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民知
设备设施部工程师

负责设施电气系统的运行
维护管理袁工作执行力强袁专业
水平优秀遥 先后提出并改善了楼
顶暧通酸雾塔尧冷却塔区照明用
电改善节能尧 三期车间照明技
改尧电池生产车间走廊照明管理
节能改造尧外围设施机房照明节
能改造等方案袁电池厂车间照明
节能改造被评为公司金点子方
案袁 为公司节约 24.5 万度电力袁
年降低用电成本约 16 万元遥

在三期电力满负荷运行下袁每
年的变压器基本电费降低 78万元遥

晶梅奖获得者（优秀员工）事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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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
采购部采购员

该员工 2016 年度负责的
采购项目中袁降本品种多达 30
项袁达到降本率 30%以上的有
19 项袁平均降本率 18.94%遥 其
中设备设施备件全年采购成
本下降 30 余万元曰 化学品材
料全年采购成本下降近 6 万
元袁降本品种 27 项袁平均降本
率 2.05%曰 电池生产车间所需
的德国 RENA 备品备件全年
降低采购成本约 300 余万元曰
电池三厂急需的 5 台希赫真
空泵最终以报价的 36.3%签订
了合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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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霞
后勤部食堂班长

她工作兢兢业业袁将每天
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袁关
心同事袁经常帮助同事解决一
些实际问题和困难袁手把手向
新同事教技巧袁让他们快速融
入团队袁得到大家的拥护和尊
重遥 对同事的分工尧排班尧厨师
的菜单经常提出合理化建议袁
敢做敢说敢当的她时刻将食
堂的事情挂在心上袁遇到突发
情况袁总能及时处理袁时常高
效完成工作任务袁 任劳任怨袁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遥 她用细
心尧热情的工作态度袁带领团
队为员工和客户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遥

罗何敏电
池制造部倒班主管

2016 年度袁他带领的班组无
一例安全备案事故曰PE尧 丝网率
先突破单班单线产出 2W袁 全线
报废率连创新低袁 严格控制在
1.0%以内曰良品率达到 98.5%曰他
带领的后四团队先后被公司授予
野二次创业先进个人冶尧野二次创业
指标突破奖优秀团队冶荣誉称号袁
将野标杆冶效应激发至最大化遥 同
时带动了产线模仿尧 赶超的竞争
势头袁 他始终坚信院 越努力越幸
运袁不被赶超必须努力浴

张洪义
组件制造部工艺工程师

在保证组件层压质量的前
提下袁优化层压时间参数袁实现
日产能提升 97000 瓦袁年产能提
升 35MW遥 针对新余周边客户袁
采用简易包装袁降低了组件的包
装成本曰 对层压削边刀具的改
善袁在降低削边刀具成本的同时
提升了组件产品质量袁改善后每
月削边刀具成本下降七千余元袁
对汇流条规格进行优化袁每年可
节约汇流条物料成本近 80 万
元遥 与组件工艺团队一起提交
野金点子冶 十余项袁 且个人多项
野金点子冶得到公司奖励遥

梁六根
工艺技术部清洗工程师

2016 年度袁在提高转换效
率方面袁 成功导入新工艺袁使
得 电 池 片 转 换 效 率 提 升
0.03%曰为响应公司降本增效号
召袁在不影响产品性能的前提
下袁科学优化袁控制单片电池
片化学腐蚀成本袁各化学品用
量平均降低 34.5%袁 前后清洗
自动增补量下降 10%-20%曰有
效增加药液利用率袁延长前后
清洗药液寿命袁前清洗制绒槽
及后清洗刻蚀槽均取得延长
10 万的成绩曰 在创新改善方
面袁采用在喷水后加装喷气装
置的办法有效解决了后清洗
水膜存在水量过大喷水不均
匀的现象曰还成功野根治冶电池
二厂返工现象遥

管观远
设备设施部清洗工程师

二厂自投产以来袁降低机碎率是
首要任务袁但更换滚轮和支架成本过
百万元遥 为了降低公司采购成本袁他
提议并实施滚轮改造袁 花费约 1 万
元袁历时半月改造完成遥 持续在线跟
踪袁前清洗机碎率下降 0.12%袁后清
洗机碎率下降 0.13%袁取得了显著效
果遥 他和同事自行设计改造水膜装
置袁实现精确控制水膜量袁更好地配
合技术部门降低耗酸量袁 此改造项
目袁累计节约费用达 14 万元遥优化添
加剂装置袁增加了 PLC 和触摸屏袁自
主编写触摸屏程序和 PLC 程序袁便
捷易懂且可监控数据袁 实现人机交
互袁提高了添加量稳定性遥

刘春
质量部客服工程师

认真践行 野以客户为中心冶
的核心价值观袁在售前尧售中尧售
后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遥 作为一
名客服袁 要协助开发新客户袁在
与客户合作前期负责完成技术
标准核对及送样工作袁并持续跟
进订单袁 确保客户顺利接收尧投
产及回款遥 经数据统计显示袁
2016 年度公司国内客户纯 A 级
出货较去年新增 30 余家袁 在一
个国际客户跟单过程中袁经过努
力化危机为商机袁并且在与该客
户合作过程中实现 0 客诉 0 反
馈袁完美达成质量指标遥

蒋帅
营销部业务代表

2016 年度袁 与客户保持长期稳
定合作袁 单个客户年销售额近 2 亿
元袁 电池片供货量达到 2000 余万
片袁硅片到货量 3000 余万片遥

成功与江西火电公司签订合同
并开展合作袁 使公司成为江西高速
公路 3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组
件唯一供货商袁 此项目不仅增长了
公司业务量袁 而且对公司品牌宣传
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遥

丁雪华
订单支持部组件仓领班

他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袁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袁 凡事先走一步袁
将工作提前考虑尧落实到位袁他带领
的班组袁荣获 2015 年度全国野安康杯
竞赛优胜班组冶称号浴 2016 年度袁组
件仓工作量大袁但人员却不足袁最忙
的时候袁连续 3 个月放弃休息日主动
加班袁确保完成出货任务遥 在一次国
外客户的出货任务中袁客户要求晚上
必须出货袁得知情况后袁连夜从家里
赶来公司装货袁 任务完成已是凌晨袁
第二天依然正常出勤袁毫无抱怨遥

陈小宝
项目部项目专员

自 2014 年调入项目部以来袁
其工作认真负责袁作风严谨务实袁
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遥 2016 年
度袁 共申报江西省工信委资金扶
持项目 4 项袁 共争取扶持资金近
千万元曰申报江西省科技进步奖 1
项袁新余市科技进步奖 1 项曰成功
申报江西省科技厅重点新产品项
目 1 项袁 同时完成上一年度重点
新产品项目鉴定 1 项曰 申报 2017
年度江西省科技计划项目 2 项袁
同时获得 2016 年度省科技计划
项目 渊臭氧抗 PID 电池冤 扶持经
费曰完成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 1
项和资助项目 1 项遥

周倩
财务部副主管

积极做好成本核算工作袁编
制车间产品成本报表袁进行成本
分析袁提出成本改进建议袁以降
低公司生产成本袁 增加产品利
润遥为了使公司成本管理工作有
效进行袁积极协调生产统计和仓
库保管员对账袁 进行实物盘点袁
做到账账相符袁账实相符袁做好
成本核算的基础工作遥对公司各
项费用报销及资金付款的审核袁
以及日常管理工作袁做到费用的严
格把控袁从点滴节约开支袁费用控
制遥 公司的产品有很大的出口业
务袁及时回笼退税资金袁缓解公司
现金流的压力袁本年度累计共收回
出口退税额 2300余万元遥

何波
组件制造部 PMC 主管

与组件工艺共同完成改善
BOM 用量袁 对物料进行严格管
控袁改善后单块组件成本持续下
降曰组件仓部分呆滞料整理再利
用袁总价值约 80 万遥 邀请组件质
量尧工艺尧生产储运共同验证效
果袁 已将呆滞料成功消耗完曰制
定组件产能爬坡计划袁时刻监控
车间每小时产量达成率袁组件日
产量突破指标袁为后续组件产能
爬坡计划起了一个好的开头遥

李晓蓉
组件制造部工序长

入职以来袁 我积极主动工
作袁 使焊接工序各项生产指标
都得到了有效的管控遥 焊接产
量超出焊接机理论产量袁 开箱
碎片与制程碎片率平均低于公
司指标 0.04%袁 焊接制程碎片
率平均低于公司指标 0.035%袁
同时该两项指标与部门其他班
组相比是最低遥 半成品合格率
达到 99.8%以上遥 此外袁在担任
工序长期间袁合理调配员工袁工
作氛围融洽袁 实现员工零离职
率遥

吴小菊
组件制造部工序长

工作兢兢业业袁 尽职尽责袁
与同事协调配合默契袁带动本班
焊接产量袁碎片率控制在 0.3豫之
内袁节省公司成本袁降低消耗遥 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袁 创新价值袁超
越自我袁为公司降本增效的推动
工作起带头作用遥

胡松平
组件制造部设备工程师

组件前 EL 测试上电夹具
和定位光电改善袁 改善后每天
重新上电下降 90 块袁每天增加
EL 测试瓶颈产能 80 块以上袁
同时大大降低了设备维修宕机
率及配件损耗费遥 层压机硅胶
板加拉杆改造袁 避免人工换硅
胶板压到手的安全隐患袁 由 5
人更换减至 2 人袁 并且更换的
硅胶板更平整袁 提高了工作效
率遥组件串焊机 5BB 改造袁贴膜
机改造袁同等材料提升功率 2-
4 瓦遥 层压后削边刀改善袁成本
费用每年节约八万余元遥

曹东梅
电池制造部技术工人

2015 年入职至今袁工作勤恳袁在
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袁 通过自身
努力袁全年碎片率下降 0.04%袁并且
在全市首届野振兴杯职业技能大赛冶
中获得了扩散插片项目第三名的成
绩袁这也激励着她今后更加努力袁更
加勤奋遥

杨娅玲
电池制造部技术工人

入职一年多以来袁工作积极主
动袁努力提升个人作业水平袁作为
PECVD 岗位 6 线小组负责人袁个
人产量达到 7500 片袁 上料插片碎
片率低至 0.2%袁下料膜后硅晶脱落
比例低至 0.1%袁 同时带领 PECVD
岗位 6 线小组团队成员单线各项
指标保持在上限水平袁经常超额完
成各项工作指标遥

李田螺
电池制造部技术工人

在电池车间丝网印刷岗位上坚
守了五年袁 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
度袁做事积极主动袁吃苦耐劳遥 在丝
网工序组织的清洗片比赛中袁 获得
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遥 不仅如此袁个人
单线产出近两万片袁 碎片率单线最
低袁为丝网的 KPI 指标模范遥

陈元元
电池制造部工序长

入职三年以来袁在工作中一丝
不苟袁认真负责袁积极主动袁服从领
导袁协调同事袁将丝网的各项指标
做到最好遥在 2016 年度中袁丝网产
量稳步提升袁 碎片率下降 0.35%袁
正银单耗及网版寿命较前期均有
较大进步遥 在制程中分清重点袁找
到合适的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袁多次
得到领导的表扬及肯定遥

钟兰英
电池制造部工序长

个人先后获得野2013 年产能提
升一等奖冶尧野2014 年度优秀员工冶尧
野2015 年度十佳标兵 冶袁 并获得
2014尧2015 年野优秀通讯员冶荣誉称
号遥 2016 年她对工作合理调配袁对
生产中的细节不断改善袁已提交并
落实 8 个改善项目袁前清洗产量突
破 8.4 万/每 班 袁 报 废 率 下 降
0.03%遥 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袁积极
进取袁为大团队做出贡献遥

赵鹏鹏
电池制造部生产主管

积极响应打造学习型团队袁组织
基层管理者参加各类培训 50 余次曰
制定基层管理人员轮班轮岗交流学
习制度袁配合上级多次开展员工有效
沟通交流袁导入培训体系袁引导全员
思维模式的转型遥 坚持每天巡线 2
次袁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点 20
余次曰产出率提升 6.54%袁A 级率提升
3.33%袁碎片率下降 0.89%遥

李雪梅
电池制造部成品主管

对开盒碎片率超标问题进行观
察研究分析袁发现是放置电池片五格
承载盒问题袁并对其进行改善袁改善
后开盒碎片率直降 0.47%遥 针对离散
问题袁凭借自己的工作经验摸索一套
适合公司的检验手法袁检验过程中效
率损失控制在 0.02%以内遥 在确保质
量合格情况下袁回收再次使用组件周
转 EPE 箱和内盒 1 万余套遥

刘剑
电池制造部物料主管

主动提出对刮刀尧 回墨刀由生
产物料组管理袁并形成标准化管理袁
降低了生产成本尧提高了工作效率遥
对碎片入库流程提出改善袁 经实践
证明降低了生产成本袁 每天可以节
约近 35 个包装袋遥电池片正银单耗
下降 0.0061 g/片袁每年可节约成本
上百万元遥

何军
订单支持部电池仓领班

面对 2016 年公司的快
速发展袁 作为电池成品仓领
班袁 在没有增加人力的情况
下袁 依然保质保量地高效完
成各项出货任务遥 在客户对
各方面要求严格袁 航班时间
紧迫的情况下袁 践行订单就
是命令单袁 主动放弃休息时
间袁只为按时按质按量交货遥
不管刮风下雨袁白天晚上袁只
要接到出货通知袁 总是第一
时间赶到公司袁 确保订单安
全及时交付遥

丁朋
后勤部后勤专员

作为一名后勤保障员袁工作的
核心是为同事提供便捷的服务袁更
加注重平稳二字袁在服务态度和节
约成本方面更加注重遥多次提出利
用仓库剩余的呆料袁改造服装节省
公司采购成本袁 面对突发情况袁积
极与各部门沟通并迅速反应袁合理
制定库存计划遥身兼职部门采购员
一职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袁处理询
价比价问题袁提高工作效率袁也为
公司节约了采购成本遥

沈平海
后勤部保安副班长

作为保安队带班班长袁在工作
中能以身作则袁 严格要求自己袁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工
作遥 2016 年袁个人查处他人违纪 36
次袁员工吸烟 5 次袁遥 其中袁查获某
废品商私自夹带与物品清单上无
关物资出厂袁 保证公司财物不流
失曰在参加消防培训期间袁主动放
弃个人轮休袁 出色完成队伍任务曰
夜班巡逻时间为 2 小时 1 次袁杜绝
了一切不安定因素遥 个人希望在以
后的工作中加强学习袁全面提升业
务水平遥

罗文文
后勤部小车司机班长

由保安转到小车班以来袁在
思想上尧行动上与公司保持了高
度一致袁敬业奉献尧务实重干袁每
天除了完成正常的出车任务袁还
会对各辆车进行细致的检查袁及
时发现问题袁查清故障袁排除安
全隐患袁任劳任怨袁确保车辆正
常运行袁执行力强袁得到公司领
导的一致好评遥

任宏
质量部倒班主管

所在的电池三期 B 班巡检
团队袁 在这一年里工作能力得到
了有效的提升袁全员的质量意识尧
工作技能都得到了提高曰 员工有
了更好的上升通道袁 这一年有两
位员工升职为 B 班领班曰组织多
场关于质量知识的培训袁 将学习
成果运用到工作中去遥 长期坚持
创业奋斗袁不断创新袁超越自我袁
不断提升自己遥

陈磊
质量部倒班主管

制作组件颜色样板, 使检验
员能够简单准确的对组件颜色进
行分类, 提升了组件在客户端的
满 意 度 袁 组 件 终 检 总 量 增 长
0.33%遥 通过制作电波片颜色样板
和人员培训, 让员工快速识别区
分电池片的色差管控标准遥 为能
有效管控组件 AB 胶配比袁 改善
了灌封胶固化抽查工具袁 能够及
时发现灌封胶配比异常遥

张梅
质量部制程主管

今年 2 月袁我通过竞聘晋升为
竞升为二期制程主管袁 在工作中
我严谨求实袁 勤奋刻苦袁 兢兢业
业袁 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和指
标遥 通过一系列优化措施和创新
管理模式袁 使得二期产品 A 级率
提升 1.86% 袁 离 散 率 目 标 下 降
0.08%袁结案率 100%袁达到行业领
先标准遥

刘珊
党群综合部企业文化专员

工作认真负责袁有很强的沟通
能力和抗压能力袁能很好地完成领
导交待的每项工作遥 2016 年袁协助
领导策划组织公司内部活动 25
次袁协助其他部门完成设计任务 18
项袁全年累计审稿一千余篇遥 在零
费用的情况下袁利用微信开发了微
信报专页袁实现员工通过手机就能
阅读报纸曰微信公众号推送图文信
息 57 条袁微信公众号于 2016 年获
得了原创公众号认证袁开通了相关
特权袁提升了公众号的影响力及版
面美观度遥

肖文良
项目部项目工程师

成功申报江西省工信委智能
制造示范项目袁并获得扶持资金袁
协助部门领导完成高速路口服务
区 35MW 光伏组件的出售袁 成功
申报省工信委省级新产品项目 2
个袁 完成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申报袁收取光伏电站电费共计 104
万元袁 完成瑞安新能源公司注册
工作遥

张清华
总经办 ERP 专员

对待工作不找借口袁 从小事
做起袁从点滴做起袁注重细节遥 争
取干一件成一件袁积小胜为大胜袁
养成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良好习
惯遥 公司购买 ERP 系统软件多次
实施上线失败袁本人自 2012 年接
手袁主导培训尧实施上线成功袁现
系统运行正常遥 协助公司完成电
池与组件两个生产部门的 MES
系统上线袁目前系统运行正常遥

高杨
技术研发中心助理工程师

2016 年袁 推行知识产权规范
管理体系袁 编制体系文件 27 份遥
申请及维护专利 44 项袁其中发明
专利 16 项袁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袁
外观设计专利 2 项遥 获得授权 29
项袁其中个人获得专利授权 3 项遥
撰写技术方案专利申请交底书共
9 项袁其中发明专利 4 项渊1 项授
权袁3 项实审冤袁实用新型专利 5 项
获得授权遥

邱桃桃
技术工艺部整合工程师

刻蚀背面均匀性改良后效
率提升 0.03% 袁 同时达到省酸尧
省水的效果遥在产线引入酸碱滴
定袁监控药液浓度波动袁提升电
池片的整体性能袁同时建立反射
率 SPC 控制表袁 直观反映产线
反射率状况袁通过对制绒绒面反
射率的监控发现袁效率整体提升
的同时返工率下降 0.58%遥 根据
丝网各道浆料特性袁选择最优搭
配袁同时优化炉温曲线袁通过调
整组合袁效率提升 0.12%左右遥

彭迎春
国际商务部主管

在 2016 年袁公司产品的丰富性袁
让销售渠道也随之拓宽袁维护老客户
外袁积极开发新客户袁让瑞晶品牌为
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所认可遥与国内
订单形成良好互补性袁完成个人销售
业绩 1.722 亿元袁回款 2.4 亿元遥

徐伟业
光伏应用系统工程师

在 2016 年袁 完成了多
项系统设计方案及技术图
纸袁 包括赣西商贸城 3MW
发电项目尧 华腾地毯 1MW
屋顶发电项目尧 赣州巨兵
0.5MW 屋顶发电项目等遥在
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袁勇挑重
担将系统运营维护有条不
紊的执行袁全年共完成电站
运营维护 708 项遥 配合部门
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袁获得
客户一致好评遥

成玲
计划管理部物料计划员

主导组件端电池包装材料
回收利用项目袁 从评估开展袁方
案提报到项目落实袁在各部门的
积极配合下袁 已完成 2.2 万套电
池包装箱的回收重复利用袁节约
公司成本近 100 万元遥 在抢大目
标效率提升项目中袁申购并跟进
BOM 材料到货袁 积极协调调度
供应链和资源袁在效率大目标达
成以后袁联合采购袁在供应链端
为效率提升做出贡献遥

刘宁江
设备设施部助理工程师

自负责协调三期自动化安
装以来袁 包含前清洗上料机尧扩
散上下料机尧 后清洗上料机尧
PECVD 自动化插取片机等总计
设备 24 套袁各种工装夹具袁全部
在规定时间前完成遥后续对技术
员进行培训袁且在自动化上线后
PE 碎 片率 0.05% 袁 硅 脱下降
70%袁扩散碎片降 0.04%袁大幅度
提升生产效率遥

优秀团队（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