮子不如一群饿
狼厉害袁狼性销售袁很明确的结果就
是将更大的猎物捕猎到手袁有明确的
目标袁无条件执行遥

总之袁口号喊的震天响是无用的袁
没有业绩执行过程一定有问题遥 我们
要时刻谨记管理目的袁以业绩为导向袁
以订单为导向袁 用强有力的执行力保
证目标的实现遥

凝心聚力 健康同行

“徒步行健康 饺子包情谊”活动圆满结束
本报讯 记者周莉报道院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职工健身活

动袁提高职工身体素质袁丰富文化生活袁增强团队意识和凝聚
力袁5 月 20 号公司举办了野徒步行健康袁饺子包情谊冶活动遥本
次活动共分徒步尧包饺子两个大的环节袁中间穿插一个抱团
的小游戏遥

早上 8 点在办公大楼一楼大厅集合签到完毕后袁我们的
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遥 第一个环节是围绕下村的大一路尧世
纪大道尧霞江大道尧创新路徒步遥 整个过程中袁大家热情饱满袁
一路高歌遥 有的队伍一路狂奔袁誓拿第一曰有的队伍团结一
致袁齐头并进曰还有的队伍他们速度虽慢袁但一路很仔细地捡
其他队伍弄掉的垃圾遥 他们这种爱护卫生袁注意公司形象的
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浴

接下来的包饺子同样也给我们带了来了很大的惊喜遥 大
家都秀出自己的绝活袁圆形尧三角形尧长方形噎噎造型各异的
饺子争奇斗艳袁让人眼前一亮遥 在最美饺子评选环节袁大家充
分展示了各自团队的创新和心意袁 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造型袁
配合对所表达的含义深情并茂的讲解袁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
对公司尧对生活的热爱遥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要数吃饺子比赛
了袁那一个个大饺子一口塞进嘴巴三五下就吃进肚子袁每个
人都不甘示弱袁队友们呐喊助威袁场面好不热闹浴 出人意料的
是最终获胜的前三名都是身材偏瘦的黑马遥

12 点厂车把大家安全送回家后袁 本次活动就圆满落幕
了遥徒步我们行出了身体健康袁饺子我们包紧团结一致的同僚
情谊遥最后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袁也十分感谢在场
每一位员工的参与遥祝愿瑞晶瑞安公司蒸蒸日上袁全体员工百
花齐放袁争芳斗艳袁大家团结一心袁与公司一起共创辉煌浴

考 试 后 感
质量部 黄小秋

随着市场的变化和客户需求袁公司内部对产品等级进行
了优化袁 并组织 FQC 与 IPQC 人员对优化 AF 标准培训袁而
且针对这次培训的内容进行了考试遥

对于我们最基层的员工袁实践操作能力无需担心袁但理
论知识就困难重重遥 在我听到考试这词时浑身毛骨悚然袁心
情紧张袁丢下书本十几年很多字都生疏到写不出来遥 尽管如
此还是明白要调整心理备战袁不应该因为紧张而影响水平发
挥遥

在人员不足既要完成生产任务又要保证产品质量的情
况下袁我们抽时间背诵检验标准袁新员工工作经验不足以至
于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袁 稍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询问工序长遥
而我们老员工也不敢大意袁要树立起榜样袁在检片子时发现
有不良产品就拿出标准表看看袁加深印象方便更快地记住这
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遥 记得有次主管来查看生产情况袁看到我
们都拿张标准表在相互间提问袁很关心地问我们准备的怎么
样了遥 说实话心里没有底袁不知道考试内容袁连 QC 七大手
法尧ISO 抽检标准都网上查了一遍遥 为了鼓励我们的士气袁主
管笑盈盈的讲院野题目很简单袁把你们平时检片的水平发挥出
来就可以了袁要对自己有信心遥 冶就这样紧张了半个月袁这一
天终于来了遥

走入考场一种严肃的气息扑面而来袁几位领导早已在里
面等候袁拿到考卷浏览了一遍袁跟平时的实践操作息息相关袁
只是需要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袁心里踏实了不少遥 拿起笔
快速地解答着会做得题目袁剩下的那些问答题也大概的表达
了一下意思袁总比空着强袁做完了忘记检查一遍就交卷了遥

之后的两天一直提心吊胆袁 直到公布结果才松了一口
气袁成绩发挥正常袁还算满意袁经过此次培训和学习袁将理论
和实践很好的结合起来袁我对平时所从事的工作有更深入的
认识袁不仅知道该怎么做袁还知道这么做的原因袁对于今后的
工作改进有很大帮助遥

说到采购袁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
生袁采购的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无处不在袁网上购物尧实体购物尧海外
代购噎噎

如果以采购为职业袁估计是一件
令人羡慕的事情袁 因为很多人会想院
采购不就是花公司的钱尧替公司买东
西钥 赚钱很难袁花钱有什么难的钥 尤
其还不是花自己的遥 这么一个花钱的
工作还能创造价值么钥 不信? 没关
系袁那就让我们跟着咱们公司采购部
瓦西里人物陈秀展开一段野创造价值
之旅冶吧浴

加急恢复生产要要要
瓦西里窑秀将不可能变成

可能

10 月 29 日袁 电池三厂后四线出
现异常还影响到前六线遥 紧急复机成
为当务之急遥 而这急需备品尧备件及
设备 95 项袁其中 83 项进口件遥 进口
件采购周期长袁突发性尧批量性紧急
需求也不利于业务洽谈袁资金会面临
一定风险遥 这样的情况下袁如何满足
生产紧急需求钥 如何控制风险钥 如何
降低采购成本钥

制造部门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
物资的到位袁这样的压力足以压跨一
个壮汉浴

95 项物资能同时处理尧同时到货
吗钥 显然是不能的袁这是一个大项目遥
一团乱麻中最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袁必
须要先挑出重点尧急需的物资遥 在与
设备设施部一项一项确认了缺货的
紧急程度袁 并按紧急程度制定计划袁
划出需求等级后袁仔细排查发现最紧
急的日本 HORIB 流量计 25 个尧德国
希赫真空泵 5 台遥

工作明确后袁陈秀不停的利用各
种渠道院网络尧电话尧朋友噎噎整合资
源袁想办法寻找货源遥 中午午休时间袁
为了不影响同事的休息袁她经常躲到
储物间打电话联系货源遥 夜深了袁办
公室其他同事们早已下班, 这让办公
室显得越发孤寂了袁 然而这样的夜
晚尧这样的办公室陈秀已经再熟悉不
过了噎噎

一次又一次袁 到了下班时间袁家
里的电话不停地打过来袁 她都不敢
接遥 因为她知道电话那头是孩子的思
念院野妈妈袁妈妈袁陪陪我噎噎冶 等她下
班的时候袁厂车早已载着员工回到温
暖的家中了遥 寒冷的夜里袁只有她的
丈夫还在厂门外默默守候晚归的人
儿遥 门卫看到了袁让她丈夫到办公室

坐着等袁但她丈夫说院野不用了袁没事袁
我就在外面等袁不能违反你们公司的
制度袁更不能影响你们工作遥 冶

天道酬勤袁 日本 HORIB 流量计
找到了八家供应商袁 有了充足的货
源袁就有了挑选的空间遥 确定好供应
商袁物流需要 3-4 天袁最快的快递也
需要 2-3 天袁 这时候还能等物流吗钥
还能等快递吗钥 当然不能浴 哪怕是提
前一秒袁 生产就能提前一秒复线袁公
司就能减少一份成本遥 于是陈秀不断
地与供应商协商袁希望能搭乘高铁有
专人送货上门遥 一个供应商答应了尧
二个供应商答应了袁她觉得能松一口
气了遥 谁知气没喘匀袁供应商打电话
过来袁高铁票没有订到遥 一下子心又
提到嗓子眼袁 她马上着手查票源袁想
办法查可转车的快捷路线袁再次请供
应商先倒车到上海袁 然后上海转南
昌袁南昌再到新余遥 辗转地倒车让流
量计以最快的速度交给抢修人员袁抢
回了 33120 秒袁 提前 33120 秒恢复前
六三条线遥 5 台希赫真空泵在货源不
足的情况下袁 根据货源分布调整策
略尧 创新采购模式制定多种采购方
案袁抢回了 25920 秒遥好消息一个一个
传来袁真空泵到了尧电机到了尧电源到
了尧控制器到了尧伺服器到了尧驱动卡
到了噎噎前六恢复了尧 后四恢复了袁
紧张心也慢慢地恢复平静了遥

我们的瓦西里窑秀在抢回进度的
同时降低采购成本 94.5237 万元袁资
金风险也控制住了遥

赢得对手最真挚的尊重

采购部打交道的公司很多, 也很
复杂遥 陈秀从力劝对方重新回到谈判
桌袁到谈判成功遥 历时百日艰难博弈袁
走过一段常人难以忍受的极限之旅袁
创造了一个以弱胜强的历史袁为公司
节约 507.244 万元遥 同时袁她的人格魅
力深深地折服了对方袁对方多次竖起
大拇指点赞遥 一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小姑娘赢得了对手最真挚的尊重遥

任何事只有不敢想的袁没有做不
到的浴 以顽强的斗志坚持维护了企业
的利益袁同时还获得对方的尊重遥 这
也是一个勇敢者不断超越自我袁突破
自我的极限之旅浴

陈秀不断地创新采购模式袁A 项
目降低采购成本 300 多万元曰 通过整
合资源尧信息袁与同行业对标袁B 项目
降低采购成本 212 万元曰 通过长期坚
持反复商谈袁C 项目降低采购成本 30
万元噎噎

公司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证书
本报讯 蒋春生报道: 经过公司安全标准化自评尧整

改完善袁按照安全标准化评审管理要求袁报请评审组织
机构进行评审袁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
完善袁提请并通过整改验收遥 在经过安全标准化一系列
工作程序后袁我公司通过了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复
审袁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证书遥

公司将按照市安全监管部门要求袁认真落实安全生
产标准化各项管理要求袁以安全标准化体系建设促企业
安全发展遥

组件日出货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 随着公司在国内外

市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袁质量与售后服务受到广泛的肯
定与赞誉袁加上市场行情的进一步走高袁公司组件与电
池片成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袁迎来了新一轮出货高
峰遥

5 月 11 日袁 14 部 13 米车袁3 部 17.5 米长车陆续抵
厂袁共计 16080 块组件将在当天完成出货遥 由于出货量
较平时增幅较多袁备货打包的巨大工作量与现有人力形
成冲突遥 而同一时间段袁电池片成品仓也是一片繁忙袁当
天出货量大袁无人手可供支援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组件仓没
有等待袁而是主动加压袁自行调配现有工作袁能暂缓的就
暂缓袁能延后的就延后袁抽调两名人手完成上下叠托打
包加固的任务遥 在主管的带领下袁同事们细致分工袁密切
协作袁仔细核对序号袁按柜打托袁同时有序排列袁依次装
车袁大家一刻也未曾停歇袁紧锣密鼓地持续奋战 遥

到深夜十二点袁在六吨大叉车持续一整天的轰鸣声
中袁一托托组件整齐有序地被装上大货车袁随着出门手
续的填充核对袁满载组件的车辆依次出门袁驶向目的地遥
至此袁野16080冶这个数据袁创下了组件日出货量的新高袁
它不仅是物流推进部与销售部门以野信息流袁物流袁资金
流冶为目标紧密协作的见证袁也是公司向野零库存冶目标
迈进的一个新起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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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
国内营销部 宋芷葳众志成城排万难

党员先锋模范兵

工作上陈秀雷厉风行尧当仁不让遥 生活上她却是
一个细心尧温柔尧的姑娘遥

早上七点多袁陈秀就早早的来到办公室袁洗好一
袋金桔袁用纸巾一个个的擦拭干净袁然后分好后放入
洗好的杯子里袁再将茶杯轻轻地放到每一个同事的桌
面遥 一会同事们陆续到了袁一个同事用沙哑的嗓音惊
喜地说院野我们办公室来了田螺姑娘啊袁感冒几天一直
没好袁正想着吃点金桔呢遥 冶陈秀略带腼腆的说院野最近
天气有点干燥袁容易感冒咳嗽袁我刚好回乡下摘了一
些金桔遥 冶

平时袁虽然安排了值日生袁下班时她总是会再检
查一遍打印机尧传真机是不是关了袁窗户是不是关了
噎噎

扫描机连接的电脑是陈秀的袁部门要扫描的资料
非常多袁有时候大家排队站在她的旁边等候袁直接影
响到每一个人的工作效率遥 她开始琢磨院能不能直接
扫描文件到共享盘钥 还真试成功了袁同事们不用围着
等她这台电脑袁每一个人的工作效率都得到提升遥

她,就是这么一个凡事都能用心琢磨袁细心尧又有
爱心的姑娘浴

走近瓦西里·秀

图为电池制造部和国内营销部联合举办的企业文化与执行力培训会现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