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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张中良渊左冤与任宏亲切交谈遥 刘 珊摄

公司两个管理体系顺利通过认证监督审核
本报讯 彭梅根报道院员圆 月 圆员 日~圆猿 日袁天祥认证公司审

核专家对我司 ISO14001:2004尧OHSAS18001院2007 两个管理
体系认证监督审核遥 专家们在审核过程中袁通过询问尧现场查
验和抽样等形式袁对环境尧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的达成
情况以及整个管控的过程进行了认真审查遥 专家组充分肯定
了公司在环境保护尧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化管理上所做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绩袁也充分体现了公司对社会责任担当的优秀企
业文化遥 此次环安两个管理体系监督审核的顺利通过袁与公
司各位领导大力支持和各部全体同仁配合协助是分不开的遥
相信在今后的各项管理体系运作中袁会取得更好的成效遥

公司两个科研项目新产品通过省级专家鉴定
涂国珍出席鉴定会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文良报道院12 月 23
日袁江西省工委委托新余市工信委在瑞晶公
司主持召开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新产品鉴定会遥参加此次鉴定的专家委
员会成员分别来自南昌大学尧 南昌航空大
学尧江西师范大学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
十八研究所尧 赛维 LDK 等大中院校及行业
龙头企业遥 市工信委党组成员尧总工程师涂
国珍出席鉴定会并发表讲话遥

技术研发中心经理孙杰向专家组汇报
了本次鉴定的两个科研项目院1500V 系统高
压组件和 5BB 大尺寸电池片的高功率多晶
光伏组件袁 并详细回答了专家组提出的问

题遥专家组在详细审阅公司项目材料及现场
实地查看后袁认为公司本次鉴定的两个项目
提供的资料规范袁 符合鉴定要求, 产品经
TUV NORD 检测中心检测袁各项性能指标
满足 IEC 相关标准,产品经用户使用袁反映
良好,市场前景广阔袁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并对公司生产和常规检测设备齐全
表示肯定袁具备规模生产能力遥 一致认为该
产品达到同类产品国际先进水平袁同意通过
江西省省级新产品鉴定遥

项目部经理魏伟代表公司对专家组及
市工信委领导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遥瑞晶
公司一直以来注重企业科技创新工作袁长期

以来致力于提高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袁每年
都有固定的科技经费投入遥近年来先后成立
了新余市光伏电池及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尧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袁这些科研机构的成立为公司的发
展了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遥

涂国珍对瑞晶公司新产品获得专家组
的认可表示祝贺袁并感谢专家组在百忙之中
莅临新余袁感谢专家组对瑞晶的认可袁对新余
市工业的关心袁同时也希望瑞晶公司以本次
省级鉴定会为契机袁再接再厉袁提升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袁充分发挥科技在公司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袁促进我市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遥

本报讯 通讯员耿华报道院 12 月 3 日袁 周六袁公
司总经理张中良在人力资源部和总经办代表的陪同
下袁带上精心准备的慰问品袁前往质量部任宏家中遥

任宏袁2010 年年初以一名普通员工入职袁 担任
质量部巡检袁 同年 8 月份晋升为巡检领班袁2011 年
晋升为助理工程师袁2014 年 8 月晋升为倒班主管至
今遥 在职期间袁曾荣获优秀员工尧优秀党员等荣誉称
号袁同时还是公司文艺积极分子袁多次参加公司各
项文体活动袁曾在公司年会上一展歌喉遥

在慰问过程中袁 张中良询问了任宏的生活及工
作情况袁 对他取得的成绩和为企业作出的贡献予以
肯定袁对员工家属的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遥当得知任
宏今年 5 月份新婚袁目前已经荣升为野准爸爸冶袁张中
良予以衷心的祝贺遥 随后认真听取了任宏对目前质
量体系改善及提升管理水平的意见和建议遥

张中良指出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袁产品质量是
生产出来的袁不是检验出来的袁严把质量关袁重点要
在源头上控制遥 公司将会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方
案袁进一步提升全体员工尤其是产线员工的质量意
识袁提升质量体系各项管理水平袁从根本上控制和
解决质量问题遥 任宏对公司领导的关怀和信任表示
感谢袁他表示袁个人的进步尧发展袁离不开公司发展袁
他早已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袁大家好才有小
家好袁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更加努力袁不断提升自己袁
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本报讯 蒋春生报道院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袁 省中
医学院健康管理师黄璐医师到公司开展为期一周的健康咨
询和义诊活动遥

黄璐医师运用中医知识和推拿技能袁为公司广大员工进
行了一系列服务院讲解相关保健知识袁中医饮食调理方案袁测
量血压袁中医四诊袁颈椎病袁腰肌劳损袁关节炎袁失眠等常见病
症并进行专业推拿和理疗遥 参与治疗尧调理的员工均感觉缓
解了疲劳袁更加懂得要合理调配工作与生活时间袁意识到身
体健康才是工作和生活幸福指数提高的首要条件遥

为配合做好此次义诊活动袁各部门为有健康咨询和调理
需求员工提供了询诊便利遥 黄璐医师专业技能娴熟袁服务热
情周到袁态度认真负责袁得到我公司询诊员工的一致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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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因双玻组件具有优良的耐
候性能尧防火性能尧且衰减率低尧寿命长
等优点袁受到光伏人的追捧遥 公司为进
一步拓展市场尧 满足更多客户需求袁在
总经理张忠良的指示下袁进军双玻遥 根
据 IEC 的相关标准以及目前行业主流
的双玻情况袁公司于 11 月 23 日成功设
计研制出具有瑞晶特色的 P72 双玻组
件, 实现了组件功率提升 10W 以上袁达
到 337.8W 的超预期目标遥

市总工会领导莅临公司参观指导
本报讯 通讯员伍英报道院 12 月 16 日上午袁公司工会参

加渝水区工业园区企业集中建会暨工会龙卡首发仪式遥 市总
工会副主席文江尧袁晓莉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区总工会主
席欧阳小青等出席会议并为部分企业发放野工会龙卡冶遥

会后袁文江和企业代表一行来到公司参观了公司的 野职
工之家冶袁文江对公司工会工作的努力和成果给予肯定遥 同时
要求公司工会要围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袁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开展工作袁要开展群众性宣传尧教育活动袁组织有益于身心健
康的文化体育活动袁办好图书室尧阅览室袁用先进文化引导尧
教育职工曰要发挥工会会员作用袁推进人文关爱工作袁关心职
工生活袁办好集体福利事业遥 过组织职工培训袁开展职工教育
活动袁 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袁
建设有理想尧有道德尧有文化尧有纪律的职工队伍遥

公司组织开展
安全培训

本报讯 蒋春生报道: 为进一步
提高员工对危险化学品搬运尧 存储尧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袁11 月 25 日袁
公司邀请徐州市永大化工有限公司
专业人员来我司开展三氯氧磷安全
培训遥 电池制造部尧设备设施部等部
门员工在多媒体室参加了培训遥

培训老师对瓶装三氯氧磷外观
检验尧搬运尧存储保养尧使用流程尧换
源尧泄漏判断尧应急处理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专业讲解袁通过三氯氧磷空样
瓶实物现场讲授品质检验尧 使用流
程尧换源尧泄漏判断注意事项袁并播放
了有关视频袁让学员听的明白袁看的
仔细遥 通过培训袁进一步提升了员工
对三氯氧磷这一危险化学品的安全
认识遥

为进一步提高员工交通安全意
识袁减少和杜绝交通安全事故袁11 月
25 日袁 后勤部还组织各部门员工近
200 人在多媒体室观看交通安全警示
教育片遥

有次记者发布会上袁蒋介石和毛泽东就如
何带领好一支军队打好一场大胜仗而发表演
说遥会上袁蒋委员长侃侃而谈袁分别就打胜仗的
有利条件上作了分析遥如军队上我们的武器要
精良才能打好仗袁作战的军人要有多的军饷才
能驱使军人作战袁作战战士才能冲锋陷阵遥 还
就战地的优势袁自然的环境一一作了分析遥 然
后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向毛泽东夸口到袁我分析
的怎么样袁不知道毛先生有何高见遥 毛泽东不
慌不忙地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对如何打赢一场
战争和带好一支军队的看法遥

第一袁假如我是一名士兵袁我则冲在队伍
的最前面袁我的任务就是冲锋陷阵袁打倒我眼
前的敌人便是我当好一名战士的主要目标袁其
他的都是次要遥第二袁假如我是一名将军袁我便
走在队伍的中间袁 做好物质的调度与管控尧人
员安置奖罚封赏袁及上下级同志之间的协调工
作袁同时做好上传下达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袁 所做的一切工作以最终获得胜利为目的遥
第三袁假如我是位统帅袁我则在队伍的最后面
做好统筹兼顾工作袁 看看哪个人能当将军袁哪
个人适合当统帅袁兼当大任遥 刘邦曾说院野夫运
筹帷幄之中袁决胜千里之外袁吾不如子房曰镇国
家袁抚百姓袁给饷馈袁不绝粮道袁吾不如萧何曰连
百万之众袁战必胜袁攻必取袁吾不如韩信遥 三者
皆人杰袁吾能用之袁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遥 冶意
思是说这三人都是最杰出的人才袁但我能让他

们的长处发挥的淋淋尽致袁这便是我刘邦得天
下的原因遥

在日常工作中袁我们的一线员工好比最前
线的先锋战士袁分布在各个工序中袁坚守着各
自的那份工作遥 员工也好比是那单个机械部
件袁 各工序各部件最终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袁
员工思想觉悟和工作态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
产品质量遥所以袁了解员工的思想活动袁调动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袁也是管理者主要职
责之一遥 管理者应该更多地走进一线袁走进员
工袁多和员工交流袁及时发现员工的优缺点袁鼓
励员工发扬优点改进缺点袁让员工从心底里认
识到袁工作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而不是为了完
成任务袁部门的成绩和荣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结果袁而不是一个人胜利的果实遥

我们的班组长就好比是那将军袁兼顾着上
传下达袁人员尧物质的管理尧调配工作袁起着承
上启下重要作用遥既要时刻关注着生产指标的
完成率袁 也要随时掌握员工动态管理好团队袁
属于任务管理较重的基层管理干部遥一名优秀
的将军基本上都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走

出来的袁一个优秀的管理干部大部分都是从最
基层做出来的袁 必须要精通工艺流程和技术袁
可以快速有效地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异常袁应该
有丰富的基层管理经验和应急能力遥管理者更
多地是应该将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分享给他
人袁帮助下属改善提高遥我认为袁现代的管理模
式更趋向人性化机智化袁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
理上袁不仅要关心员工的工作袁还有责任有义
务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袁劳动技能袁和安全生
产的意识遥 要注重激发员工的潜能袁充分调动
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遥

将帅的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夸夸其谈纸上谈
兵袁空谈理论袁不去实地去实践去经历袁脱离群
众和员工袁无眼光无决断能力遥 胜则喜袁败则忧袁
不思进取遥 不学
习尧不进步袁此乃是
落后的表现终将
会被淘汰遥 所以为
帅为将者应该多
努力进步袁多学习袁
敢于承担重责袁勇
于担当袁善于向成
功人士学习遥

总之袁善用兵
者为将袁善用将者
为帅袁善用帅者为
王遥

一元复始袁万象更新遥 新的一年开启新
的希望袁新的历程承载新的梦想遥 值此辞旧
迎新之际袁 谨代表公司管理层向全体干部
员工致以新年的祝福袁向一直以来关心尧支
持公司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合作伙伴表示衷
心感谢浴

天道酬勤遥 2016 年袁 瑞晶公司在 2015
年主营业务收入翻番的基础上再创佳绩袁
在流动资金不足尧产能不足等困难情况下袁
电池和组件产销量等主要指标比 2015 年分
别增长了 46%和 260%曰 完成了电池和组件
自动化尧智能化技术改造尧升级袁企业和产
品竞争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遥

人道酬诚遥2016 年袁在巩固 Honeywell尧

TaTa尧中电投尧葛洲坝尧海尔尧天合等客户的
基础上袁 公司市场及客户开发卓有成效袁
野以客户为中心冶的理念再结硕果袁与阿特
斯尧Adani尧中电建等著名企业展开了良好合
作曰 在传统中国尧 欧洲和印度市场的基础
上袁南美市场也已成长为新的增长点遥

商道酬信遥 2016 年袁公司成功入选野北
极星杯冶全国组件/电池十大光伏品牌企业曰
公司被远东资信评定为 野资信等级 A 级冶曰
公司以新余市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第一名袁
成功入选 2016 年江西省民营企业和民营制
造业 100 强遥

业道酬精遥 2016 年袁公司荣获国家光伏
发电产品野领跑者冶认证曰继公司大边长 5

主栅电池引领行业新潮流后袁公司先后于 5
月份自主研发成功 1500V 系统电压组件袁
并于 7 月份和 10 月份分别实现了 270W 和
275W 组件量产遥

2016 年 12 月 21 日袁冬至一阳生袁公司
完成了派生分立工作袁 江西瑞安新能源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袁新的生命孕育新的希望袁
新的希望必将更加激励我们追求瑞晶瑞安
以及所有合作伙伴更美好的未来遥

展望 2017 年袁公司将以瑞安新能源作为
新的起点袁继续深化野创业创新尧合作共赢冶的
发展思路袁以建设学习型团队为基础袁进一步
提升团队执行力和战斗力曰以客户为中心袁关
注客户体验袁全面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曰

以信息流尧物流尧资金流为载体袁以效率为导
向袁重点推进降本增效工作袁强化差异化竞争
优势袁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趋势袁为成为行业
中最具竞争活力的企业而奋斗遥

新的一年袁新的征程袁二次创业的旅途
中袁没有捷径袁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尧脚踏实
地尧 苦干加巧干袁 才能实现一年一个新台
阶遥

天行健袁君子以自强不息遥 与各位同仁
共勉之遥

本报讯 高杨报道院12 月 9 日上午袁
江西省政府授予来赣工作外国专家的
最高荣誉要要要2016 年度野庐山友谊奖冶
颁奖仪式在南昌举行遥省长刘奇为来自
8 个国家的 15 名获此殊荣的外国专家
颁奖并讲话袁 瑞晶公司在获奖名单中遥
省委常委尧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出席仪式
并宣读省政府授奖决定遥

刘奇指出袁当前袁江西正朝着决胜
全面小康尧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目
标奋力前行遥外国专家是我们宝贵的人
才资源遥希望来赣外国专家在各自专业
领域发挥专长尧成就事业袁为江西改革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曰继续当好中外交
流的民间大使和文化传播者袁进一步加
深江西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遥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
放袁深入推进人才强省战略袁认真学习
和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袁充分
发挥外国专家重要作用袁为江西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遥

瑞晶公司一直把人才视为企业发
展的野源动力冶和企业发展的野引擎冶袁把
它定为企业体制创新尧管理创新尧技术
创新尧发展转型的战略核心所在遥 瑞晶
公司一直注重人才的引进袁坚持用野企
业引人尧制度引人尧服务引人冶袁设立高
层次创新人才引进计划袁大力引进知名
企业高管和行业高端人才带项目尧带技
术来企业发展遥 截至目前袁共引进职业
经理人 1 名袁企业高管 7 名袁其中外籍
专业人才 1 名袁企业管理层 8 名遥 公司

还建立完善了激励约束体制袁充分发挥
各类人才创新的积极性遥重奖在企业改
革创新上有突出贡献的人员袁鼓励科技
人才以先进技术尧先进管理水平创新经
营管理模式袁形成吸引人才尧培养人才尧
凝聚人才尧 使用人才的人才工作机制袁
建设一支结构完备尧专兼结合尧梯次合
理的高端人才队伍遥

2017 年袁 瑞晶公司将进一步提高
服务水平袁切实为外来引进人才工作创
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袁让他们工作
舒心尧生活安心曰将进一步关心外来专
家人才尧理解外来专家人才尧尊重外来
专家人才袁依法保护外来专家人才的合
法权益袁使他们更好地施展才华尧开创
事业遥

一句话新闻

荫近日，公司被评为
“2016年领跑中国可再生能源
先行企业第一军团 100强”。荫公司总经理张中良
被评为“2016 年领跑中国可
再生能源先行企业第一军
团 100 强优秀企业家”。

众议亭

RUIJINGZHIHUA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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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府授予公司“庐山友谊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总经理 张中良

论 将 帅
电池制造部 雷 彦

公司新贵 P72 双玻
组件为绿色高效而来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冬日暖阳暖人心

张中良走访慰问员工

省中医学院健康管理师
来公司开展义诊活动

健康管理师为公司员工义诊遥 刘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