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慕良莅临公司调研
本报讯 记者耿华报道院6 月 21 日上午袁渝水区委书记

何慕良一行莅临公司考察并召开座谈会袁渝水区新兴工业
产业园党工委书记艾韦陪同袁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
积华汇报工作遥

会上袁陈积华汇报了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尧流动资
金贷款担保现状袁目前市场行情以及存在困难和问题遥何慕
良指出院区委尧区政府十分关心企业发展袁对于我公司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袁将专门召开协调会袁帮助我公司早日解决袁
同时激励企业利用好优质资产袁轻装上阵袁早日实现上市遥

关于干部考评会张总
讲话内容的反思

生产计划部 吴卫亮

众议亭

张中良在 5 月份干部绩效考评会上强调

转变思想观念 改进工作作风 增强责任意识 提升服务水平

应泰国客户邀请袁6 月份泰国出差期间现场参观了客户工厂屋
顶光伏项目袁 此屋顶项目使用的组件由我公司提供遥 目前袁 首批
15KW 项目已顺利并网运行袁标志着 RISUN 品牌组件正式进入泰
国市场遥 第二批 45KW 项目的地面支架部分已经建设完成袁计划将
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建设遥

2016 年袁泰国新增太阳能发电 1200-1500 兆瓦袁投资 900 亿泰
铢 渊约合 180 亿人民币冤遥 2017 年泰国市场的计划装机总量为
550MW袁政府为支持太阳能的发展袁承诺为太阳能项目开发商提供
每千万时 6.85 泰铢渊人民币 1.37 元/度冤的 FIT 补贴袁时限为 25 年遥
此外袁工业部还透露袁未来五年袁泰国太阳能装机容量将足以满足
全国 25 万户城镇家庭的用电需求遥泰国的目标是到 2036 年实现全
国太阳能装机容量突破 6000 兆瓦袁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9%袁相当于
300 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遥 屋顶项目是目前各大公司关注的重点袁
我公司将会以此为契机袁加大与泰国本地企业的合作力度袁加快推
进屋顶项目的合作开发遥

RISUN 品牌组件泰国首批 15KW 屋顶光伏项目并网运行
国际商务部 林 腾

本报讯 通讯员彭华报道院6 月 14 号袁 泰国驻厦门总领事馆总领事
邱塔泰率泰国商务团莅临我公司考察遥 商务团由泰国驻厦门总领事馆尧
泰国开泰银行渊大众冤有限公司尧泰国加纳工业集团尧奕高创富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等代表组成遥 公司国际商务部尧总经办进行亲切接待遥

邱塔泰一行先后参观了电池车间尧组件车间和光伏电站遥公司接待人
员详细介绍了公司发展历程以及国际市场开拓情况遥 邱塔泰表示袁泰国拥
有非常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袁泰国政府也极力力推尧发展太阳能袁到 2020 年
时袁 泰国 20%的能源消费量来自可再生能源袁 而太阳能的使用是重中之
重遥 通过此次考察袁双方加强了解袁为后续的合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遥

又讯 通讯员彭华报道院6 月 17 日和 6 月 24 日袁由两地政府牵头袁
美洲项目国际商务团两次莅临公司考察袁双方就美洲市场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遥瑞晶渊瑞安冤公司首先对商务团的到
访表示热烈欢迎袁对两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在考察
过程中袁双方就产品工艺尧技术尧品质以及 EPC 经验进行了交流袁希望
能有机会共同开发美洲市场遥

泰国、美洲国际商务团莅临我司考察

本报讯 记者耿华报道院6 月 9 日下午袁5 月份干部绩效考
评会在党员活动室召开遥各系统分管领导及部门副主管及以上
级别人员参加会议袁公司总经理张中良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遥

会议强调袁 根据今年 1-5 月份生产经营状况和各部门
KPI 指标完成情况袁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
以改进遥 同时就如何转变思想观念袁改进工作作风袁增强责任
意识袁提升服务水平提出四个问题引发中层干部思考遥

一尧为什么去年发生的某客诉袁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
了案例分析及体系整改袁在不久前类似问题还在重复发生钥

重复发生的问题是作风的问题遥 针对去年发生的该客诉
问题袁我们不仅完善了了流程尧体系袁也明确了整改措施袁最终
因为没有坚持执行袁一切等于零遥 计划部对销售的订单交期负
责袁如果没有完成生产计划袁却没有倒逼相关责任部门去整改
和落实责任袁如何做到对销售负责钥 销售作为龙头袁如果没有
责任心袁对自己抢来的订单都不重视袁不去倒逼计划部对交期
负责袁 如何做到对客户负责钥 如果连销售自己心中都没有客
户袁如何做到让其他部门以客户为中心钥浴 如何让客户对我们
有粘度尧有忠诚度钥浴 恐怕再多的客户也会失去袁再好的市场也
经不起糟蹋遥 遇到问题不可怕袁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对客户的责
任意识袁服务意识袁对自身问题熟视无睹袁导致相同问题一犯
再犯遥

二尧为什么一项只要相关部门协助就能轻松解决的工作袁
最后却花了大量时间尧精力和财力才解决钥

如果自身资源尧能力有限袁要善于借力尧借势袁及时向相关
部门寻求帮助或者及时向领导汇报遥 说到底袁还是观念作风和
工作效率上存在问题袁没有做到咬住目标不放袁不达目的不罢
休袁遇到问题想方设法去解决袁而是听天由命袁无目标无计划袁
办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袁最终损害的是企业的利益遥

三尧 明明订单未按时交付袁 闸口部门提供的数据却是
100%交付钥为什么一面抱怨这个部门不给力那个部门不支持袁
一面在考核时给不给力尧不支持的部门打高分钥

不愿得罪人袁就是得罪工作遥 部门与部门间需要相互协同
作战袁并不意味着你好我好袁相互低标准尧低要求遥 而要做到在
对方的理由尧借口面前坚持原则袁不怕得罪人遥 如果部门与部
门间相互护短袁必然会造成公司没有竞争力和战斗力袁最终结
果是在战场上集体阵亡遥

四尧为什么黄晶峰经常受表扬袁和她相比你的差距究竟在

哪里钥
黄晶峰有很多优点值得大家学习袁主要体现在院一尧学习

能力强院她不懂的会多问尧多学尧多看书袁甚至自掏腰包去参加
培训尧学习管理课程曰二尧执行力强院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袁不
讲条件袁服从公司安排曰严格按照制度执行袁哪怕一项简单的
工作也会长期坚持不打折扣的做下去遥 在战场上袁总打胜仗的
队伍一定会是有执行力的队伍袁 整个物流推进部虽然人员文
化程度不高袁但是却能获得全国总工会野安康杯冶荣誉称号袁在
公司叶瑞晶报曳投稿评比也经常拿第一袁团队有这种永远争第
一的精神袁士气也会不一样曰三尧讲原则袁不怕得罪人院在工作
上雷厉风行尧敢讲敢管遥 作为库存的闸口部门袁为了不断向公
司野零库存冶目标迈进袁定目标尧抓落实袁不讲理由尧借口袁按照
制度对责任部门进行考核袁保证目标的顺利达成曰四尧咬住目
标不放尧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野钉子精神冶院黄晶峰善于自我加
压袁在这一点上很多干部都比不上她遥 承接目标不动摇袁资源
缺失不抱怨袁遇到困难不退却遥 对于公司既定目标和领导交办
的工作袁会想尽一切办法达成目标遥 很多部门也能做到自我施
压袁主动挑战更高目标袁但是效果未体现袁主要原因在于院实现
目标袁能干还要巧干遥 光埋头苦干是不够的袁更重要的是解放
思想袁开拓创新遥

本报讯 记者周莉报道院6 月 26 日下午袁市委
副书记曾萍在渝水区副区长张菊花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的陪同下袁莅临我司调研污水处理工作及
环境治理情况袁瑞晶公司执行总经理陈淳负责接
待遥

调研过程中袁陈淳详细介绍了公司污水处理
运行情况袁 污水处理在线监控设备于 2012 年投
入使用袁共投入资金 500 万元袁每月运行维护费
用将近 200 万元袁日处理污水量 1000 吨左右遥 工
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袁实现实时监控遥 曾萍认真听
取了汇报并进行了实地考察袁她要求企业要进一
步加强污染管控袁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遥

本报讯 记者周莉报道院6 月 15 日袁
江西省水投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邹文
明尧江西省建行副行长刘忠一行莅临我
司考察袁建行新余市分行行长王华超等
陪同袁公司董事长曹勇负责接待并出席
座谈会遥

曹勇首先对邹文明尧刘忠一行的到
访表示热烈欢迎袁对省尧市建行一直以
来给予公司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遥 座
谈会上袁 曹勇详细介绍了公司发展历
程尧 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袁对
邹文明尧 刘忠一行的提问一一做出解
答遥 邹文明表示袁希望三方能够加强了
解袁充分利用优势资源互补袁寻求合作
机会袁最后衷心祝愿瑞晶渊瑞安冤公司能
够宏图大展袁更上一层楼遥

本报讯 通讯员伍英报道院6 月 6 日上午袁省总工会副主席
吴海平率调研组莅临公司考察非公企业工会建设及发挥作用
情况遥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尧常务副主席赖新云等陪同袁公司
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周荣辉及工会委员尧 员工代表等负责接
待遥

在周荣辉的引导下袁吴海平一行首先参观了公司野职工之
家冶遥周荣辉详细汇报了近两年来在市尧区工会 野建家尧强家尧暖
家冶及野厂务公开尧民主管理冶的指导思想下袁公司工会工作开
展情况遥 随后参观电池三号生产车间袁讲解员向吴海平一行详
细介绍了太阳能多晶硅电池的生产工艺流程及原理遥 最后袁吴
海平一行来到公司会议室袁与市尧区工会及部分企业工会负责
人进行座谈遥吴海平一行认真听取了周荣辉关于企业工会工作
情况的汇报袁对公司工会做出的努力予以赞赏袁对取得的成绩
予以肯定袁希望公司再接再厉袁争先评优袁争当野标杆工会冶遥

热 烈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96周年热 烈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9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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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调研组莅临公司调研
吴海平率队 赖新云陪同

江西水投、省建行领导莅临我司考察
邹文明刘忠率队 王华超陪同 曹勇接待

图为省总工会副主席吴海平渊右二冤在公司指导工作遥

图为座谈会现场遥

曾萍在公司调研时强调

重视环境治理 坚持可持续发展
张菊花陪同 陈淳汇报

本报讯 通讯员仇嘉慧报道院6 月 14 日袁市委常委尧纪委
书记邹健生一行莅临公司调研遥 区委副书记尧区长李虹袁区
委常委尧纪委书记黄燎宇等陪同袁公司党委书记周荣辉负责
接待并汇报工作遥

邹健生一行先行参观了公司的产品展示
厅袁走到公司的荣誉墙前袁看到公司荣获了野全
国尧全省尧全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冶等荣
誉称号袁邹健生对瑞晶 & 瑞安公司的党建工作
给予赞赏袁鼓励企业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遥

随后邹健生一行还深入电池片生产车间进行参观考
察袁对公司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及产能尧规模给予充分肯定遥
公司讲解员对产线的设备尧 生产工艺流程及其一行提出的
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说明遥

国泰君安证券领导莅临我司考察
本报讯 记者周莉报道院6 月 12 号,国泰君安证券业务

总监龚哲宏一行莅临我司考察袁晟创投资公司副书记孔令
敏陪同袁公司总经理张中良尧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积华
负责接待并出席座谈会遥

会上袁 张中良首先对龚哲宏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袁随
后详细介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尧外贸出口等情况袁双方就
融资及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遥张中良表示非常感谢国泰君
安对我公司的关注以及在上市咨询辅导方面提供的帮助遥
希望双方在今后能促进合作交流袁合作共赢浴

在 5 月份干部绩效考评会上袁 总经理张中良提出的四
个问题引发大家思考袁 这四个问题在生产计划部身上都有
不同程度的体现袁甚至是直指部门目前的管理弊病遥 作为部
门负责人袁我在此做出深刻反思遥

首先袁生产计划部在工作态度上有问题遥 面对供应链系统
衔接不顺畅等问题袁没有积极寻找解决方案和对策袁没有通过
改善管理方法来达到公司给与生产计划部设定的目标曰同时在
订单执行过程中没有真正履行过程控制职责袁导致客诉频发遥

其次袁对比物流推进部袁生产计划部执行力差遥 在呆滞
物料项目推进上袁生产计划部没有认真落实行动项目袁导致
处理进度缓慢袁没有达成既定的目标袁给公司对应的结果曰
在对采购部停工待料的处理上袁 计划部没有通过完善制度

进行即时激励曰在对销售部的滚动需求计划管理上袁计划部
没有认真跟进袁导致销售部延期给出结果噎噎

针对以上问题袁 计划部将立即展开行动袁 转变工作作
风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首先袁完善制度流程遥将计划部的部门二级文件细分出三
级文件袁通过文件和制度袁明确生产计划执行的方式及各部门
的权责袁 改变目前人治的状态袁
保障订单运营进入良性循环遥

其次袁改变部门做事方式和
工作方法遥 作为信息中心袁通过
目标设定-进度监控-日清-激
励的闭环思路展开工作袁以结果
为导向袁通过正负激励进行结果
倒推袁提高部门工作效率遥

再次袁针对薄弱环节进行重
点改善遥 认真执行订单评审流
程袁在订单接单前期拿到解决方
案袁 通过前期的生产方案策划袁
提高订单的交付率遥

图为公司执行总经理陈淳渊左二冤 陪同市委
副书记曾萍渊右二冤等勘察现场遥

邹健生莅临公司调研
李虹黄燎宇陪同

图为总经理张中良在考评会上发表讲话遥

图为 15kw 组件安装现场遥

图为泰国考察团合影留念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