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 秋 晋 国
有一个叫李 离
的狱官袁他在审
理一件案子时袁
由于听从了 下
属的一面之辞袁
致使一个人 冤
死 遥 真相大 白
后袁李离准备以
死赎罪遥 晋文公
说院 官有贵贱袁
罚有轻重袁况且
这件案子主 要

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袁又不是你的罪过遥 李
离说院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
当这个官袁 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
起袁现在犯了错误袁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
办事人员身上袁我又怎么做的出来遥 他拒绝
听从晋文公的劝说袁伏剑而死遥

以上是设备设施部陈玉成在 5 月 12 日
经理例会上分享的小故事袁 故事短小精炼袁
道理浅显易懂遥 会上大家踊跃发言袁纷纷分

享自己的感悟院野终端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袁
部下的问题是管理者的问题遥李离作为案件
的主审袁 对于案件的错判要负主要责任袁同
时警示我们兼听则明袁 偏听则暗冶袁野正人先
正己袁做事先做人遥 管理者要想管好下属必
须以身作则冶尧野勇于承担责任是领导者应有
的道德规范遥 即使过错和失误是下属所犯袁
领导者也要勇于承担自身的领导责任袁不能
功劳面前往前站袁错误面前靠边站冶噎噎

按照惯例袁总结意味着分享结束袁然而总
经理张中良的一记提问袁让现场陷入了沉静院
野李离最终伏剑正法袁以死谢罪袁大家是否赞
同或认可他的做法钥 冶经过短暂思考袁现场马
上分成野正方冶和野反方冶两大阵营袁一场激烈
的辩论一触即发遥

正方院赞同李离的做法遥 古人云:在其位袁
谋其政曰司其职袁负其责遥 李离作为案件主审袁
且身居要职袁承担的责任自然要和其权利成正
比遥在法律面前袁人人平等袁案件的误判导致一
个无辜生命的逝去袁李离用他的生命捍卫了死
者的尊严袁更捍卫了法律的尊严遥同样袁为李离
提供错误信息的下属也要承担罪责遥

反方院不赞同李离的做法遥 李离的罪责
相当于野过失杀人冶袁但野罪不至死冶遥 生命只
有一次袁是非常宝贵的袁李离的死袁并不能让
时光倒流袁逝者回生袁相反袁而是失去两条人
命遥李离作为一名狱官袁作为管理者袁救火和
防火都是重要的职责遥致人冤死已经罪责难
逃袁如果还没有防火措施就草率的结束自己
的生命更是罪上加罪遥

正方院人固有一死袁或重于泰山袁或轻于
鸿毛遥古人重视名节和气节袁宁愿为内心所向
慷慨赴死袁也不愿苟活于世遥 同样李离的死袁
定会警醒世人袁 会有千千万万个李离会被他
的精神所感染袁继续完成他未完的事业遥

反方院人人都会犯错袁不断改正才是正
确的成长之路遥 如果以命抵命袁连改正和弥
补的机会都不给自己袁 无疑是对生命的亵
渎遥 如果李离不死袁能够赡养冤死者家人来
弥补过失袁在审案中刚正不阿袁法律上查缺
补漏袁成为一代良才袁也可传为一代佳话遥不
知李离死后袁父母是否有人送终袁如没有袁那
真的就是两起人间惨剧遥

噎噎

正尧反双方坚定立场袁各抒己见袁现场好
不热闹遥 相信这场辩论再辩个三天三夜袁也
是分不出对错的遥 因为结果本无对错袁更没
有标准答案遥支持的论点不同代表着所认同
的人生观尧价值观的不同袁人与人之间的差
异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袁不同的价值观并
没有对错高下之分遥对于每个人或每个企业
来说袁关键是必须要有自己认同并为之坚持
的东西遥

结 果 不 重
要袁 过程很有
趣遥在这场辩论
中袁我们既有设
身处地的思考尧
判断袁既提高了
反应和表达能
力袁 也审视内
心袁更加明确自
己坚持的是什
么袁而这些可能
以前从未在意
过遥有此袁足矣遥 众议亭

图为客户与总经理张中良渊左二冤合影留恋遥

热 烈 祝 贺 公 司 荣 获
“2016 年江西省质量管
理先进企业”称号

由李离伏剑引发的辩论
总经办 耿华

本报讯 通讯员彭华报道院自国家提出野一
带一路冶战略以来袁公司以实际行动谋求发展契
机袁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袁同时也不放松已有市场
的巩固遥5 月 18 号袁国际商务部迎来两位特别的
客人要Sky 先生陪同他的父亲从美国加利福尼
亚不远万里来到我公司袁 公司总经理张中良及
国际商务部人员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
致以亲切问候浴 当得知 Sky 先生的父亲已过 80
高龄还不辞辛劳亲自到访袁 大家感到由衷的敬
佩和感动浴

Mr.Sky 先生表示袁 他和他的父亲早在半年
前就开始关注我公司袁 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公司
背景尧产品尧技术尧市场等各个方面已有初步了
解遥 当得知我公司和世界 500 强之一袁同样来自
美国的霍尼韦尔已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袁并
成为其全球范围内光伏事业唯一授权经销商
时袁由衷的竖起了大拇指袁更加坚定了与我公司
合作信心遥 通过此次访问袁双方加深了解袁为后
续合作打下坚实基础遥

公司顺利通过美洲客户验厂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 组件能否满足户外
25 年的使用寿命是衡量组件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袁其可
靠性必须经过专业机构的测试认证遥 5 月 10 日我公司自
主研发的金刚线组件顺利通过了省级重点实验室的测
试遥 测试严格按照 IEC61215 和 IEC62804 标准袁测试结
果显示院在 85益尧85%RH尧-1000V尧96h 的条件下组件功
率衰减率 0.23%曰 在 85益尧85%RH尧1000h 的湿热测试后
组件功率衰减率 1.56%曰在-40耀85益尧25益以上通 9A 的
条件下循环 200 次袁组件功率衰减率 0.25%袁远小于标准
规定的 5%袁最终组件的外观尧绝缘耐压尧湿漏电等性能均
满足 IEC 标准遥 此次公司新产品可靠性测试的顺利通
过袁证明了产品性能的优异袁也证明了瑞安公司的研发
实力袁更是体现了瑞安公司为终端客户着想尧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遥

本报讯 赵鹏鹏报道院4 月 28 日上午袁新余市野五一冶表彰
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天工大剧院召开遥 市总工会主席谢桂生
主持会议袁副市长徐绍荣宣读有关表彰决定袁市委副书记曾
萍出席并作重要讲话遥 公司电池二厂在团队管理工作中表现
优异袁荣获市野工人先锋号冶荣誉称号遥

公司电池制造部二厂自 2010 年组建以来袁 全员本着安
全生产重于泰山的原则袁 将执行力和团队建设融合在一起袁
不断创新袁不断超越自我袁以客户为中心袁努力提高自身的创
造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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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日报记者王小军报道院近日袁江西
瑞晶渊瑞安冤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物流推进
部工人正在加班加点地忙碌袁一批出口的太
阳能光伏组件正在陆续装箱运往深圳港口袁
转运到迪拜遥

野这只是常规订单中的一笔小单遥 冶瑞
晶 渊瑞安冤 公司国际商务部副经理彭华介
绍袁 今年公司的国内国际业务都还蛮跑火
的袁尤其是国际市场袁今年四月参加海德拉
巴展会袁 现场就签订 30 兆瓦光伏组件订
单遥 这一订单的亮点是公司新开发的金刚
线技术袁 这一新技术不仅可以带给用户更
好体验袁而且市场价格更实惠袁更具市场竞
争力遥

今年一季度袁江西瑞晶渊瑞安冤公司出口
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袁总出口额同比
增长 72.47%遥 其中袁电池片出口量同比增长
445.36%袁出口额同比增长 117.25%曰组件出
口量同比增长 74.04%袁 出口额同比增长
21.55%袁国际市场开拓取得野开门红冶遥

据渝水区一季度出口数据显示院 瑞晶
渊瑞安冤公司出口额不仅继续排名全区第一袁

而且以绝对优势远超排名其后 15 家企业出
口总额曰出口增速全市第一遥

近日袁瑞晶渊瑞安冤公司被省开放办列为
2017 年全省重点出口企业遥

野四张王牌冶闯市场

自 2010 年打开国际市场大门袁 到 2016
年出口额连续 4 年渝水区第一袁出口增速排
在全市第一遥 短短几年袁瑞晶渊瑞安冤公司国
内客户由 1 家增至 156 家曰 国际业务由零起
步袁发展到 72 家袁出口额占比快速提升到近
40%袁这主要得益于公司野四张王牌冶遥

野面对光伏行业不景气等诸多困难袁单
一市场尧单一客户是没出路的遥冶瑞晶渊瑞安冤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中良告诉记
者袁公司近几年打出野和高手过招冶尧野借船
出海冶尧野站在巨人肩膀冶尧野差异化冶 等四张
野王牌冶遥 通过和世界 500 强企业印度塔塔
公司过招袁提升产品技术袁比如公司产品光
电转换率达到行业领先的 18.6%袁研发 PID
技术袁让光伏产品更耐久袁延缓光电组件转
换率衰减曰借助海尔集团发达的市场渠道袁

开发南美等海外市场曰 通过用美国霍尼韦
尔企业商标和渠道袁完成在欧洲尧美洲尧澳
洲和亚太等布局遥 如果说前三张野王牌冶是
企业强强联手袁那么野差异化冶战略确实考
验企业眼光遥

前几年袁全球特别是中国光伏企业一窝
蜂涌向美国和日本市场遥 美尧日市场门槛高袁
而且需求已近饱和遥 野与其在美尧日市场挤破
头袁不如自己另外做块蛋糕遥 冶张中良介绍袁
2012尧2013 年袁 公司开始深耕细作刚起步的
印度市场遥

由于先人一步袁目前瑞晶渊瑞安冤公司是
中国光伏企业在印度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
额比较高的企业之一遥 野差异化冶竞争策略袁
让企业尝到甜头袁目前公司印度市场业务占
到出口总额的 20%多遥

野一带一路冶谋契机

野一带一路冶 是全球商贸的走廊重大契
机遥

自国家提出野一带一路冶战略以来袁瑞晶
渊瑞安冤公司以实际行动谋求发展契机遥 在海

外订单不断增多尧 产品效益持续增加的同
时袁瑞晶渊瑞安冤公司被越来越多的合作客户
邀请到海外合作办厂遥 这意味着瑞晶渊瑞安冤
公司不仅给当地带去优质的产品袁而且还有
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遥

野三分之一产品海外生产尧销售袁三分之
一产品国内生产尧国外销售袁三分之一产品
国内生产尧国内销售遥 冶谈起发展打算袁张中
良如是说遥 通过印度市场袁瑞晶渊瑞安冤公司
业务已经辐射到巴基斯坦尧马来西亚尧菲律
宾等遥 目前袁公司已经进入伊朗尧土耳其尧叙
利亚尧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市场遥 同时袁公司
还会进一步加强和海尔的合作袁利用海尔海
外资源渠道开发南美市场遥

张中良告诉记者袁 公司将抓住被列为
2017 年全省重点出口企业的契机袁 坚持研
发尧市场两条腿走路尧双拳出击袁开发尧建设
海外经销商渠道和网络袁逐步把销售渠道和
网络延伸至最终端袁拓宽市场袁确保企业订
单源源不断遥

渊原载 5月 26日新余日报头版头条冤

争当开放型经济排头兵
———来自江西瑞晶(瑞安)公司的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仇嘉慧报道院5 月
12 日上午袁 川滇黔赣冀湘六省二十
二市州政协第四十一次联系会议在
我市召开遥 会后参会代表莅临我公
司参观考察袁 新余市政协副主席贺

为华等领导陪同袁 公司总经理张中
良接待遥

考察团首先参观了公司组件生产
车间袁 悉心了解组件生产线和自动化
技改项目袁 并仔细察看组件样品遥 随

后袁又参观了咏日园袁接待人员详细介
绍了该电站的建成尧 发电情况及所带
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情况遥 针
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袁 陪同人员一一
做出了解答遥

本报讯 高杨报道院4 月 28 号江西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野2016 年江西省
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冶的获奖公告袁并向
获奖单位颁发荣誉证书遥 我公司在质量
管理工作中表现优秀袁在众多单位中脱
颖而出袁荣获野2016 年江西省质量管理
先进企业冶荣誉称号遥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遥 我公司推行先
进的质量管理模式袁 努力追求卓越绩
效遥 秉承野以客户为中心冶的核心价值
观袁 遵循野质量第一袁全员参与袁持续改
进袁顾客满意冶的质量方针袁坚定不移地
走野创业创新袁合作共赢冶之路遥 通过提
升质量管理水平尧加强技术创新尧关注
客户体验袁全面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市场
美誉度遥

我公司极度重视产品质量袁认为只
有对产品质量进行严苛的管理袁才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取胜遥 我公司依托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的建立袁在 2016 年投入 500
多万元完善产品检测项目袁给产品质量
提供了基础保障遥 通过严格尧全面的测
试保证了高标准的产品质量袁真正做到
以客户为中心袁给客户提供安全尧可靠尧
高质量的产品遥 目前公司已具备较高水
平的检测能力袁拥有先进的绝缘耐压测
试仪尧高低温湿热箱尧紫外实验箱尧高压
加速老化箱尧PID 检测仪尧扫描电子显微

镜尧量子效应尧少子寿命检测仪等检测
设备遥 目前袁公司电池车间正在导入 EL
及颜色自动分选一体机袁对电池的性能
及外观进行全检袁保证出厂的每一片电
池都是高品质产品遥

市场是检验质量的唯一标准遥 公司
已通过 ISO9000要2000 国际质量体系
认 证 袁TUV尧CE尧ISO14001院2004尧
OHSAS18001院1999尧UL 等国际认证工
作也已完成遥 公司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
系和管理流程进行运作袁 使质量目标的
控制覆盖每一个环节遥

出色的质量为公司赢得了大量客
户的信任遥 与阿特斯尧天合尧昱辉尧神舟
等国内知名企业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
关系袁并成为 2016 年无锡尚德的野优
质供应商冶遥 同样袁在海外市场袁公司是
塔塔 (TATA)尧ADANI袁海尔国际等世
界五百强公司的合作伙伴袁 也是美国
霍尼韦尔全球光伏产品唯一品牌授权
商遥

2017 年袁瑞晶 & 瑞安公司将继续贯
彻落实江西省质监局的质量管理工作精
神袁积极推行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尧不断
追求卓越的精神袁全面加强质量管理袁努
力追求卓越绩效袁 为深入推进质量兴省
战略袁 实现江西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做出
新贡献遥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2017 年 5 月 13 日袁
受江西省科技厅委托袁新余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团在
新余市对我公司承接的江西省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
野1500V 系统电压组件冶进行了验收袁技术研发中心孙杰尧
陈小宝尧高杨负责汇报和接待遥

验收委员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我公司该产品研制过
程汇报袁严格审查了相关技术资料袁最后对生产车间进
行实地考察遥 认为该项目通过组件设计的创新袁运用新
的背板材料和接线盒袁 有效防止了引出线位置脱层袁降
低了组件 PID渊电势诱导衰减冤效应袁成果实现了将组件
的最大系统电压由 1000V 提升至 1500V, 并获得了多项
自主知识产权袁其技术水平居国内领先水平曰该产品性
能优越袁市场前景广阔袁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遥 产品的研
制完成了江西省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申报渊合同冤书的
任务袁一致同意该产品通过验收遥

本次新产品验收是继 野臭氧抗 PID 电池片冶尧野高拉
脱离防断栅四主栅电池片冶尧野5BB 大尺寸电池片的高功
率多晶光伏组件冶之后又一新产品获得国内领先以上鉴
定水平遥 近年来袁我司愈加重视科技创新袁加大科研经费
投入袁致力于打造行业领先的技术团队袁新产品的开发
及产业化突显了我公司技术研发优势遥

鉴定会上袁 新余市科技局的领导对我司的新产品通
过验收并取得较高鉴定水平表示祝贺袁 希望企业继续加
强科研力度袁加强与高校尧科研机构的野产尧学尧研尧用冶的
合作袁开发出性能好尧高附加值的新产品袁快速抢占市场遥

川滇黔赣冀湘六省二十二市州政协联系会议代表莅临公司参观考察

本报讯 记者周莉报道院5 月 17 号
下午袁中通轻客董事长囤金军袁副总经
理谢可义袁 中航锂电总经理王栋梁袁副
总经理武国福袁 发展规划部部长黄小

宁袁上海阔领新能源董事长李自超一行
6 人莅临我司考察袁 渝水区委常委尧常
务副区长简艳兵袁区政府副区长张菊花
陪同袁总经理张中良负责接待遥

考察团一行参观了电池车间袁详细
了解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和原理以及光
伏应用的可靠性与应用成果等遥考察团
对我公司电池车间智能化水平予以充
分肯定袁对公司的参观通道和展厅布置
予以赞赏袁 同时也祝愿我公司蓬勃发
展袁日胜一日浴

中通轻客、中航锂电、阔领新能源客商一行莅临公司考察

公司“1500V 系统电压组件”
顺利通过省重点新产品验收

2015 年 9 月被授予野二次创业不断超越奖冶
2016 年 1 月被授予野2015 年度优秀团队冶
2016 年 10 月被授予野最具集体荣誉感部门冶
2016 年上半年度荣获野卓越绩效奖第 3 名冶
2016 年第三季度荣获野卓越绩效奖第 1 名冶
2017 年 1 月被授予野2016 年度优秀团队冶
6 名员工参加新余市野振兴杯冶职业技能竞赛暨首届新余

市光伏行业职工技能大赛袁曹冬梅获得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8 名优秀员工和先进个人获得了公司 2016 年度 野晶桂

奖冶和野晶梅奖冶荣誉称号遥

公司金刚线组件顺利
通过可靠性测试评估

热烈祝贺公司电池二厂荣获
新余市“工人先锋队”称号

荫背景资料

图为专家现场审核遥 高慧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