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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宋小松报道院2017 年 7 月 28 日上午袁野庆八
一冶退伍军人座谈会在 E 会议室举行袁公司党委书记周荣
辉尧党委副书记刘斌水出席遥

周荣辉代表公司向全体转业退伍军人致以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袁 希望退伍军人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发扬战斗
作风袁 退伍不退色袁 在公司二次创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
用遥 退伍军人代表发言袁一定会珍惜曾经军人的荣誉袁保
持军人的本色袁加强自身的学习力和执行力袁为公司贡献
出最大的努力遥众议亭

本报讯 通讯员伍英报道院7 月 20日下午袁江西省委
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赵付民尧江西师大党委副书记刘光
华尧江西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员尧江西师大文
学院党委书记曹泽华及江西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行政主
要负责人一行袁在市组织部野两新冶党组织副书记郭霞尧区
组织部副部长黄志军等陪同下袁莅临公司考察调研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情况袁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斌水负责接待遥

在刘斌水的引导下袁赵付民一行参观了公司野职

工之家冶和电池三期车间遥 刘斌水详细汇报了公司尤
其是生产一线的党建工作情况袁 包括党建工作的展
开尧党员示范区尧示范岗的设置以及党员处处体现先
锋作用的优秀事迹遥 座谈会上袁赵付民一行提出了诸
多关于党建工作在企业中和谐创建与发展的问题袁刘
斌水一一用公司党建工作实践做了回答袁调研组一致
对公司党建工作予以肯定袁并对刘斌水在党建工作中
做出的努力予以赞赏遥

本报讯 通讯员彭华报道院7 月 27 日袁印度野中国
之友协会冶渊奥利萨邦冤 代表团团长巴拉巴德拉-马吉
先生率代表团莅临公司考察袁全国友协尧省对外友协尧
市外侨办等政府代表陪同遥

国际商务部人员向巴拉巴德拉-马吉一行详细介
绍了公司产品尧业务结构尧国际市场分布等情况遥 当拉
巴德拉-马吉得知我公司同印度知名的光伏大企业
TATA 已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袁每月光印度市场就出

口几十兆瓦时袁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遥 双方就中印光
伏市场的合作展开进一步交流遥 随后袁代表团一行参
观了公司的电池车间尧光伏电站袁对我公司现代化生
产车间和先进管理水平予以高度评价遥

据悉袁印度野中国之友协会冶渊奥利协邦冤成立于 1972年袁
长期开展推进中印了解与互信活动袁 与江西省友协在 2014
年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书遥该协会秘书长乔蒂.莫哈帕特拉先
生于2014年获习主席颁发的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野遥

本报讯 通讯员孔维栋报道院7 月 25 日下午袁当月
盘点结束后传来喜讯院当月二尧三厂丝网印刷产量再
创历史新高袁比之前历史月最高产量高出 19 万片遥

7 月份以来袁气温进入野烤验冶模式遥 在生产任务紧尧
产线员工急缺情况下袁生产部门迎难而上袁积极协调各

部门的工作遥设备人员加班加点袁完成设备检修袁保证设
备运转率曰各工序之间密切配合袁人员调配袁确保生产平
稳尧协调遥 在野生产人冶的共同努力下袁发扬艰苦创业精
神袁积极创造一切可能条件袁刷新印刷产量记录袁充分体
现了公司野不断创新超越自我冶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遥

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袁字数不多袁但是
感觉非常有道理袁这句话就是野惟不欺二字袁
可终身行之冶袁 出自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
家范仲淹遥

所谓野不欺冶袁就是不欺骗尧坦诚相待尧真
心对真心遥 欺骗别人也许会获得一时的利
益袁心理上获得一时的满足袁但靠欺骗的人
永远做不了大生意尧成不了大人物遥 为什么
呢钥 因为欺骗不可能永远得逞袁一旦欺骗就
失去了信誉袁就无法取信于人袁后期如何做
成大生意钥 如何做人钥

现实社会中有些人这样 野经商冶要要要为
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袁短斤少两或是漫天要
价都属于家常便饭袁普通老百姓把这样的人
称之为野奸商冶尧野骗子冶遥 古今中外无数历史
事实证明袁野奸商冶尧野骗子冶总是走不长远袁唯
有像红顶商人胡雪岩尧晋商乔致庸尧华人首

富李嘉诚这样以野不欺冶为标准袁诚信经商袁
把自己做成野活招牌冶的商人袁才会获得成
功遥

在中国历史上袁野信冶一直被人们看成做
人尧立身之本的袁不仅仅是商界遥 诚实做人袁
本分做事袁是成就大事业的基础袁诚信袁是你
一生的财富遥 列宁袁小时候不小心打碎了花
瓶袁但诚信让他承认了错误曰华盛顿砍了父
亲的樱桃树袁但诚信让他冒着被责骂的风险
毅然告诉了父亲实情曰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总
统林肯袁因为售货员多付了他 12 美分钱袁但

诚信让他走了六里路终于把钱还给别人遥他
们都是举世闻名的成功人士袁 在他们身上袁
都体现了诚信袁成就了最终的成功遥

诚信比金重袁诚信如同一身华丽的衣服袁
给每个人都留一
个深刻的印象遥 诚
信比金重袁诚信如
同一把大伞袁在我
们成长的道路为
我们挡风遮雨遥 诚
信好比一张通行
证袁离开它将寸步
难行遥

言必行袁 行必
果遥 野惟不欺二字袁
可终身行之冶袁愿你
我践行之浴

荨图为曹勇陪同蒋斌一
行考察现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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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莉报道院7
月 11 日至 13 日袁市委书记蒋
斌一行远赴浙江温州市和福
建泉州市进行招商袁 市委常
委尧市委秘书长尧统战部部长
李新华等陪同遥 在浙江招商期
间袁公司董事长曹勇作为温州
新余商会和新余浙江商会代
表袁 受到蒋斌一行的亲切接
见袁并先后陪同走访浙江伟明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尧浙江森马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袁进行深入
座谈交流袁探讨合作事宜遥

本报讯 通讯员仇嘉慧报道院7 月 20 日袁 市委常
委尧 常务副市长万广明莅临公司调研并组织召开专
题协调会袁 指导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市组织部副部长涂
群尧渝水区副区长张菊花尧市财政局副局长刘敏健尧
渝水区金融办主任黄毛根尧 渝水区新兴工业产业园
党工委书记艾韦等出席座谈会袁 公司董事长曹勇汇
报工作遥

曹勇首先对万广明一行百忙之中深入企业调研尧
帮助协调解决问题表示感谢遥 座谈会上袁曹勇详细介
绍了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以及需要政府帮助协调
解决的问题袁万广明认真听取了汇报袁并对所提问题
一一作了指示遥 万广明表示院希望企业科学制定发展
战略规划袁使企业产品尧技术尧市场更具竞争力袁同时
鼓励企业继续苦练内功袁内部挖潜袁进一步提升各项
管理水平袁降低运营成本遥 并要求市尧区各级政府部门
及帮扶单位切实贯彻落实市委尧市政府帮扶企业和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要求袁竭尽所能帮助企
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扰袁支持龙头企业更快更好地
发展袁让优势企业发挥更大的产业带动和社会效应遥

本报讯 通讯员仇嘉慧报道院7 月 5 日袁 江西省财
政厅政府采购办主任蔡建城一行莅临公司调研袁 新余
市财政局副局长刘敏健陪同袁公司总经理张中良接待遥

会上袁 张中良首先对蔡建城一行深入企业调研尧

听取企业心声表示衷心感谢袁 随后详细介绍
了公司目前产品种类尧 生产技术水平等情况袁
双方就政府采购政策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问题展开讨论遥 蔡建城认真听取了汇报并强
调袁在目前光伏市场形势下袁政府积极帮扶光
伏企业袁推动企业加快发展袁提高企业的效益袁
经过认真甄选和严格审核瑞晶渊瑞安冤产品已
被纳入江西省定点采购目录中袁并被定为江西
省政府采购光伏产品定点供货六家企业单位
之一袁希望我公司抓住大好机遇袁密切关注政
府采购招标信息袁与政府加强沟通袁让采购政
策落到实处遥针对企业提出的政府采购项目资
金占用和项目融资困难等问题袁蔡建成介绍到
政府采购项目资金都是有保障的袁并表示会积
极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牵线搭桥袁积极探索

支持省内产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新方式遥
随后袁 蔡建城一行参观了智能微电网和咏日园袁

详细了解了光伏电站的并网过程尧发电情况以及所产
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情况遥

本报讯 通讯员袁敏敏报道院2017
年 7 月 12 日下午袁上半年度绩效回顾
会议在党员活动室召开袁 各系统分管
领导及部门副主管及以上级别人员参
加袁 公司总经理张中良出席会议并发
表讲话遥

会议系统回顾上半年生产经营
和绩效考核情况袁 分析查找存在的
问题袁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遥 会议公
布了上半年度优秀团队 野卓越绩效
奖冶获奖部门袁第一名院物流推进部袁

第二名院采购部袁第三名院电池质量
部遥 张中良为获奖团队代表颁发荣
誉证书遥

张中良指出袁 各部门要深刻认识
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遥 要坚
定信心袁咬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袁以锲
而不舍的精神和壮士断腕的勇气袁以
更加有力的措施和更加扎实的工作袁
全力推进降本增效攻坚战袁 为实现全
年生产经营目标而努力奋斗遥 真正能
激励一个人的不是所谓的心灵鸡汤袁

也不是名言警句袁 而是那些就在你身
边袁和你一起工作的袁比你优秀却比你
还努力的人袁我们要向他们学习遥 企业
文化需要不断创新袁超越自我袁永远自
以为非遥 学习无终点袁创新无止境遥 永
远要看到别人的优点袁 看到自己的不
足袁发扬骨子里敢将野不可能冶变成野可
能冶的精神遥 创新是要不断借鉴尧不断
学习别人的优点袁开放思想尧保持学习
的心态袁只有永远不断的自我否定袁才
能实现自我超越遥

本报讯 通讯员周莉报道院 7 月 26 号袁2017 年上半年度 野金点
子冶评选活动表彰大会在二楼党员活动室召开袁会议由公司工会组
织袁党委书记周荣辉尧副书记刘斌水出席会议遥

刘斌水说袁 野金点子冶评选活动自开展以来袁得到员工的积极响
应袁通过汇集大家的智慧袁为提升企业竞争力袁促进企业更好更快的
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遥 一方面袁体现了员工敢于责任担当袁主动作为
的精神遥 员工时刻关注关心各个岗位的综合技能提升袁积极寻找发
展途径袁展示了员工爱岗敬业的风貌遥 实践出真理袁只有实实在在尧
勤勤恳恳钻研才有野金点子冶袁这是敢于创新的表率袁这一点就是企

业所需要的精神和正能量袁唱出了瑞晶 & 瑞安好声音遥另一方面袁奖
励不是目的袁而是带头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动起来袁集思广益袁为员工
营造干事创业的氛围袁 进一步增强员工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袁让
员工有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袁 感受到瑞晶 & 瑞安是一个积极向上尧
有爱的大家庭遥

2017 年上半年袁共征集野金点子冶项目和专项改善项目共计 56
项袁其中予以采纳的项目有 42 项袁已经实施的项目有 40 项遥 经过
野金点子冶评审小组成员对于以上项目实施尧推广情况的考察以及成
效的评比袁评出一等奖 1 名袁二等奖 2 名袁三等奖 3 名袁优秀奖 4 名遥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 7 月 1 日袁我
公司自主研发的 330W 黑硅光伏组件成功面世遥
该款组件采用 72 片多晶黑硅电池片制作遥 首先袁
在电路上采用汇流条不重叠的设计袁有效降低了
汇流条的用量袁 组件功率输出可提升 5~10W曰其
次袁首次采用分体式接线盒袁不仅提升了接线盒
的散热性袁进而提升了组件的可靠性袁还因其设
计在组件的左尧中尧右三个地方袁在保证组件串联
性的前提下袁节省了 70%的接线盒线缆长度遥

本报讯 通讯员张润报道院7 月 26 日袁
2017 年度 QCC野品管圈冶发表大会在党员
活动室召开袁评审小组由制造系统各部门负
责人组成袁制造系统主管级以上人员及野品
管圈冶成员参加遥

为全面促进产品质量持续改进袁更新管
理理念袁 改进管理办法袁2017 年 3 月份袁质
量部在生产一线全面启动野品管圈冶活动遥活
动自开展以来袁质量部先后多次举办野品管

圈冶培训袁及时跟踪活动进度尧定期举办活动
总结尧交流经验袁多角度大力提升产品质量
持续改进的理论水平遥公司领导班子对此项
活动也予以高度重视袁为野品管圈冶活动在公
司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遥

此次发表大会袁共有 9 个改善团队进行
成果展示遥 经过评审小组现场评分产生一尧
二尧三等奖袁现场为获奖团队代表颁发锦旗
和奖金遥 野正色圈冶荣获一等奖袁野行动圈冶荣

获二等奖袁野除晶圈冶荣获三等奖遥
野品管圈冶活动的开展袁不仅提升产品品

质袁促进了公司精细化管理袁更使公司在改
善绩效尧提高客户满意度等方面更上一个新
台阶遥 改善无止境袁通过以点带面的发动全
员集思广义尧创新改善袁为公司的高质量尧低
成本尧快速交货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此次发表
大会的结束袁并不代表野品管圈冶活动的结
束袁在改进的路上袁我们一直在行动浴

蒋斌率队浙江招商亲切接见董事长曹勇 万广明莅临公司调研并组织召开专题协调会
涂群张菊花陪同 曹勇接待

蔡建城在调研时强调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助推定点企业发展

图为座谈会现场遥

图 为
张 中 良
渊左冤 陪同
参 蔡 建 城
渊中冤尧刘敏
健 渊右冤参
观咏日园遥

张中良在上半年度绩效回顾会议上指出

学习无终点 创新无止境

公司召开 2017 年度QCC“品管圈”发表大会
“正色圈”荣获一等奖“行动圈”荣获二等奖“除晶圈”荣获三等奖

公司召开 2017 年上半年度“金点子”活动总结暨表彰大会
一等奖渊1名冤

PECVD 四层膜工艺导入 渊项目
负责人院邱桃桃冤

二等奖渊2名冤
丝网二号机刮墨刀改良渊项目负
责人院周陶冤
PECVD 新工艺提升效率 渊项目
负责人院王广伟冤

三等奖渊3名冤
固化间铺放硅胶板 渊项目负责
人院张洪义冤
建立新员工培训基地渊项目负责

人院赵鹏鹏冤
丝网印刷软线软件升级提速渊项
目负责人院罗玉环冤

优秀奖渊4名冤
430-13 网版导入 渊项目负责人院
罗水林冤
后清洗酸浩量改造 渊项目负责
人院管观远冤
扩散闭管石英舟改造渊项目负责
人院雷凯冤
测试分档程序配方改良渊项目负
责人院曾庆拓冤

不 欺
国际商务部 黎菊根

一句话新闻

省委组织部调研组莅临公司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印度“中国之友协会”（奥利萨邦）代表团莅临公司考察

丝网印刷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公司黑硅组件研制成功公司召开“庆八一”退伍军人座谈会

图为党委书记周荣辉尧副书记刘斌水与获奖者合影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