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断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
故事告诉了大家团结的力量遥 我
们后四 B 班丝网团队也一直致力
于打造成有向心力尧 凝聚力的队
伍袁在工序长李军的带领下袁我们
齐心协力尧众志成城尧精诚合作袁
完成一项又一项任务和指标遥

因为创新袁 所以我们一直充
满活力遥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袁丝
网工序因并联电阻偏低问题屡次
被批评袁 于是工序长带领二道及
测试机员工和机台长一起组成专
项问题攻克小组袁 在工序长的统
筹协调下袁 测试机员工不间断地
对并联电阻数值进行全方位监
控袁 机台长不断排查和总结问题

根源袁 二道员工则不断提高自身
技能袁并进一步优化操作手法袁终
于袁并联问题得到了控制和改善遥
在此期间袁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袁
集思广益袁 改善了二道台面纸接
装方向袁优化了铝浆的添加方式袁
明确了工艺卫生点检制度等遥

世上无难事袁只怕有心人遥 在
今年袁因 EL 断栅问题我们的产品
遭到客户投诉袁 对此后四 B 班丝
网团队高度重视遥 为了预防此类
问题的再发生袁我们加强了抽检袁
改善了三道灯光强度袁 并提出 45
度视角看线等方式遥 大家执着认
真的态度袁 不畏艰难的决心终于
有了回报袁断栅问题被彻底杜绝袁

没有辜负公司对我们的期待遥
彼此多一声问候袁 多一句关

怀袁生活也就多一抹色彩遥 在后四
B 班丝网工序工作期间袁 我深感
大家彼此间的关怀和友爱遥今年 8
月袁我母亲因病住院袁为此我向工
序长请假袁 工序长二话不说就批
准了我的假期袁 并对我说院野工作
的事情你放心袁 回去好好照顾你
母亲遥 冶在休假期间袁同事们每天
通过微信送来问候和祝福遥

我们后四 B 班丝网团队是一
个团结尧创新尧认真尧友爱的团队遥
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袁 我们
一定能乘风破浪袁再创佳绩浴

乘风 破浪
电池制造部 刘 浩

都说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根本袁加入瑞晶公司这个大家庭
后袁我的感受亦是如此遥 在质检的岗
位上已经六个月了袁每天打交道的都
是对产品的抽样和质量检测袁在我的
周围袁无论是在生产一线袁还是技术
岗位袁每一位同事认真仔细尧兢兢业
业的工作态度都落在眼里袁无一不体
现着公司上下对产品的严格要求遥

犹记得在质量大会上袁公司领导
就对我们作了一场关于野品质是企业
的根本冶的主题讲座袁讲的并不是什
么深奥难懂的知识袁而是用一句句通
俗易懂的话语袁为每一位员工诠释着

公司精益求精尧 以质取胜的品质文
化遥 企业的理念袁深深影响着我在公
司的每一天袁尤其是和产品质量息息
相关的质检岗位袁 我作为其中的一
员袁更知责任重大袁每一次质检都抱
以 200%的责任心去对待袁 不容许出
一点差错袁每一件交付给客户的产品
都直接影响着公司的声誉遥

酒香不怕巷子深遥好的产品质量
无疑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袁你不需要去
宣传袁顾客自会纷至沓来遥 如今新能
源行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青
睐袁 太阳能也随之逐渐摆脱寒冬袁迎
来崛起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袁企业生

产的产品袁 只有努力把质量做好袁才
能做大做强袁企业发展了袁身在其中
的员工们也才有更为广阔的发挥的
舞台遥

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我们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袁特别是一线的技术工人
和操作人员遥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我也
会牢固树立野质量第一尧品质为根冶的
思想认识袁精益求精袁对产品质量严
格把关袁严格遵循操作章程遥 希望大
家在今后的工作中袁发挥出各自的优
势袁走出一条野质冶胜之路袁最终袁将品
质优势转化为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强
大内生动力遥

走出一条“质”胜之路
质量部 彭游游

在此次优秀稿件
评选活动中袁 我的
叶活力瑞晶 丰采瑞
晶曳一文被评选为优
秀通讯类稿件遥

我来自电池制造
部三厂袁是一名普通
的基层员工袁2014 年
入职袁进公司已两年
有余遥 认识我的人都
知道袁生活中我是比
较文静袁 不太言词
的袁平时的业余生活
也较单调袁与同事之
间也没有过多的交
集袁用时下一个词来
形容袁 那就是 野宅
女冶遥 不过真正了解
了我袁你就会发现其
实我只是慢热型而
已遥工作中我也绝对
是属于那种低调型
的袁不喜张扬遥 若是
你到三厂办公室发
现有一个人长时间
默默的坐在自已办
公桌前工作袁那就是
我遥 我的工作就是做
数据袁每天我有三分
之二的时间是在和
数字打交道袁这可容不得
一点马虎袁因为只要一个
数字弄错了袁那就有可能
意味着所有数据将重新
计算袁所以工作中我对自
已的要求就是三个仔细袁

再加一个认真检查遥
我一直是叶瑞晶报曳的

一名忠实粉丝袁 也是一名
积极投稿分子袁 但此次我
的文章能被评为优秀真的
感到很意外袁也很惊喜袁但

更多的还是感受到了同事
们对我的认可与支持袁从
心底里感到一阵幸福袁今
后我也会继续努力袁 开心
工作袁快乐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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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俊连简介

优秀稿件作者简介

在九尧 十月优秀稿件
评比活动中袁叶价值曳一文
被评为其他类优秀稿件遥
它的作者是来自电池制
造部一位刚出校门的青
葱少女遥

在电池制造部担任
统计员的她袁对自己做的
每一项数据都会仔细检
查袁反复核对数据后再比
较出今天班组与前一天
存在的差距遥 下班时她总

是 最 晚 一 个 才 离
开遥 在工作上她有
着 野不容许自己犯
错冶的强韧袁不屈不
挠的性格和诚实守
信的责任心也为她
增添了更多光彩袁
但在生活中袁 她更
喜欢坐在床边看窗
外车水马龙袁 感叹
过去那些年的青春
年少袁 再或者看看
书袁 怀念上学的那
些时光遥 她也喜欢
用拍照来记录下她
所做过的每一件新
鲜事袁 过些时候再
拿 出 来 时 总 会 有
野呀浴 那时候我还做
过这个事啊冶 的感
叹袁 每一个今天都
是唯一袁 我们每个
人过去的每一天都
可以重新回忆袁但
是却再也回不去那
一天遥

她的投稿不算
多袁 内容大多是写
自己的感受袁 喜欢
用文字来表达的她

也希望在新的起点袁以新
的姿态袁能够展现出自己
新的风貌遥 用自信与能
力袁激情的书写出新的纪
录遥

2016 年野北极星杯冶十大光伏品牌评
选活动于 9 月 26 日拉开帷幕遥 在公司发
出号召前袁作为投票先行者之一的订单支
持部不仅自发组织投票袁还安排专人做好
投票统计工作袁将每天的排名表发至部门
的微信群中袁有力效激发了大家的投票积
极性遥

在部门负责人的带领与影响下袁订单
支持部的每一位员工都将公司荣誉的提
升当成自己的使命袁 每天坚持为公司投
票袁甚至发动亲朋好友也加入到投票的队
伍中来遥 时刻跳动的投票数据牵动着每一
位同事的神经袁投票已成了大家每天必做
的功课袁在早起和入睡前袁也总要看一眼

公司的排名才能心安遥 大家奋勇争先袁形
成了你追我赶的热烈氛围遥 在公司全体同
仁的共同努力下袁9 月 30 日结束的白色版
面端投票袁瑞晶以排名第二的成绩为每一
位同事打了一剂野强心针冶遥 第二轮红色版
面端的投票在 10 月 8 日再一次开启袁各
大光伏企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遥 由于一些
因素袁公司的得票数产生了野大跳水冶袁在
这种情况下袁订单支持部负责人一面稳住
部门员工的投票积极性袁一面查询以往的
投票截屏袁配合公司投票组织者向北京主
办方反映交涉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大量的
截屏袁最终让主办方消除了误会袁不仅维
护了公司的声誉袁也为公司最后的胜出奠

定了基础遥
10 月 14 日袁投票活动结束遥 瑞晶公司

员工只一千余人袁在规模上距离一些大企
业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袁但我们勇闯前十
的决心不输给任何人遥 持续多日的努力袁
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袁瑞晶以第九名的喜
人成绩成功闯入前十袁参与投票的公司同
仁袁无不倍受鼓舞遥 在诸多行业巨头强势
参与的大背景下袁这个成绩足以彰显瑞晶
的团队精神和非凡的战斗力遥

在这次投票活动中袁 订单支持部凭借
仅有的二十余名员工袁 投票参与率却达到
100豫袁投票比例高达 403.8豫袁其中个人投票
数最多者仅截屏就达到 168 票袁受到了公司

的赞许与肯定袁并获得同事们一致好评遥 订
单支持部是瑞晶投票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袁与
其他兄弟部门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袁在巨
头面前袁我们没有心虚袁在挫折面前袁我们没
有气馁袁我们的团队精神和奋勇争先的集体
荣誉感袁让我们更加热血沸腾浴

活动虽然已经结束袁 但投票精神必将
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延续袁在文化宣传尧
全员销售尧内部管理等方面继续发光发热袁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袁 瑞晶公司的市场占有
率尧行业影响力也能够迈入行业先进队伍袁
而团队精神与集体荣誉感正是我们迈入行
业先进的内动力之一遥 我们对瑞晶的未来
充满信心浴 荣耀与共袁瑞晶加油浴

奋勇争先 荣耀与共
订单支持部 简云峰

订单支持部

自制木支架为客户解决拆装难题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近日袁公司组件运抵某客户施工现

场后发现袁拆装时要倚靠另一托组件并且要小心扶正方可进行袁这样不
仅存在较大的倾斜危险袁同时也浪费人力遥订单支持部了解情况后会同
各兄弟部门袁秉持野以客户为中心冶的核心价值观袁想客户之所想袁主动
设计并制作了一批木支架袁有效解决了客户拆装组件时的困难遥

这批支架在设计及成本上较以往均有所改进遥 由木工师傅利用回
收的木料进行制作袁不仅结实牢固而且物美价廉遥 首批 20 个支架已随
组件配套发往施工现场袁使用效果也获得客户的好评点赞遥

销售只是起点袁服务没有终点袁做好售后服务工作袁为客户排忧解
难袁我们一直在行动遥这批木支架的投入使用袁不仅体现了公司野以客户
为中心袁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工作标准冶的核心价值理念袁更将服务意识
提升到了更高层次遥它再次验证了各职能部门只有从每个细节入手袁敢
想敢干敢担责袁才能为公司的业务拓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遥

订单支持部

组件仓地面改造项目进展顺利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订单支持部组件仓库承担了公司所
有组件成品及原材料的进出任务遥多年来袁叉车运载着繁重的货物进出
仓库袁造成了地面凹坑袁灰尘砂石也逐渐增多遥虽几经修补袁却也治标不
治本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遥 十月上旬袁参照组件制造部生产车间地面改
造的成果袁组件仓及时发出信息联络单袁请公司基建负责人联系商家前
来查看组件仓地面袁并跟进落实地面维修改造事宜遥

在维修改造期间袁恰逢国内外多家客户订单的交付期袁为了不影响
进度袁组件仓采取操作分区袁物料分流等措施以确保订单如期交付遥 组
件仓人员从大局着眼袁小处着手袁服从指挥袁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订单交
付和地面改造两不误遥

至十月底袁在各方人员的大力配合下袁地面改造项目已近尾声遥 整
体美观度较之前有了极大的改善袁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袁同时在 7S 管
理方面也将起到积极作用袁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形象遥

组件制造部

二厂地面改造项目顺利竣工

本报讯 何波报道院结合组件制造部生产现场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车间整理形象袁经过多方比价尧协调袁八月中旬袁组件制造部二厂地
面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遥 此次地面改造是在原有地面的基础上进行再次
打磨袁对部分原材料专用通道加铺钢板袁以避免地面磨损遥

改造项目已于近日顺利竣工袁现已正常交付生产遥改造后的组件制
造部二厂各方面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袁不仅满足生产需求袁同时也美化
了车间整体形象袁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电池制造部

组织开展现场管理培训

本报讯 王孚健报道院为打造强劲有力的执行团队袁同时进一步提
升现场专业管理水平袁近日袁电池制造部在公司办公大楼二楼党员活动
室组织开展为期一天的专题培训遥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为现场管理以及
相关知识袁电池制造部基层工序长尧物料领班和各模块主管参加培训袁
制造总监肖斌生出席并讲话遥

培训前袁 肖斌生向大家阐述了本次培训的意义袁 并提出了学习要
求袁他说到袁培训中的理论知识要结合车间现场实际情况再应用到工作
中去袁这样现场管理才能更加规范化尧标准化袁才能向行业内的先进企
业不断靠拢遥 在培训过程中袁培训师围绕 8D 改善尧PDCA 循环尧现场工
作教导技巧尧QC 七大手法以及现场安全管理等知识深入浅出地进行
讲解袁通过案例分析袁让员工更好的掌握了知识要领遥

学海无涯袁知识无边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袁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学习
的劲头袁才能与时俱进袁电池制造部以培养专业型的管理团队为己任袁
不断提升车间管理水平袁制造一流产品袁为公司更好的明天而奋斗遥

周丽蓉简介

瑞 晶 人

激情燃烧的六月袁一群意气风发的健儿昂首阔步走进了
瑞晶太阳能袁对于我们光伏发电专业的学生来说袁这是一次
难得的学习机会袁更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浴 一进门最先引
人注目的就是野夸父逐日冶的雕塑袁他举起双手高擎野红日冶袁
将光伏产业的含义诠释地淋漓尽致袁 也让每个人都感受到
瑞晶公司执着不屈的精神遥

时光飞逝袁回首过去袁真是痛并快乐着遥
经过两天的入职培训袁 我被安排在组件制造部一厂 A

班袁我的工作内容既轻松又简单袁就是放模板袁再协助陈师
父给机器上玻璃和 EVA遥 但刚开始因为机器故障我们只好
自己抬玻璃袁这一抬就是大半天袁刚刚上班的我全身酸痛袁
特别是胳膊袁但随着设备故障的检修完成袁很快就告别了手
抬玻璃遥 可我还是有点不太适应上班袁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袁
我鼓起勇气去和工序长请假袁但她野残忍冶地拒绝了我遥 我只
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下去袁过了几天我开始有点适应了袁再
回过头想想幸亏那时工序长没批准我请假袁 是她教会了我
野贵在坚持冶的道理遥 随着身体的适应袁工作慢慢也专注起
来遥 以前在课堂上袁老师讲授的知识再多再好袁我听的也是
迷迷糊糊袁对所有流程也只是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袁以前只能
在课本上看到的东西袁现在都近在眼前袁不仅看到了而且还
能自己动手操作袁当理论与实践结合时才恍然大悟袁哦袁原
来是这样的浴 那些看似很复杂的理论袁 在实践中却非常简
单袁所以职业教育大力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学校实行的
现代学徒制改革袁以及与瑞晶公司签订的用人合作协议袁都
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遥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袁 我就学会了怎样操作吸玻璃机尧
铺设 EVA 机尧放模板机袁这也多亏了师父的精心教导遥 这其
中最难操作的就数铺设 EVA 机了袁 师父先操作示范了五六
遍袁然后再让我来袁我每步操作师父都很细心的帮我指出不
足之处袁让我找准关键点袁这就大大提高了学习质量袁也让
我很快掌握了操作的要领并运用自如遥 那天晚上我和平常
一样进入厂房袁换好工作服袁在设备旁等师父过来袁但左等
右等都等不到师父袁我感觉有点隐隐不安遥 不多久工序长告
诉我说袁师父骑车摔跤了袁估计要八九天后才能来上班遥 她

紧接着又说袁野这里就交给你了袁我再给你配个人遥冶我还没来
得及为师父出事悲伤就瞬间感觉压力山大遥平时都是师父在
这里指挥着忙上忙下袁突然要自己把握大局袁顿时还有点无
从下手的感觉遥我本能地想拒绝袁但转念想袁毕竟也学习一个
月了袁这时候说不行不仅自己没面子袁连师父的面子也一块
没了袁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袁一定不让工序长小瞧我遥我按照
平时师父教的步骤一步步进行着袁小心翼翼总算熬过了这八
天袁期间没出过什么大问题袁最重要的是没有因为我而耽误
生产袁这一点让我感到特别骄傲遥这件事也让我明白袁平时学
习一定要认真袁到了关键时刻才能大显身手袁学以致用袁在困
难面前绝不能低头遥 这也是瑞晶野与日同辉袁奋发有为冶的精
神体现袁作为一名瑞晶人袁要时刻牢记于心并积极的付诸实
践袁这样团队才能更加强大袁企业才能走的更远袁我们始终相
信袁未来永远是属于我们的遥

瑞晶的文化生活也是多姿多彩遥 为了提高员工的积极
性袁提升团队凝聚力袁公司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袁例如
聚餐尧拔河尧户外拓展尧文艺晚会等遥 部门内每月一次的聚餐
是大家最好的融合剂袁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相互谈论工
作和生活中的开心事尧烦心事袁久而久之陌生感不存在了袁亲
切感倍增了袁工作起来配合默契袁自然顺畅遥拔河和户外拓展
活动考验的是团队的配合协调能力袁 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袁
劲往一处使袁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遥活动中没有职位高低袁也
不分年龄大小袁大家相互照顾袁相互协作袁才是打胜仗的关
键遥活动结束后袁领导与员工也成了亲密的朋友袁员工及时地
向领导反应问题袁领导第一时间予以解决袁工作效率不就得
到提升了吗钥而文艺晚会可谓是八仙过海袁各显神通了袁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袁 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还能为大家带来欢乐袁在
无形中拉近了每个人的距离遥 在此袁我不得不赞扬瑞晶人的
团结友爱尧积极进取尧爱岗敬业的精神面貌袁实习以来袁这里
的每一个人都让我觉得朴实无华袁诚信友善袁领导平易近人袁
尽职尽责袁瑞晶文化深入了每个人的心袁也深深影响了我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光伏产业一定会打开一条宽广的绿
色通道袁让地球环境变得更加和谐而美丽袁让子孙后代更好
地生活袁绿色瑞晶袁把握未来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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