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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期叶瑞晶报曳三版刊登的叶你只是假装很努力曳
这篇文章中讲到两个故事袁一个是作者的朋友看似劳动
模范袁简单模仿大老板的行为袁以为只要向优秀的人学
习就能变成和他一样的人袁结果学到的只是表象而不是
优秀的人的思维方式和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遥 另一个是
普通职员和部门经理的差别袁 职员因为思维的延伸不
够袁想的不全面袁不能举一反三袁导致办事效率低遥 看似
努力的人袁却因为没有正确的目标和合理的安排袁导致
不能得到好的结果遥

深有感触袁这简直就是两年前的自己袁每天都是忙
忙碌碌袁却不见成绩袁看似努力其实是用蛮力袁最后搞得
自己痛苦又憔悴遥 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你最终的目标服
务的袁设定正确的目标袁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袁特立
独行且正确才有意义袁如果方向错了袁你越努力袁就错的
越多遥 设定正确的目标袁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袁这不光需要勇气袁还需要智力遥 独立思考袁耐
心等待的价值也就在这里遥 当然独立思考并不是说自以
为是的坚持己见袁而是要广泛听取意见袁琢磨这些意见袁
然后再采取有效的行动遥 所以袁首先要设定正确的目标袁
再去努力袁这样才不会走弯路尧浪费时间和精力遥

看似努力袁每天需要加班才能把工作做完袁但你真
正管理好自己尧用好时间了吗钥 有人做过一个调查袁大
部分人一整天花在网络尧 刷微信的碎片时间加起来竟
然有 2 个多小时袁用好这些时间完全能够搞定工作了遥
如果按每天节约野碎片式浪费冶2 小时计算袁他的一个月
会有 60 个小时袁一年会有 30 天的收益遥 这些时间足够
读完 2 本书袁掌握 2 门技能遥 请你打开手机的电量管理
看看袁你可能会被结果吓到袁原来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被
消耗到了刷微信朋友圈袁 浏览头条新闻这些对工作产
出无任何帮助的活动上袁才明白不是时间不够用袁而是
没有用好时间袁自己的注意力被廉价收割了遥 然后又说
自己的工作内容太多 袁太
累袁时间不够用袁最后的结
果就是加班加点还不能得
到领导的认可遥

努力也是有目标袁有方
法的遥 当自己努力的时候袁
先评估下自己是不是确立了
正确的目标袁同时有多少时
间是真正用在工作和学习上
的遥 言不对路袁即使付出再
多也只是苦劳而不是功劳遥
就像企业文化里说的袁以创
造价值者为本遥

市科技局领导莅
临公司考察指导
曹建祥率队 张中良接待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文良报道院2 月 14 日袁市科技局党组
书记尧局长曹建祥率队莅临公司参观考察并召开座谈会遥 公
司总经理张中良接待并汇报工作遥

张中良向领导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袁对市科技局
给予企业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遥张中良详细汇报了
我司生产经营尧技术升级及企业管理文化相关工作袁其中重
点介绍了企业科技创新取得的成绩袁多年来公司不断技术创
新袁开发出新产品尧新技术袁与满足市场及区域需求袁尤其是
2015 年自主研发的臭氧抗 PID 技术袁 提升了公司多晶硅电
池片的光电转换效率和抗 PID 性能袁 同时还向外技术输出
至央企袁彰显了瑞晶科研优势遥

曹建祥在听取汇报后对我司取得的成绩和科研的新技
术尧新产品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袁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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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公司
申报的省级科研项目提出了宝贵意见遥 他强调袁公司要积极
争取省尧市乃至国家的科研项目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袁扩
大企业品牌效益遥

2 月 9 日袁 印度客户 JAGMOHAN尧
RAJESH尧V 三人来到公司考察洽谈袁 国际
商务部团队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遥

国际商务部人员首先在会议室向客户
介绍了公司在产能尧研发尧技术尧市场等方
面的情况遥 同时袁在洽谈的过程中袁国际商
务部人员进一步了解了客户需求遥 此次
JAGMOHAN尧RAJESH尧V 三人有备而来 ,
RAJESH 说到袁此次到中国考察光伏袁专程
只考察瑞晶渊瑞安冤公司遥 因为他们之前也
间接了解了公司的产品袁 在来之前做了很
多工作袁 而后也了解公司在印度市场的知
名度和产品质量袁所以袁他们此行的目标非
常明确袁 就是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公
司袁并洽谈后续的合作遥

作为先期进入印度市场的瑞晶 渊瑞安冤
公司袁 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及在印度市场
的知名度吸引了印度众多的客户遥 在印度袁
世界 500 强的塔塔尧印度最大的太阳能企业
Adani 和印度当地的一线太阳能企业渊大部
分冤都是瑞晶渊瑞安冤的合作伙伴袁这有力地

说明了瑞晶渊瑞安冤产品的品质袁质量尧知名
度袁 这也是远方客人慕名而来的很重要的
因素遥

众所周知袁印度在太阳能领域有着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袁光照充足袁太阳能资源极
其丰富遥 印度的太阳能发电可开发率潜力
巨大遥 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每年的日照可达
到 300-330 天袁 转换成电力相当于每年超
过 5,000 万亿千瓦时袁远远超过印度每年的
电力消费量遥 印度政府大力推新能源建设袁
尤其是太阳能发电方面的建设及应用遥 目
前印度在太阳能方面的建设及增长在全球
都占了很大一个比例遥

2 月 14 日袁 加拿大客户到公司考察洽
谈袁公司副总陈淳接待袁国际商务部尧光伏
应用工程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协同接待遥 此
次加拿大客户一行来访袁 除了考察了解公
司的产线尧产品外袁还主要了解了公司在分
布式尧户用系统等方面的情况遥

国际商务部及光伏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人员带客户参观了我司电池及组件生产

线袁 并带客户实地参观了解了厂区内外我
司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光伏电站遥 这其中
有我司在国家金太阳工程中所建的全国最
大的双抽自动跟踪光伏电站 渊农光互补冤尧
也有渔光互补电站尧 以及我司后山的大型
山地电站及厂区屋顶分布式电站遥 通过实
地察看一个个不同类型的电站袁 客户进一
步了解了我司在各种类型分布式方面的情
况遥 同时袁客户与公司人员也探讨了在国际
市场方面产品尧分布式的情况遥

目前袁 我司在分布式方面有着很深的
基础遥 一是首批获金太阳示范项目的公司遥
自 2009 年初就开始积极准备申报金太阳示
范工程袁2.59MW 双轴自动跟踪太阳能光伏
电站的申报成功袁 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
双轴自动跟踪太阳能光伏电站遥 二是率先
成功进入户用系统领域遥 2012 年 6 月袁公司
千里迢迢参与西藏自治区光伏户用系统招
标袁当时全国共有 80 多家单位云集投标袁公
司凭借优良的软硬实力袁成为 6 家中标单位
之一袁中标第八标段总计 35170 多套户用系

统袁后续追加万余套遥 组件产品应用于西藏
高原袁经受恶劣气候考验遥 2012 年袁向西藏
自治区提供光伏户用系统 35170 多套户用
系统袁 后续追加万余套遥 三是 2013 年 5 月
29 日江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印发 叶江西
省万家屋顶光伏发电示范工程实施方案
渊试行冤曳袁正式启动江西省万家屋顶光伏发
电示范工程以来袁 公司是江西省首批户用
光伏发电站的组件供应商遥 四是 2016 年江
西火电承接的江西省高速公路第一批分布
式项目袁其中所用组件都由我司提供袁这个
项目当时中央电视台都有报道遥

人勤春来早袁功到秋华实遥 再宏伟的蓝
图袁如果缺乏实实在在的行动袁也只是镜中
花尧水中月遥 新春伊始袁公司迎来多位海外
朋友袁正是公司一步一个脚印努力的成果遥
四海之内皆朋友袁 目前我司正在国际及国
内积极开展经销商尧代理商的加盟工作袁对
每一位有意在分布式发电方面与我司合作
的客商袁我司都将大力欢迎与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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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文良报道院2
月 22 日袁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巡视员马勇莅临公司就 2017 年度
光伏准入企业自查情况进行调研遥 省
工信委新兴产业处处长万钧尧市工信
委副主任罗鹏陪同袁公司总经理张中
良负责接待汇报遥

首先袁张中良对各位领导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袁并主要介绍了瑞晶公
司和瑞安新能源 2017 年的经营方针尧

经营策略和战略规划遥张总指出袁2017
年光伏市场会继续增长袁但同时价格
竞争会更加激烈袁因此公司会继续成
本控制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袁对于公
司 2017 年的发展充满信心遥

马勇认真听取了汇报遥 他强调袁
本次工信部光伏准入企业自查工作
时间紧尧任务重袁省工信委高度重视袁
同时也希望企业要高度重视袁认真组
织尧实事求是尧细致执行袁要求企业在

硬件上一份不丢袁软件上争取多拿成
绩袁积极面对袁机会与挑战并趋遥 并引
用董事长曹勇新春寄语的一句话鼓
励我们遥 他说袁野2017 年瑞晶公司尧瑞
安新能源是一列即将启程的列车袁他
希望这是一辆满载荣誉尧 成果的列
车袁是一张铺满花朵与笑容的灿烂篇
章袁预祝瑞晶公司和瑞安新能源 2017
年取得更好的成绩浴

市安监局指导公司尘毒
危害治理示范创建工作

本报讯 蒋春生报道: 2 月 22 日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朱少平一行对公司开展尘毒危害治理示范企业创建
工作进行了督导袁公司安保部有关人员就示范创建工作进行
了专题汇报遥

督导组一行对我公司开展示范创建工作情况予以充分
肯定袁希望我公司对创建工作认真进行总结袁做好示范创建
工作有关图文资料的收集整理袁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台
账袁圆满完成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对示范创建工作要求遥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业卫生监管科以及渝水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领导随同督导遥

下村消防中队官兵来我司开展应急演练
本报讯 蒋春生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应急处理能力袁2 月 10 日袁

下村消防中队官兵来到我公司了解生产的火灾危险性袁并就消防应急工
作开展了针对性演练遥

在电池二期袁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和生产倒班主管陪同消防官兵对电
池生产工艺进行了简要介绍袁并通过走廊通道玻璃窗观看了各工序生产
情况遥 随后袁消防官兵在电池三期来料仓开展了应急演练遥 演练通过消防
分水器尧移动消防排烟机尧消防斧尧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等应急器材和防护
装备的使用袁为适应我公司消防应急处置工作积累了经验遥

因公司组织架
构调整尧工作调动袁
为便于开展党员活
动袁 党委对支部党
员进行调整遥2 月 9
日袁 第三党支部在
党委的要求指导下
进行了换届选举袁
电池制造部物料主
管刘剑通过选举成
为新的第三党支部
书记遥 2 月 20 日袁
刘剑带领第三党支
部在职党员在厂区
类 进行 野除尘运
动冶袁在不影响本职
工作的情况下对厂
区卫生进行清扫遥

因前段时间电
池制造部三厂门口
道路施工袁 风吹日
晒袁尘土飞扬袁粉尘
颗粒通过抽风管道
等极易进入生产车
间影响车间洁净度袁 从而严重影响产品质量遥 为
此袁 刘剑号召带领公司第三党支部全体在职党员
对车间外围马路进行清扫遥 同时袁第一党支部的党
员陈青中袁张智勇和外围清扫阿姨提供了洒水车尧
扫把尧铁锹等劳动工具共同参与此次野除尘运动冶袁
他们的加入使得活动进展更加顺利遥 此次义务劳
动每名党员充分展现了不怕脏尧不怕苦尧不怕累袁
敢于冲在前面尧敢于抢挑重担的精神风貌袁他们认
真的清扫着冲刷着厂区的路面和角落袁 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清扫袁电池厂区通道的面貌焕然一新遥 此
次第三党支部的清扫活动为公司为大家办了一件

实事袁 向公司员工展示了共产党员的风采和奉献
精神袁同时也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肯定遥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袁 清扫活动结束后党员们
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袁他们纷纷表示袁时刻不
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袁 时刻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袁在工作中发扬模范先锋作用袁发扬不怕苦不
怕累的精神袁为努力完成部门的 KPI 而奋斗遥

人勤春来早袁奋蹄赶秋实遥 改变从我做起袁从现
在做起袁 从点滴做起遥 此情此景此事袁十里桃花也
敌不过你们的美浴

公司实验室高低温环境箱顺利投入使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 公司订购的两台高低温环境箱在电

力子公司的全力配合下袁顺利完成了调试工作袁日前袁实验室的三台环境
箱已经全部投入使用遥 本次采购的高低温环境箱采用了欧美式冷热平衡
技术袁 节能环保袁 性能上符合太阳能行业的 IEC61215尧IEC61730尧
UL1703尧IEC62804 等测试标准袁满足光伏产品的所有温湿度类检测遥

高低温环境箱是光伏企业保证产品质量的根本袁公司在行业市场环
境严峻的情况下袁出资提升实验室的检测能力袁体现公司注重产品质量
的同时也表现出公司打造一流产品的决心遥

省工信委领导莅临公司调研指导
马勇率队 张中良接待汇报

人勤春来早 功到秋华实
———公司喜迎海外客商加快拓展国际市场步伐

国际商务部 彭 华

图为印度客户参观公司电池片生产车间遥 刘珊摄 图为加拿大客户渊左二冤在公司展厅了解公司产品遥 刘珊摄

没有正确目标和合理安排
你的努力只能是假装的

技术研发中心 孙杰

十里桃花也比不过你的美
电池制造部 雷 彦

图为第三支部在职党员清洗厂区路面遥 雷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