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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多晶组件获得国家“领跑者”认证
本报讯 徐春林 康会红报道院近日袁公司高效多晶组件

达到国家光伏组件野领跑者冶技术和品质要求袁并获得中国质
量认证中心颁发的野领跑者冶认证证书遥

光伏野领跑者冶计划是国家能源局 2015 年推出的一项促进
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光伏扶持专项计划袁将通
过建设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方
式实施袁旨在鼓励光伏野领跑者冶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推广遥

领跑者计划要求袁 多晶和单晶电池组件转换效率分别不
低于 16.5% 和 17%袁光伏组件衰减满足 1 年内不高于 2.5% 和
3%袁 之后每年衰减率小于 0.7%曰 光伏组件在低辐照渊200W/
m2冤 情况下折合成高辐照度渊1000W/m2冤效率不低于 97%遥

公司多晶组件获得国家野领跑者冶认证袁是对公司产品高
效率尧高稳定性尧高可靠性等关键技术及产品质量的认可袁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产品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品牌影响力遥同
时体现了公司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性能改善袁以满足
客户多样性需求的宗旨袁还充分体现了公司野以客户为中心袁
不断创新尧超越自我冶的核心价值观遥

首家“瑞晶家庭光伏”经销商落户宜春
本报讯 方丰儒报道院公司野瑞晶家庭光伏冶宜春市首家

经销商于 7 月 8 日签约并成功授权遥
野瑞晶家庭光伏冶是公司于 2016 年初面对当前分布式光

伏发电市场日趋火热的情况下提出的创新理念袁即在传统的
产品销售之外袁将野光伏产品冶推向终端的一种新型经营模
式袁积极带动全国野瑞晶家庭光伏冶经销商与客户共同履行对
于本地野社会尧经济与环境冶的责任并为此推动整个行业可持
续发展遥 野瑞晶家庭光伏冶模式自开展以来袁公司及其经销商
已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方面初见成效遥

作为宜春市首家野瑞晶家庭光伏冶经销商要要要江西秉郁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袁从总体规划和企业经营袁即融入大量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袁从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开发尧勘察尧设计尧
施工尧运维尧售后服务袁均奠定了最专业的行业标准遥 从长远
出发袁秉郁新能源坚持立足宜春袁面向江西袁走向全国的遵
旨袁旨在于打造国内最专业的分布式发电服务商遥 服务范围
从居民住宅走向商业楼宇尧工厂厂房等袁最终实现野互联网+
新能源冶的创新模式袁并将新能源做到触手可及遥

公司推出全新高功率电池片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近期袁公司推出了一款高

功率电池片袁根据产线大数据显示袁电池片的电流尧电压提升
明显袁 反向电流明显下降袁 最终转化效率 渊绝对值冤 提升
0.13%遥此类电池片比常规电池片在组件端预计能提高 1耀3W
渊P60冤遥 公司推出的该款高功率电池片不但自身转化效率提
升明显袁 更主要的是本着为客户着想袁 将组件功率提升 1耀
3W袁实现了与客户的双赢遥

公司太阳能多晶组件突破 270W并进入量产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7 月 14 日袁公司多晶组件

突破 270W 并达到量产袁这意味着瑞晶多晶组件达到了行业
领先水平遥 该组件采用的电池片效率为 18.5%袁 尺寸为
156.75mm*156.75mm袁是瑞晶太阳能自主研发的低成本多晶
电池片袁该电池片无需特殊工序尧工艺加工袁组件利用高反光
膜技术袁功率 100%达到 270W 以上袁效率均达 16.83%袁远高
于野领跑者冶计划的 16.50%遥

公司专利产品参加省“十二五”科技创新成果展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7 月 24 日袁江西省野十二

五冶科技创新成果展在南昌国际展览中心开展遥 瑞晶公司自
主研发尧便于安装的无边框组件参展袁该产品为公司自主研
发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授权袁 同时获得 2015 年新
余市专利二等奖遥

2013 年是瑞晶的转折点袁 因为这
年的 10 月份公司改变了倒班制度袁是
公司员工情绪最不稳定的过渡期遥 怎
样才能稳定员工的心情袁 让他们踏实
工作成了领导们最为苦恼的事情遥

在这个关键时期袁 现任总监助理
兼制造经理的李国君来到公司上任袁
记得刚来那段时间他几乎时刻出现在
车间的各个角落袁 深入一线袁 了解生
产袁找出问题的终端袁制定合理解决措
施曰走访现场察看员工的工作状态袁了
解员工的真实想法袁 时至今日才知道
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作风遥 记得第一眼
看到他袁是在前六前清洗车间袁当时的
他口罩尧手套戴得严严实实袁根本看不
到真面孔袁 只听同事们说新任经理好
年轻袁口才一流袁看起来很有活力袁但
是非常严肃遥 好奇心驱使让我很想看
看他的样子遥 有一次上班的路上遇到
了他袁 经同事介绍才知道这就是我们
的经理袁 没想到他还主动与我们点点
头袁不难看出他是个性格热情尧极易相
处的人袁顿时对他产生了敬意遥 也就在
不久后袁 他用他的热情与努力融入了
电池制造部这个新的团队中遥

记得李经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

给我们引进 野人尧机尧料尧法尧
环冶的培训袁让我们知道从事
制造行业袁生产出的首件产品
确认很重要遥他结合目前的生
产状况及人员思想情况袁亲自
在扩散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员工交流大
会袁 认真听取员工心声并对会议内容
做详细笔记遥 他结合实际为员工争取
切身利益袁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袁让员工
们能够安心尧放心尧全心的投入到工作
当中遥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袁 2015 年电
池制造部获得公司给予的冶 二次创业
不断超越奖冶荣誉称号遥

为了公司二次创业长足发展袁他
选择有针对性的课题不断开展培训袁
以干部转变观念和作风为宗旨袁 达到
提升基层管理人员素质的目的遥 2016
年 2 月 15 日正式启动 野少帅计划冶培
训袁由车间员工尧机台长尧工序长尧主管
自愿参加袁为全面培养人才袁他特邀各
部门经理尧工程师给野少帅们冶作培训袁
并对参加培训的人员作考勤尧 考评及
成绩评估遥

他常说的是 野上级下达的新命令
新任务袁首先不要提困难袁不能对工作
说耶不爷袁待执行后遇到困难再提遥 人的

思维要不断创新袁变不可能为可能袁不
断超越自我袁挑战自我冶遥 正是有了创
新的理念袁 车间里可爱的员工们才能
把 2016 年 4 月创造成瑞晶的 野辉煌
月冶袁因为在这个月里我们不断地刷新
着公司开产以来的历史性纪录遥

他可以说是经理中的佼佼者袁有
着极强的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巧妙的交
际沟通能力袁 也有着东北汉子的豪爽
和忠实诚信袁 对任何人做出的成绩都
会秉着谦虚的态度赞扬接纳优越者遥
他经常鼓励员工要用饱满的热情和轻
松的心情对待工作袁 使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从而更有自信地投入工作遥

电池制造部最近变化很大袁 在他
的带动之下袁 每个车间的员工都信心
满满袁随时准备创造新的历史纪录遥 只
要我们的理念不变袁行动不停止袁保持
一颗野贪婪冶心袁相信随时都有可能创
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遥 正如他说的野肯
努力袁一切皆有可能浴 冶

区供电公司领导莅临公司考察
张中良接待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文良报道院7 月 1 日袁 国网江西新余
渝水区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郭强率队莅临公司考察袁公司
总经理张中良负责接待遥

张中良首先对调研组的到来表示欢迎袁并对渝水供电公
司给予公司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遥 座谈会上袁张中良就公
司的生产尧销售及全球战略合作等情况做了介绍遥 郭强表示袁
目前瑞晶公司产销两旺袁这与公司自身苦练内功尧强化团队
建设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息息相关的袁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袁瑞晶公司取得的成绩非常了不起袁作为市尧区重点企
业袁用电大户袁渝水供电公司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扶袁积极
响应国家关于用电优惠政策将优先在瑞晶公司执行袁并就企
业内部线路改造等事宜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遥 他强调袁光伏
发电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袁希望瑞晶公司能够继续乘风
破浪袁为市尧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会后袁郭强一行参观了组件生产车间袁详细听取了组件
展示模板及生产工艺流程的介绍袁 对生产车间生产技术先
进尧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及生产效率高效等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公司党委召开“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张萍授课 张勤主持

本报讯 记者崔燕燕报道院近日袁公司党委在党员活动室
召开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专题讲座袁特邀市委党校副校长尧
教授张萍授课袁公司党委书记张勤主持讲座遥

张萍以野深入开展耶两学一做爷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冶为内
容袁以生动的语言尧鲜活的例证讲述了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
的重要性尧主要内容及举措袁让广大党员进一步了解新时期
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尧方针尧政策及主要工作袁全面熟悉及掌握
党纪党规袁牢固树立党性意识遥 课程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袁引起
了参会党员的共鸣遥

课上袁公司党委书记张勤表示袁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切实提高对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重要
意义的认识袁要在思想上尧政治上尧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袁做野四讲四有冶合格党员遥 同时袁将进一步强化全员
学习教育袁加强党员自主学习能力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袁接下来要落实好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党支部任务清
单袁确保各党支部党员教育工作有力有序推进遥

本报讯 记者杨亚松报道院7 月 18 日袁瑞
晶公司召开了野2016 年中工作总结暨抢大目
标表彰大会冶遥 公司总经理张中良袁副总经理
陈淳尧陈积华袁制造总监肖斌生出席会议袁各
部门负责人及主管以上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为响应新余市提出的野打赢翻身仗冶袁公
司 2016 年制定了野主营业务翻番冶的经营目
标袁会议公布的一组组飘红的数据为瑞晶公
司上半年的工作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公司 2016 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6.09%袁销售毛利同比增长 403.11%曰产能
提升方面电池片同比增长 80.70%袁组件同比
增长 379.52%遥

会上袁 结合上半年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袁
对上半年度各部门的绩效进行评估袁其中营
销部尧订单支持部尧电池制造部分别获得了
上半年度卓越绩效奖的前三名袁质量部受到
两次质量事故影响排名最后遥 创业创新尧合
作共赢袁为鼓励员工在工作上通过创新思维
和方式攻坚克难袁7 月 1 日公司推出了野抢大

目标机制冶袁 工艺技术部熊小飞团队成功抢
下并顺利完成野效率提升冶大目标袁被授予
野2016 年抢效率大目标创新突破小组冶 称号
袁并奖励先进 20000 元遥

张中良指出袁虽然我们上半年各项工作
按照计划完成袁有些指标超计划完成袁但是
下半年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袁 要完成
野主营业务收入翻番的目标冶 下半年的路我
们将会走的更加艰苦袁 希望大家多去反思尧
时刻自省袁多换思想尧改变思路袁认真分析尧
加大创新袁长期坚持创业奋斗尧坚持将不可
能变为可能袁咬住目标抓落实尧全力以赴稳
增长遥 希望大家在工作中再接再厉袁有更多
的同事更多的团队积极参与抢大目标机制袁
营造你超我赶的工作氛围袁实现员工与企业
共赢遥

张中良强调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袁以客
户为中心袁绝不对订单说不袁我们必须加强
全员质量管理袁提升服务意识袁将质量和服
务意识植于员工心中袁执于员工行动遥 他说袁

因为价格离去的客户还有可能回来袁因为质
量离去的客户多半不会回头袁因为态度离去
的客户袁永远不会回来遥 商品有价尧信誉无
价袁有信誉才能长久袁讲诚信才是生存之道袁

服务永无止境袁口碑不可低估袁在竞争激烈袁
市场乱价的今天袁 我们要坚持做更好的品
质尧更佳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袁要永记并
践行核心价值观第一条野以客户为中心冶遥

本报讯 通讯员耿华报道院 为加强
企业文化建设袁增强员工凝聚力尧向心
力袁 感谢员工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袁
公司从本月开始袁每月将对员工进行走
访慰问遥

7 月 16 日渊周六冤天气大到暴雨袁
并多次发布黄色预警遥走访活动并没有
因为恶劣的天气改期袁 上午十点左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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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品袁驱车前往目的地遥 本月选定的走
访对象是电池制造部成品仓主管李雪
梅遥 对于李雪梅这个名字袁相信大家都
不会陌生袁 从 08 年公司成立的时候作

为第一批员工入职袁在车间一呆就是 8
年袁在这 8 年里袁李雪梅一直兢兢业业,
奋斗在第一线袁 伴随着企业一起成长袁
在平凡的岗位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遥曾
在 2015 年被评为公司 野先进个人冶尧新
余市劳动模范袁2016 年荣获野优秀共产
党员冶光荣称号遥在慰问中袁领导认真倾
听了李雪梅及其家属的生活情况袁对员
工取得的成绩和工作表现给予了肯定袁
对员工家属理解和支持我们员工的工
作表示感谢遥 并勉励他们积极学习尧积
极工作遥同时了解了一些目前车间存在
的问题袁并认真听取了李雪梅的意见和
建议遥李雪梅对领导的到访表示又惊又

喜袁她说在瑞晶工作这么多年袁早已把
瑞晶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袁唯有无怨无
悔的付出才对得起公司的培养遥在交谈
过程中袁张中良了解到李雪梅嗓子沙哑
是因为近期产线的离散问题着急上火尧
每天花大量精力与质量尧工艺等相关部
门沟通所致袁表示相关部门要善于借力
借势袁借助公司目前正在推行野抢大目
标冶契机袁尽快解决离散问题遥

此次走访袁张中良将公司的温暖和
关怀送到员工家中袁体现了公司野以创
造价值者为本冶 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袁希
望公司全体员工再接再厉袁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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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一院 组件回收电池片包装材料
再次利用袁 方案实施后截止 7 月已节约资
金约 67 万元遥

奖励方式院被评定为野效益奖冶袁奖励
2000 元遥

提报人院 成玲 渊计划管理部 计划员冤
胡珍渊质量部 改善主管冤尧黎菊根渊组件制造
部 经理助理冤尧张腾莉渊订单支持部 主管冤尧
刘剑渊电池制造部 物料主管冤尧李雪梅渊电池
制造部 成品主管冤遥

金点子二院FQC 检验台尧承载盒的改善
及降低 FQC 崩边/缺角项目袁被评定为野鼓
励奖+采纳奖冶遥

金点子三院FQC 检验台亚克力板改善袁
被评定为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金点子四院 确保 MES 内外标签与实物
一致袁被评定为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李雪梅渊电池制造部 成品主管冤遥
金点子五院刮刀尧回墨刀的管理袁被评定

为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刘剑渊电池制造部 物料主管冤
金点子六院减少脏污片袁被评定为野鼓励

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廖汉胜渊电池制造部 副经理冤尧

程玉兰渊质量部 制程出货主管冤遥
金点子七院三期车间日光灯频繁损坏节

能改善袁被评定为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谢民知渊设备设施部 设施-电

气工程师冤尧 阳德勇 渊设备设施部 设施-电
工冤尧 韩永勇 渊设备设施部 设施-电工冤尧
段献龙渊设备设施部 电气助理工程师冤遥

金点子八院废水站压滤机滤布改善袁被评
定为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施振华渊设备设施部 废水工程
师冤遥

金点子九院储气罐排水阀改造项目袁被评
定为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张小春渊组件制造部 设施工程
师冤遥

金点子十院多层架保护层改造袁被评定
为野鼓励奖+采纳奖冶遥

提报人院胡松平渊组件制造部 组件设备
工程师冤遥

本次提报奖院
金点子十一院测试机 SOP 作业指导书遥
提报人院 张付军 渊电池制造部 倒班主

管冤遥
金点子十二院提升车间人员个人信息辨

识度遥
提报人院 王孚健 渊电池制造部 生产主

管冤遥
金点子十三院3 道正银过滤浆料使用改

善遥
提报人院赵鹏鹏渊电池制造部 主管冤遥
金点子十四院二级标片包装防护遥
提报人院 程玉兰 渊质量部 制程出货主

管冤遥
金点子十五院组件颜色分类改善遥
提报人院 吴海丽 渊质量部 组件倒班主

管冤 尧陈磊渊质量部 组件倒班副主管冤遥

金光闪闪“金点子”

与员工心连心 与企业共奋进
张中良走访慰问员工

上半年工作总结暨“抢大目标”表彰大会召开

公司 2016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指标同比实现翻番
张中良强调坚持做更好的品质、更佳的

产品、更优质的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坚持创
业奋斗，实现全年主营业务翻番。

图为公司总经理张中良布置下半年工作任务遥

成玲 胡珍 黎菊根 张腾莉 刘剑 李雪梅 廖汉胜

张小春施振华段献龙韩永勇阳德勇谢民知程玉兰

肯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记电池制造部总监助理兼制造经理李国君

电池制造部 钟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