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晶厂区的寒冬袁 凉飕飕的风没有放过任何
一个可以肆虐的角落遥但在电池制造部三期车间
里有这样一个人袁将野与日同辉 奋发有为冶的瑞
晶精神与能量传播开来袁用自身行动证明着野没
有做不到袁只有想不到冶遥

这一天袁 一直杠杠的产品质量遭受了硅晶脱
落的重创袁硅脱比例使生产指标惨不忍睹袁此事
当即引起了主管及高层的重视袁迅速组织设备技
术团队展开跟踪排查遥 这样的时刻袁一秒都如度
日袁对于生产而言袁时间就是产量袁可硅脱的问题
点却迟迟没有解决袁所有人对这野怪异冶的硅脱束
手无策遥 就在大家陷入深思时袁产线的一名员工
看设备技术员们还没找到问题点袁本着野绝不能
在等待中白白浪费时间冶的想法袁他随即安排同

线其他人密切关注各机台印刷情况袁从一道至测
试机的物料储备尧 人员值岗尧 机台参数尧SPC 范
围尧印刷速度等方面入手袁他细心检查反复确认袁
交代各机台密切所需关注事项后袁凭借自己对机
器的了解袁跟设备一起摸索尧查找硅脱问题点袁那

炯炯如炬的眼神里充满了自信袁让人都感觉他应
该很快就能找到一样遥

他将所有与电池片接触或者可能接触的点袁
逐一观察审视了一遍袁终于他先于设备技术员发
现了引起硅脱的 野元凶冶要要要竟然是托盘与抓手

的匹配精度问题袁电池片被抓起来的时候袁会碰
触到托盘棱边遥 但此时他还不敢妄下论断袁继续
耐着性子猫着腰跟踪良久遥 对比电池片硅脱位
置尧收集产生的频率和规律袁最终他确信托盘与
抓手的精度问题就是罪魁祸首袁随即联络设备技

术员协助修正烘箱抓手定位参数遥 至此袁可以说
硅脱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袁 可他依旧不放心袁
再次从一道开始袁确认各个环节有无异常问题和
故障袁确定原辅料充足后袁又猫在烘箱出口处袁观
察着电池片袁直到硅脱全部野消失冶他方才释然袁
长长的松了口气遥

这虽然是一次普通的制程异常袁 但他淋漓地
展现了瑞晶人的精神遥至此袁大家一定很好奇袁他
究竟是何许人钥 先卖个关子吧院认真不是他的特
点袁钻研不是他的个性袁这仅仅是他作为瑞晶人
的日常工作习惯而已袁幽默风趣的他还有个外号
叫野校长冶袁不需要问为什么袁只需要记住他袁他叫
谭伟袁电池制造部 B 班前六的骄傲袁在他身上时
刻都能感受到院没有做不到袁只有想不到浴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电池制造部 张付军

电池制造部

组织电池二期召开生产例会

本报讯 通讯员雷彦报道院随着光伏市场回暖袁公司的订单也越来越多袁
客户对电池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袁同时对产品质量要求也越来越严遥 为了
确保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袁近日袁电池制造部组织二期车间基
层管理干部在二期会议室召开生产部署会议袁 会议由生产主管赵鹏鹏主
持袁电池制造部副经理廖汉胜参加会议并发言遥

会上袁赵鹏鹏就二期团队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生产指标袁做了三点总结院
第一袁干部执行力强袁令必行袁行必果曰第二袁员工责任心强袁一线员工能够
将这份工作当做是自己的事业来对待曰第三袁生产团队的整体素质比较好袁
一个好的生产团队必须具备铁的纪律袁整天乱糟糟是无法达成指标的遥 因
此袁在原有基础上他提出了三点新要求院第一袁干部要继续解放思想袁转变
观念袁提高执行力曰第二袁必须进一步提升员工操作技能袁做到人人熟悉标
准尧熟悉流程尧熟悉规范操作曰第三袁要不断学习进步袁打造学习型团队遥

廖汉胜说到袁一个制造型企业袁只有做出来才是硬道理遥不能躺在以往的
好成绩上睡大觉袁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袁将面临更多的困难袁因此只有做到
快速有效的改善袁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执行力袁才能走出一片新天地遥

后勤部

组织开展义务劳动

本报讯 蒋春生报道: 从公司电站到猪场的小路坑坑洼洼袁 每到下雨
天袁人员通行就诸多不便遥 近日袁后勤部行政班人员响应后勤部经理提议袁
利用周末时间将小路进行了修整遥

为不给公司增加开支袁又达到平整小路的目的袁后勤部想到了利用设
备设施部换下来的循环水填料来平整路面的方法遥 说干即干袁大伙有的装
卸填料尧有的用锄头等工具在坑洼的小路上进行路面平整遥 一个上午的功
夫袁坑洼的小路变得平整了袁大家感到非常欣慰遥

组件制造部

全面推行基层员工持证上岗

本报讯 通讯员张洪义报道院 为进一步规范组件生产作业人员定岗定
位袁确保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双提升袁十二月初袁组件制造部与人力资源
部共同完成了组件制造部生产作业人员的上岗证发放工作遥

要取得上岗证袁首先就要通过理论与实操的考核遥 为此袁组件制造部派
专人对基层员工进行了岗位知识理论培训袁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袁让员工
可以相互学习交流遥 同时袁以现场作业实操的方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袁
员工能更深入的了解岗位中应具备的素质与技能袁本次培训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遥 生产主管黄强主持上岗证考核工作袁基层员工考核通过率达到 98%袁
未达标的基层员工将进行重新培训遥

推行持证上岗以来袁基层员工的作业更加标准化袁现场工作尧学习的氛
围也更加融洽袁员工的责任心尧安全作业的意识也有了相应的提高袁这些细
微改变都在为组件产品的质量保驾护航袁相信优秀的员工才能制造出优良
的组件袁我们组件团队一直在努力提升着遥

徐田琪简介

优秀稿件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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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有为的炮兵军官上任伊始袁到下
属部队视察训练情况遥他在几个部队发现相同
的情况院在一个单位训练中袁总有一名士兵自
始至终站在大炮的炮管下面袁纹丝不动遥 军官
不解袁询问原因袁得到的答案是院训练条例就是
这样要求的遥 军官回去后反复查阅军事文献袁
终于发现袁长期以来袁炮兵的训练条例仍因循
非机械化时代的规则遥 在过去袁大炮是由马车

运载到前线的袁站在炮管下的士兵的任务是负
责拉住马的缰绳袁以便在大炮发射后调整由于
后坐力产生的距离偏差袁减少再次瞄准所需的
时间遥 现在大炮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很高袁
已经不再需要这样一个角色了袁而马车拉炮也
早就不存在了袁 但训练条例没有及时调整袁因
此才出现了野不拉马的士兵冶遥军官的发现使他
获得了国防部的嘉奖遥

故事概要

变者袁非常也遥 过去袁炮军用马拉大炮袁马
会在发炮的时候受惊而此时就需要一个炮兵
来拉住拉炮的马曰现在袁炮军无需用马袁却仍
然保留了拉马的炮兵遥 既然有了变化袁有了不
一样的情况袁 为什么不能顺应时代做出应有
的改变呢钥

我认为袁 首先需要反思的应该是训练的
士兵们遥 现实已经发生了改变袁为何没人意
识到训练的方法尧准则也需要改变呢钥 在日
常训练中袁就应该有人意识到这个存在的现
象及其问题袁并向上级及时汇报袁提出改善
的意见建议遥 在不断发展的瑞晶公司袁电池
制造部三厂车间产线已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袁
在机械化率不断提高的生产车间袁原有的生
产方式也应该随之不断完善以便提高生产
效率遥 在一些岗位上有多余的人力就要及时
帮助他们转变袁要培养野拉马冶人员适应新的
岗位和工作遥 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应切实履

行好自己的义务袁要敢于提出问题袁共同为
公司谋发展遥

其次需要反思的是训练炮兵的教官遥 他
没有充分认识到训练场和战场的区别遥 依然
用着马拉大炮的年代的训练标准袁 结果导致
多出一名士兵袁不仅浪费时间尧精力袁而且在
战场上也必然会败给与时俱进的其他军队遥
生产部门作为公司的一个重要部门袁 基层管
理者更应该合理安排产线上的每一位员工袁
做到人人有事做袁事事有人做曰不浪费公司的
人力尧物力资源袁才能确保公司更快更好地发
展遥

最后袁也是最重要的袁炮军部队首长等高
层领导者应务时政袁 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下做
出新的决策遥 要善于观察袁注重变化袁不能只
看到某一方面袁而应该更全面的去看问题遥 顺
应时代变化袁把握前进方向袁从实际出发谋划
新的征程袁领导者的魅力便在于此遥

顺应时代
电池制造部 黄 燕

最近同事们都在为一则 叶不
拉马的士兵曳的小故事绞尽脑汁袁
其实真正能用心去思考尧总结尧运
用的同事很少袁 大多是为了完成
任务而得野心得冶袁当然这很能体现
出我们团队的执行力是绝对的遥
其实领导给出优秀的故事袁 说明
领导想让大家在故事中寻求自己
的见解和认识袁 以达到提高个人
能力和眼界袁在工作中能创新尧提
效的目的遥 想提高自己的袁想在工
作中有所进步的袁 他自然会去认
真领会故事背后的精髓和利弊遥

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袁野心
灵鸡汤冶 似乎已然成为我们生活
中的必需品袁 但久而久之我发现
自己不但没有被心灵鸡汤灌溉的
多滋补袁 反而狭窄了自己的思路
和想法袁 当工作和生活面临考验
时袁即使有想法袁也会陷入各种纠
结矛盾中袁 始终觉得自己的路子
跟那些鸡汤灌输的路数有差距袁
开始畏手畏脚袁难以下定决心遥最
终导致自己无法得到进步袁 如果
自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判
断袁那么何来进步之动力钥 其实袁
自我提升的意识很重要袁 自我的
主见和想法更不能被他人所替
代遥正所谓是鸡汤虽好袁请不要乱
喝袁 因为一碗鸡汤并非适合每个

人的体质和口味遥
故事中袁野拉马冶 士兵也应得

到嘉奖遥在军人眼里袁机制和规定
就如同命令一样重要袁 军人是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的遥 在体制没有
改变的情况下袁 他很好地执行了
部队对战车的人员部署的指令遥
由此延伸袁 此士兵如果在我们的
工作团队中袁 他应属于墨守成规
的那种人袁 也许他不是最能创造
价值的人袁 但他绝对是对企业最
忠诚的人遥 适合立足于保密性和
稳定性特别强的岗位遥 从另一个
角度出发袁 这样人也有可能是最
会偷奸耍滑之人袁 并且他能在自
己游刃有余的工作范围内不但能
偷懒袁 而且还能让别人找不出他
的不是遥 当然最厉害的还是新来
的那位军官袁 不管从哪一方面去
评价那个士兵袁 至少从前的军官
和其他士兵都没有发现袁 或者说
发现了却并没有指出袁 只有他一
上任就进行了调整改革袁 说明这
位军官善于发现问题袁 能及时纠
正机制的不合理遥 在现代企业管
理中袁野这样的军官冶 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佼佼者袁 我们在产线上的
价值也正是在于能及时发现问
题袁 而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当
个传话筒遥

“不拉马”的心灵鸡汤
电池制造部 孔维栋

从我入职以来袁就一直和各式各样的稿件打着交道袁对于投稿袁我也深
知各个部门内心深处的野万马奔腾冶遥 耳边也总能听见野我们部门的员工不
会写怎么办钥 冶尧野我们部门的员工都很忙袁没时间写怎么办钥 冶众多的野怎么
办冶袁众多的野合理冶的原因遥 我耐心开导袁向他们细细说着如何更好的完成
稿件袁可奈何总感缺少一个野榜样部门冶袁我说的那些野建议冶也就显得没那
么有说服力袁为此袁我也陷入苦恼噎噎

可慢慢地袁我彷佛看到了那么一点点希望遥 八月以来袁有那么一匹野小
黑马冶跳了出来袁它就是电池制造部遥 电池制造部每月的目标是十篇袁从前
它都是不温不火的完成任务袁 却在八月的稿件考核中拿了第三名的好成
绩遥 考核结果出来后袁我还开起他们玩笑来野是不是想拿第一啊袁可惜啊袁还
差那么一点点遥 冶原以为这只是个意外袁垫底久了袁想偶尔冲刺一下也是可
以理解的遥 然而袁事实证明袁我真是小看了他们遥 这之后袁电池制造部简直就
像开挂了一样袁一路高歌猛进袁九月的考核凭借 1.58 的综比得分顺利拿下
第二名袁十月虽然稳定在第二名袁但他们的综比分却高达 1.99袁十一月袁他
们以 2.26 的高分夺下了第一名袁十二月他们依然刷新了自己的成绩遥 也许袁
只有编辑部知道他们的每一项成绩是来的多么艰辛袁车间员工有着他们自
身各方面的局限性袁写作或许真的不是他们的强项袁可每次他们都在努力
写着袁越来越高的稿件质量袁越来越多的稿件数量袁他们用行动向其它还在
抱怨写稿难的部门证明了袁野黑马逆袭就是这么传奇震撼浴 冶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袁电池制造部不仅敢于超越自己袁还带动了实力野队
友冶要要要技术研发中心遥 野你追我赶冶袁技术研发中心迫于竞争压力也开启了
野疯狂模式冶袁提高了新闻敏感性袁积极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人物和
事件袁消息尧通讯尧散文袁一个不少遥 这样的良性竞争给了编辑部袁特别是处
于稿件审阅第一关的我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浴 大家都在努力袁我们要通过
叶瑞晶报曳这座桥梁袁通过大家的手中笔尧心中文袁让更多的人走进瑞晶袁发
现瑞晶的美与好浴

衷心感谢努力不放弃的电池制造部袁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是写作天才袁
但是努力的你们袁让我看到了野榜样冶遥

黑马传奇
党群综合部 刘 珊

在 2016 年最后一次的优秀稿件评选活
动中袁叶深呼吸 浅抱怨曳 一文博得满堂彩袁它
的作者正是来自市场部的经理助理徐田琪遥
2016 年 7 月入职的他还是一位野新人冶袁虽然
入职时间不长袁 但却成为了一名通讯员袁并
且一直是个投稿积极分子遥

见到徐田琪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字袁
高浴 一米九的身高生动地诠释着山东野大汉冶
的外貌遥 工作中袁他一丝不苟袁流利的英语口
语让他与国外客户交流时毫无障碍遥 而生活
中袁他崇尚简单随性袁写的文章也多以散文
为主袁就像朋友聊天一样袁在你的身边娓娓
道来遥 讲的也都是些生活中的小事袁却往往
能给人一种野很有道理的样子冶的感觉遥

说到这次野优秀稿件作者冶袁他表示能够
得到大家的垂青既激动又惶恐遥 激动的是得
到各位同事的肯定与鼓励袁惶恐的是自己作
为通讯员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遥 他说袁初次接
触叶瑞晶报曳时很难相信这只是一份企业自
办的报纸袁无论是报纸版面还是稿件袁质量
都非常高遥 其实企业就像人一样袁人有自己
的气质与精神曰表现在企业上袁那就是企业
文化遥 自己很荣幸能够加入通讯员队伍袁做
传递企业文化的小使者袁为企业的长久发展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袁与大家一起在瑞晶奋
发有为袁让瑞晶与日同辉遥

在十二月的优秀稿件评选
活动中袁质量部彭游游的叶走出
一条野质冶胜之路曳一文被评选为
优秀稿件遥

彭游游是来自质量部最基层
的一名员工袁开朗随和的她在工
作中也有着令人刮目相看的一
面袁始终牢记着野质量就是企业
的生命线冶袁不肯放过一丝一毫遥
在工作之余她则喜欢约上几个
朋友同事逛逛街袁聚聚会袁丰富
自己的业余生活遥 当得知自己的
文章被大家所喜爱时袁她显得非
常激动袁她说袁万万没有想到会
是自己获得这项荣誉袁因为只是
随着自己的心写稿袁却能得到大
家的肯定袁意外的同时也倍感压
力袁因为岗位的特殊性让她更明
白质量在生产中的重要性袁她也
一直铭记领导说的野品质是企业
生存的根本冶袁 在以后的工作中
她也将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袁做
好一名质量卫士袁不负大家期望
才是最好的回报遥

彭游游简介

从学生变成上班族的这一刻袁 就说明该学会独立面
对了遥 我对于上班族还是完全陌生的袁该怎样面对未来尧
工作和接下来的人生呢钥

不过人生总是不缺第一次的袁独立克服困难袁独立
生活袁见的人多了袁视野也就慢慢开拓了袁体会更多从
前没有体会过的事情袁例如袁进入瑞晶遥 刚刚工作的那
几天袁感受最强烈的是瑞晶的艰辛历程袁独特的企业文
化袁还有领导和同事上下齐心袁和谐的工作氛围袁对我
而言袁这是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袁也重新定义了我对工

作的理解遥
在这里工作会感到很开心袁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工

作袁不懂的会有老员工为你耐心讲解曰情绪失落时袁领导
会鼓励你袁因为是瑞晶的一份子袁所以全公司都将成为你
进步的后援团遥 在岗前培训时袁我明白了质量的重要性袁
它是企业的活力袁只有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袁提升客户满意
度才能突破自己袁强化自身的技能优势和文化素养遥 虽
然工作时间还不长袁但我也明白了细节决定成败这个道
理遥 在工作中袁不能贪一时的轻快袁更不要去埋怨工作的

安排袁你做的越多袁学的也更多袁这些都会是未来巨大的
财富袁何乐而不为呢钥

在工作中每个人都会犯错袁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袁有人抱着积极的心态去工作袁获得工作
带来的快乐曰有人抱着消极的心态去工作袁获得的是工作
带来的烦恼和困扰遥 既然选择工作袁那就要认真工作袁这
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遥 希望我工作的路会越来
越好遥 明天是我们的浴 未来也将是我们的浴

对 工 作 的 新 解 法
质量部 刘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