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初入社会的大学生袁对未来的生活充满
了迷茫袁直到瑞晶公司到我校进行招聘袁我仿佛就看
到了希望的曙光遥

在预定的报道时间袁因家里有些事耽误了袁所以
来晚了几天袁原本以为刚入职就请假袁返岗后肯定会
被批评的袁可直到报道的当天才知道袁原来瑞晶的同
事是如此的和善袁不仅没有批评我袁反而还很关心的
问我一路过来累不累袁这让我心里暖洋洋的遥 办好入
职手续后袁接下来就是正式上班了遥 刚开始上班也是
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袁害怕自己做不好袁有时做事
可能还会很紧张袁甚至手抖袁老员工看见了就会很温
柔的对我细心教导袁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也不是十分紧
张了袁跟同事们相处也变得越来越愉快遥

还有一件更值得我留意的事袁那就是关于吃饭遥 吃
饭是每个人袁每天必经的事袁看似普通袁其实则不然袁

正所谓野民以食为天冶嘛遥 首先就从先去食堂吃饭的员
工说起袁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袁能看见员工们个个兴
高采烈袁有说有笑的一路交谈袁遇到认识的人也会热
情的打招呼袁进入食堂后大家都是自觉的排队袁从这
里我能体会到公司员工的素质遥 其次袁有的员工是自
己带饭来吃的袁他们相互之间也很有乐趣袁你吃点我
的袁我尝点你的袁一顿饭的功夫袁大家好似成了亲密的
家人般袁其乐融融遥

虽然我入厂还没有多久袁但我也能深深地感受到瑞
晶同事的诚实尧善良袁辛勤的瑞晶员工们肯定会让公
司更发光发亮浴

瑞 晶 体 会
池制造部 周燕清

高慧慧袁男袁2015 年加入公司袁目前主要负责组件研发工作袁由于工作性
质的差异袁跟大家比吃苦尧比劳动强度袁即使他比大家强袁那也是他的野失职冶袁
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更多的是需要解决一些大家不能解决的问题袁比如一些新
技术的开发尧新产品的开发尧新项目的实施以及一些行业的疑难杂症解决等
等遥

2016 年 3 月份袁在 1500V 系统电压组件开发过程中袁因为我们的 PID 检
测设备最高电压只能达到 1000V袁因此遇到了新产品抗 PID 性能无法检测评
估袁需要委托第三方进行测试袁但价格昂贵的问题遥 他是一个不懂设备的人袁
也是一个很怕电的人渊听说是小时候被电过冤袁可他二话没说袁依靠初高中学
到的电路知识对产线现有的绝缘耐压测试仪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遥 从电路设计
到线缆选材尧测试数量等方面进行改造方案的设计袁方案在部门领导审核通
过后积极落实袁使得改造后的绝缘耐压测试仪不但可以测试 1500V 系统电压
的组件袁而且可以测试最高系统电压 8000V 的组件袁并且通过电路的设计使
得 PID 测试操作更加简单尧线路更加清晰尧漏电风险大大降低袁最终顺利完成
了 1500V 系统电压组件的测试评估遥

上述只是一个设备改造的小案例袁要知道袁他在 2016 年度完成了公司专
利目标的 57%袁并且多数专利应用于生产袁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曰共开发出 4
款代表性新产品袁其中野5BB 大尺寸电池片的高功率多晶组件冶和野1500V 系
统电压组件冶经省级评估袁证明其产品达到了同类产品国际先进水平袁通过了
江西省省级新产品鉴定遥

这就是我身边的野大神冶级同事要要要高慧慧袁在我们部门这样的野大神冶肯
定不止一个袁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袁他们都隐藏的很深袁相信在以后的工作接
触中袁他们的亮点与全能可以更多地被大家所熟知袁技术研发中心袁一个藏龙
卧虎的地方遥

我的“大神”同事
技术研发中心 高 杨

我是一名还没有毕业的实习生袁来到瑞
晶公司实习也不过一月有余袁 在复杂的车
间环境中袁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把安
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浴 而瑞晶文化也时刻提
醒员工袁牢记安全生产遥

来瑞晶的第一天袁我们主管为我们上的
第一堂课就是野强化安全意识袁践行安全生
产冶遥在组件车间袁有许多细微的操作袁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却很有可能会导致安
全事故的发生袁 很多人在一个岗位上待久
了袁渐渐地有了自己更方便尧快捷的操作方
式袁于是便淡化了安全操作的意识袁忽略了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袁这是不对的遥 要知道袁

安全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不能因人而异
的袁既然制定了安全生产操作准则袁就意味
着不允许员工有其他多余的动作来替代尧
完成该操作袁 不要一味的追求产量而违规
操作袁始终将安全放在心里的第一位遥

公司倡导的一直是袁我们既要做到产量
达标袁也要做好安全生产袁同时更要保护自
己以及他人的人身安全袁 不能因为某个人

的违规操作而威胁到自身或他人的人身安
全遥 在车间里袁每一个岗位都有其特殊性袁
我们不能以经验办事袁 这样才能杜绝一切
习惯性违规操作袁 有些人明知道一些行为
是不正确的袁但是嫌麻烦不愿改袁认为一直
都是这样干的袁不会那么巧就出事的遥可往
往就是这样的心理导致了安全意识的麻
痹袁要知道袁任何的违规操作行为都可能将

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遥车间里袁除了仪器就
是材料袁在这些材料中袁也有很多尖锐的物
体袁不小心触碰也会伤害到自己袁所以我们
不仅在工作使用时要多加注意袁 在工作遮
瑕之余袁我们也要提防安全事故的发生浴

不仅在工作中存在安全隐患袁 就是平
常下班尧 休息的时间里袁 也要提高安全意
识袁 因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袁 唯有提高意
识袁才能确保自身安全遥安全事故我们谁都
不能预知袁 但是只要我们时刻谨记规范化
的操作袁工作之余注意身边安全隐患袁时刻
把安全记在心中浴麻痹大意不可取袁安全生
产挂心中遥

安 全 在 我 心
组件制造部 张佳荣

党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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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制造部

发放纪念品 激发新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王孚健报道院 在上年第四季度袁 电池制造部三大 KPI

指标再次突破极限袁创下新纪录遥电池制造部因此荣获公司第四季度卓越
绩效奖遥

在部门负责人李国君的带领下袁团队协作袁全员努力袁这份成绩离不开
大家的付出与汗水遥为响应公司野以创造价值者为本冶的核心价值观袁同时
让基层干部都养成野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冶 的工作习惯袁电池制造部负责人
李国君决定为工作在电池一线的基层管理者每人发放一本印有公司 LO鄄
GO 的活页记事本遥 激发基层管理干部的工作热情袁引导基层员工更加全
身心得投入到工作中去袁电池制造部必将再创佳绩遥

物流推进部

金点子解决大难题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 某客户的组件托盘因结构原因袁导

致公司堆高车无法对其进行叠高遥 首批订单约 2000 托袁需叠高 1000 托袁
假设使用柴油叉车横向叠高袁不仅耗油费时袁场地需求大袁危险系数高袁而
且技术要求高袁工作效率也低下遥本着野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袁绝不对市
场说不冶的准则袁物流推进部负责人带领大家集思广益袁着手处理解决遥遇
到困难不退却袁办法总比困难多袁仓库主管经过仔细观察袁结合公司堆高
车特点袁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院用四个木墩做成简易框架袁垫高
整托组件袁堆高车的升降支架就可以自由进出袁不受结构所限袁组件叠高
即可正常进行遥 与之前的办法相比袁按照每托耗时 5 分钟来计算袁柴油叉
车需要 10 个工作日才可完成袁而此金点子袁使用的是充电堆高车袁每托耗
时仅需 2 分钟袁节约了 6 个工作日袁效率提升一倍以上遥 与此同时袁组件生
产车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袁我部得知后及时分享金点子袁车间借鉴使用
后效果显著遥

物流推进部的一个小小金点子袁不仅解决了本部门的难题袁也帮助
了兄弟部门一起解决了难题遥 由此袁该客户的后续订单都不存在叠高难
题袁不仅避免了客户对公司可能产生的不好印象袁也体现了部门以公司
整体利益为重袁团队友爱的互助精神袁以及不断创新袁超越自我的核心价
值观遥

物流推进部

修订《库存预警管理规定》加强落实监控管理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叶库存预警管理规定曳 自实施以来袁对

加强物料储存周期的控管袁加快成品的周转速度袁最大限度的减少物料和
成品的成本积压袁 推动仓库物料向公司零库存的大目标靠近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袁但在实施过程中袁也暴露出了监控漏洞和力度不足等问题遥 为提
升可操作性袁并突出奖惩依据袁新修订版于上月中旬报请高层审批已再次
公布实施遥

叶库存预警管理规定曳修订版更加凸显了库存物料超预警的提报与处
置袁对各类物料的申购袁超库龄处置做了更为详细的奖惩标准袁为避免呆
滞物料的产生袁高效利用公司资金提供了更为严谨的制度保证遥

春季植树袁为大地添一抹鲜绿袁让瑞
晶厂区更加生机盎然袁近日袁瑞晶党委第
三党支部书记刘剑组织第三支部全体党
员在电池制造部二三厂门口开展义务植
树活动遥此次活动得到了瑞晶党委书记周
荣辉的大力支持袁周书记不但为此次活动
提供了树苗袁还积极安排后勤部的绿化员
工一起参与到活动中来袁与党员配合共同
完成此次植树活动遥

植树当天袁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袁但植
树现场大家纷纷拿起铁锨尧锄头袁撸起袖
子埋头干袁只见大家互相配合袁有的挥锨
铲土袁有的扶树护苗袁有的培土浇水袁忙的
不亦乐乎遥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劳动袁30 余
棵树苗在绿化带里野安家落户冶袁为电池门
口增添了一片新绿生机遥作为入党积极分
子的制造总监李国君和生产副经理廖汉
胜也积极参与到了植树活动中遥此次活动
每位党员都充分展现了不怕苦尧 不怕累尧
敢于挑重担的良好精神面貌袁即为公司美
化了环境袁又向公司展现了作为一名共产
党的风采和奉献精神袁得到了公司领导的
认可遥

春风十里 扬起绿意盎然
电池制造部 雷 彦

本报讯 程玉兰报道院3 月 27 日下
午袁 第二党支部书记张腾莉组织全体支
部党员共同观看了党员警示教育片遥 该
教育片以某些党员真人真事作为反面教
材袁 深刻而又生动的描述了党内存在的
野形式主义冶尧野享乐主义冶尧野官僚主义冶尧
野奢靡主义冶等不正之风所带来的危害及

其影响遥 这些不正之风严重损害了党和
人民的利益袁这些野蛀虫冶也受到了法律
最严厉的制裁遥

通过观看教育片袁 在座党员都感
悟颇深袁 瑞晶党委委员孙杰分享观看
心得院观看此类教育片意义十分重大袁
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严格要求自

己袁杜绝奢靡尧弄虚作假尧铺张浪费的
行为袁严禁参与到赌赙活动中袁珍惜党
员荣誉袁 永葆党员本色遥 第二支部党
员尧 营销部经理燕续峰意味深长地说
到袁 这些反面教材让我们知道哪些能
做袁哪些不能做袁在实际工作中勤于检
讨自己袁反思自己遥 在座其他党员纷纷

谈了自己的感想袁 大家都表示要在以
后的工作中袁 让这些不良风气杜绝在
岗位之间尧部门之间尧同事之间袁风清
气正地做好每一件事遥 党员干部更是
要从自身做起袁 带动其他员工一起进
步袁 让正气之风袁 吹遍瑞晶每一寸角
落遥

瑞晶党委第二党支部集体观看党员警示教育片

图为第三支部党员参加春季植树活动

愿你我带着单薄的行李袁和最丰盛的自己袁在世间闯荡遥
原以为踏入工作岗位还离我非常远袁 没想到却来的这

么快袁这么突然遥 像我这种从未有过工作经历的职场新人袁
这一天让我有着最深刻的感受及体会遥

第一天上班袁心情真的是又激动袁又紧张遥 激动的是勤学
苦练了二十年袁自己所学的知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曰紧张的
是第一天上班根本没有工作经验袁学生气也还未退去袁虽然
实习袁但还是担心在工作中出错袁担心自己什么也做不好遥

我的工作岗位是电池制造部 16 线二道袁我始终记得师
傅的话袁要以野在岗一分钟袁尽职 60 秒冶的态度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袁 并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袁 摆正自己的工作位置和态
度遥 在这几天的工作中袁有一件令我尴尬的事袁那是上班的
第一天袁大家都穿着防尘衣袁戴着口罩袁根本辨别不清年龄袁
我愣头愣脑地将一位大姐叫成了阿姨袁 但是好心的大姐并
没有野恨冶我袁反而在工作中细心教导我尧帮助我袁我甚是感
激遥 当然也有令人特别激动的事袁前几天我们产线的产量突
破两万袁好多人都过来看我们线的产量及质量袁大家都对我
们说袁好好加油袁今天有希望产量再突破遥 我们要证明自己袁
我们不比别人差袁别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袁不仅是
为自己更是为我们这一个团队遥 那天我感觉压力特别大袁生
怕自己的点失误让希望变成失望遥 我的师傅就显得很淡定
并特别宽容袁在工作中袁即使是我做错了她也不会骂我袁反
而是鼓励我说袁下次一定能做好遥 慢慢地袁我也对自己特别
有信心袁我一定要努力尧踏实干好手中的工作袁不让辛勤栽
培我的人失望遥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袁我了解到车间内部明确规定袁并
强制要求工作中要有充足的交接班时间袁 严禁工序在交接
班时敷衍了事袁严格要求大家必须认真执行交接班制度遥 因
为只有我们明确要求并强力执行袁 我们才能保证职工在交
接班的过程中有序地尧详细地交接袁避免一些遗漏和数据的
准确性遥

作为职场新人袁第一天上班就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袁
顺其自然的去工作袁 坦然的面对工作中一切可能发生的困
难袁这才是一个新人应有的态度遥 忽晴忽雨的江南袁愿你我
有梦为马袁随处可栖遥

激在瑞晶的每一天
电池制造部 魏尧栋

野相信自己袁要有信心冶袁这是经理每天早会都要说
的一句话袁也正是这句话袁让我感觉到了世上无难事袁
只怕有心人遥

刚到瑞晶面试时袁感觉洪经理很严肃袁心里有点害
怕袁很多问题都感觉是乱答的袁心里想着肯定通不过袁
然而经理却说你虽然基础不好袁可是只要你有信心袁我
就可以把你带出来遥

上班第一天袁开早会的时候袁同事都很陌生袁环境也
是陌生的袁洪经理却告诉我团队的力量无限大袁让我踏
实了许多遥 开始上班后袁接触洪经理时还是感觉他很严
肃袁很难接触袁可是慢慢的袁循着之前的同事的工作轨
迹袁我也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框架和工作思路袁每当遇
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都会找同事尧找经理袁虚心请教袁我时
刻牢记着洪经理的野名言冶要要要要对自己有信心遥 更多
的接触后袁我感觉洪经理并不像刚开始我感觉的那样严
肃尧不易接近了袁反而袁感觉更像是亲人一样亲切遥

随着不断与团队磨合袁 我和同事之间也熟悉了起
来袁财务部的每一天都很有生气袁很有活力袁感觉很温

暖袁也很窝心袁处处是欢声笑语遥偶尔有做错的地方袁同
事都很耐心的教我袁 通过钱经理的指导和洪经理的鼓
励袁我感觉我的能力也在慢慢提升袁曾有很多次想过要
放弃袁可是想着两个经理还有那么多同事都没放弃我袁
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钥 在每天的早会上袁 经理总会
说袁做错了没关系袁但要善于总结袁归纳自己做的一些
事情袁不要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三次袁这样就算是很大
的提升了遥也正是因为经理的耐心指导和不断的鼓励袁
才有了现在不断提升的财务部遥

我很开心我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遥相信在两位经
理的带领下袁财务部会越来越好袁这个大家庭也会越来
越和睦袁相处会越来越融洽袁始终坚信自己袁对自己有信
心袁相信以后的道路会越来越好袁自己的能力也会得到
提升袁团队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大袁加油袁相信自己遥

相信自己 要有信心
财务部 敖文欣

短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