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耿华报道院10 月 21 日上
午袁第二期干部读书分享会在公司党员活动
室顺利举行遥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并从中受
益袁分享会范围从第一期的中层干部扩大到
副主管及以上级别干部遥 本期特别邀请了技
术研发总监助理孙杰和市场部副经理邬磊
为大家做分享和交流袁总经理张中良出席并
发表讲话遥

分享会上袁 首先孙杰向大家推荐了李
笑来的叶把时间当作朋友曳尧雷达里奥的叶原
则曳尧 菲茨杰拉德的 叶了不起的盖茨比曳等
书遥 通过结合自己实际生活尧工作袁和大家
分享阅读这些书籍的感悟院 终身学习是在
人生中面临无数选择时找到出路的终极武
器袁只有在时间管理上取得突破袁才能开启
自己的人生成功之旅曰通过明确价值观袁进
而建立自己的原则尧 坚持执行最终获得自
己想要的人生遥其中袁拒绝野秒变猴子冶的训
练让大家记忆深刻袁 是锻炼自控能力的一
个非常实用而有效的方法遥 邬磊和大家分
享了阅读叶不会带团队袁你就只能干到死要
抓执行曳这本书的心得体会袁并结合本部门
工作开展情况袁从战略先行尧严格按制度执
行尧高效创新尧注重细节等方面阐述如何打

造高效团队遥
分享结束后袁张中良为本次分享会两位

讲师颁发荣誉聘书遥 他表示院读书虽然是一
个私人的过程袁但是分享能够让别人了解自
己所阅读到的思想袁 是一项大有裨益的事
情遥 一方面袁人的时间有限袁不可能无限量的
读书袁通过分享袁可以让听者在短时间内获
取信息并产生共鸣袁 让书更有趣的去读袁更
合理的分配袁价值更大的叠加资源曰另一方
面袁讲师在课件制作尧分享过程中加深理解袁
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演讲技能袁 分享越多袁收
获越多袁这是对书籍内容的延伸和升华遥 随
后张中良和大家分享了他最近在看的一本
书叶身体知道答案曳袁这本书从心理学角度袁
结合大量生活中的案例袁 分析了身体与心
灵尧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遥 人与人之间的感
知是可以传递的袁你传递什么袁你就收获什
么袁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思想袁唯一能做的
就是改变自己遥 最后袁勉励讲师们认真总结
经验袁在分享过程中加强互动尧形式更多样
化袁不断学习尧改进讲演技巧袁让分享更有
趣遥 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读书分享活动袁共
同学习袁共同进步遥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10
月 13 日袁 我公司 330W 黑硅光伏组
件成功量产袁 标志着我公司在高效
化尧可靠性的光伏发电技术发展之路
上又前进了一步袁 跻身行业先进水
平遥

该组件采用了 72 片自主研发的
多晶黑硅 5BB 电池片袁结合了低电阻
焊带尧 高透光玻璃及高反射 EVA 等

新技术袁 将多晶组件功率提升到
330W要要要组件效率大于 17.0%袁达到
了 2018 年国家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的
指标要求遥由于采用了 5BB 黑硅电池
片袁这款组件的外观颜色非常均匀袁5
根主栅的设计大大降低了碎片对组
件功率造成的巨大影响袁低电阻焊带
更是降低了组件在正常工作中的发
热量袁有效提升了组件的可靠性遥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近日袁从省
工信委获悉袁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顺利通过复审 渊赣工信科技字
揖2017铱503 号冤遥 我司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于 2015
年成立袁中心依托企业的资源优势袁同时联合其
他企业尧院校尧科研机构袁坚持野产尧学尧研尧用冶的
相结合袁承担企业技术发展战略袁围绕产业前沿
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尧 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引进
与开发尧技术成果转移和产业化尧创新人才队伍

建设尧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创造性的开展工作遥 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下设综合办公室尧 晶硅电池研
究部尧晶硅组件研究部尧检测中心尧信息中心等
五个职能部门袁拥有国内外先进检测仪器尧研发
设备及相应配套设施 120 多台渊套冤遥

企业将以本次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复审为
契机袁 认真查找与其他企业间的差距和不足袁
进一步加大企业科技创新投入袁提升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袁推动企业健康尧快速发展遥

本报讯 通讯员袁敏敏报道院2017
年 10 月 13 日下午袁第三季度绩效回顾
会议在公司党员活动室召开遥 会议由人
力资源部主持袁各系统分管领导及各部
门副主管级以上人员参加袁总经理张中
良出席并发表讲话遥

会议公布了第三季度优秀团队野卓
越绩效奖冶的获奖部门院第一名院物流推
进部袁第二名院订单管理部袁第三名院电
池质量部袁张中良为获奖团队代表颁发
荣誉证书遥

张中良对获奖部门表示祝贺遥 他指
出院 以上获奖团队分享的优秀事例袁无
一不是围绕 2017 年经营方针和目标开
展工作袁 并持之以恒的执行和不断优
化袁最终取得优异的成绩遥 有的部门虽
然付出不少袁但是考核分数低袁要认真
反思差距和原因遥 管理其实很简单袁一
个月能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袁这一件事
就是本部门承接的目标中对公司年度
经营目标达成影响最大的一件事遥 例如
采购部做到抓好战略客户尧销售部做好
应收账款就足够了遥 如果我们只知道埋
头苦干袁没有战略袁没有定位袁没有预算

和日清袁 我们的目标是永远实现不了遥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盯住部门的目标袁做
到日清袁通过体系来控制和落实遥

7尧8尧9 三个月的生产经营数据和 6
月份相比差距较大袁在产销量持续提升
的情况下袁盈利水平反而下降袁原因是
成本持续攀升袁说明内部管理的各个环
节还有很多潜力可挖遥 我们绝不能满足
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袁一定要抓住市场发
展的有利时机袁发扬野有条件要上袁没有
条件要创造条件上冶 的 野二次创业冶精
神袁在工艺技术水平尧产品质量尧成本尧
客户满意度等关键指标上不断创新和
优化袁提升公司盈利水平遥 今年一至三
季度袁 公司通过战略上的规划和调整袁
实现了快速增长袁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
和不足袁各部门要对照公司年度经营目
标袁认真总结和反思袁明确差距和关差
措施袁做到自以为非遥

最后袁张中良勉励大家在任何困难
面前都不能退缩袁要有信心尧勇气和魄
力袁要有不服输袁敢于拼搏的精神遥 希望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和
目标袁努力前行遥

王守仁渊1472 年 10 月 31 日要1529 年 1 月 9 日冤袁字伯安袁
别号阳明袁亦称王阳明遥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尧文学家尧哲学家和军
事家袁心学集大成者袁与孔子尧孟子尧朱熹并称为野孔孟朱王冶遥

阳明心学集儒尧释尧道三家之大成袁曾国藩研习阳明心学袁编
练湘军进攻太平天国袁历时十二年克尽全功袁再造乾坤曰稻盛和
夫将阳明心学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袁缔造了两家野世界 500 强冶
企业袁成为日本野经营之圣冶遥

近年来随着稻盛和夫叶活法曳尧叶干法曳和叶阿米巴经营曳以及
曾国藩研究在中国的流行袁王阳明以野知行合一冶和野致良知冶为
核心理念的心学也开始在中国盛行遥

王阳明有一句名言院野此心不动袁 随机而动冶遥 正德十四年
渊1519 年冤袁 王阳明以一已之力在一开始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形下
用 35 天平定了宁王之乱袁可以说功高盖世袁但王阳明非但未获
封赏袁等来的却是权奸江彬的种种为难遥 其中一个考验是袁江彬
派爪牙张忠领一支京军去王阳明属地南昌袁百般找事袁并每天派
人到王阳明家门口一刻不停地辱骂袁试图激怒王阳明遥 王阳明是
当时第一号功臣袁刚立下不世奇功袁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和鼓励袁
反而被百般刁难袁换做其他人袁可能早就针尖对麦芒袁落入陷阱
而死于非命袁或被气死了遥 但王阳明非但没有生气袁反而善待对
方袁化解了敌意袁使这支军队最终拒绝继续受奸臣支使遥

俗话说院野种瓜得瓜袁种豆得豆冶袁面对敌意袁王阳明野此心不
动冶袁回应的仍然是善意袁让敌意最终无从着力消失得无影无综袁
有效化解了问题和危机遥 反观我们的许多干部却恰恰相反袁非但
不能有效化解问题或危机袁反而在不断制造问题袁激化矛盾遥 一
个例子是袁前些天市里领导给我提意见袁说我们有的干部工作上
不够配合袁而我们的干部反应是比窦娥还冤遥 但不管怎么着袁公
司领导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挽回不良影响和损失遥 再举个例
子袁一个部门总是反应另一部门工作有问题袁但采取的措施却是
埋怨抱怨袁没有积极主动有效地去沟通协调袁齐心协力将问题解
决或改善袁而是不断将问题上交领导袁激化矛盾遥 如果什么问题
都找领导袁 本该部门领导或系统领导间解决的事情都让公司领
导去解决袁还要我们这么多干部做什么钥 还有的干部听到不同的
声音袁或领导的工作询问或批评袁本能反应不是闻过则喜袁而是
不爽尧气愤袁甚至愤怒曰有的干部对公司的一些工作安排尧要求袁
不是迅速反应尧马上行动袁坚定不移地执行袁而是牢骚满腹袁传播
负能量袁种下管理危机曰有的干部对一些自己看不上的人袁心怀
成见袁贴标贴袁表面上不对抗袁心理上硬抵触袁行动上不积极袁事
实上形成了虽表面上无矛盾袁实际上却心魔暗藏袁难以根除遥

对照王阳明袁面对先贤袁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干部可以说都
没有资格居功自傲袁翘尾巴袁自负或自大遥 王阳明立下不世伟业袁
面对刁难和屈辱尚能 野此心不动冶袁 而我们面对自己的同事尧领
导尧合作伙伴袁为什么要充满野敌意冶钥 又或在你认为的对方可能
有野敌意冶面前不能向王阳明一样野此心不动冶袁回应善意和积极
呢钥

由此我想起了武志红在叶身体知道答案曳一书中讲到的一个
故事袁说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半年的时间里遇到了近 20 例乘客不
付车费的事件袁 而这种事为什么在其他司机身上发生的几率几
乎没有呢钥 因为这个司机总是把乘客当作坏人尧担心乘客会不付
车费袁而最终乘客果真就真的的不付车费了袁或者说有些脾气大
的乘客觉得既然你把我当作了坏人尧认为我不想付车费袁我又为
什么要付车费呢钥

想要什么袁先给什么袁野给别人冶是种子袁种子会开花结果袁也
即我们说的因果遥 所以袁出了任何问题袁我们所有相关方首先应
该反思的是自己有什么问题袁而不应把责任推给别人袁如果你种
下的是完美的野种子冶袁就一定会结出理想的果实袁想错也错不
了曰如果你的野种子冶有瑕疵袁而结果也一定会与理想差之千里遥

去年春节过后的第一次考评会上袁 我们提出了干部修养问
题袁为此我还写了一篇叶论瑞晶二次创业过程中的干部修养曳的
文章袁在公司今年的经营方针中我们提出了野以建设学习型团队
为基础袁进一步提升团队执行力和战斗力冶的要求袁为此总经办
组织了每周一次的案例培训袁和每月一本书的读书及分享工作袁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袁 干部的学习热情和态度及认识观念等虽均
有提高袁干部的修养和沟通尧协同等能力仍亟待提升袁永远野自以
为非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人身上只停留在了口头上遥

练为战袁 不为看遥 习近平总书记
讲院野知冶是基础尧是前提袁野行冶是重点尧
是关键袁必须以知促行尧以行促知袁做
到知行合一遥愿我们所有干部袁在公司
组织的培训和学习活动中袁 在公司提
供的良好平台上袁 能够真正做到学以
致用袁以史为鉴袁以贤为镜袁以已为非袁
全面提高自身修养袁 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袁 提高沟通协同作战
的能力袁纵向在团队内尧横向在团队间
形成合力袁 共同促进企业整体竞争能
力的提升遥

本报讯 记者周莉报道院在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袁10 月 21 日袁
由江西省总工会主办袁以野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世界光伏基地冶为
主题的江西省首届光伏企业职工技能创新大赛在上饶经济开发
区隆重举行袁我公司来自组件制造部尧光伏应用工程公司尧工艺技
术部共计 11 名员工组成代表队参加比赛遥

本次比赛按照光伏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划分为晶硅尧 组件尧电
池及电站安装四个专业技能赛区及 16 个工种竞赛项目袁 来自 7
个设区市 11 支代表队的 198 名选手展开角逐遥 经过两天激烈的
比拼袁公司组件制造部胡军梅荣获奥特维焊接二等奖袁光伏应用
工程公司张水桃尧 刘秋平荣获 3KW 电站安装二等奖以及电站赛
区优秀团队奖遥 光伏产业是一个知识技术高度密集的新兴产业袁
对于一线员工的素质和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袁通过和其他地区同
行切磋交流袁大家既增长了见识袁也找到自身的不足和今后要改
进和钻研的方向遥

本报讯 记者耿华报道院10 月 26 日袁
由江西省工商联主办的野2017 江西民营企
业 100 强冶发布会在南昌市召开袁会议发布
了 野2017 江西民营企业 100 强冶尧野2017 江
西民营企业制造业 100 强冶尧野2017 江西民
营企业服务业 20 强冶名单以及叶2017 江西
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曳遥 我司成
功入围袁成为新余市唯一一家入围的光伏
企业袁 也是自 2013 年首次发布该排名以
来袁新余市唯一一家连续 5 年入选省民营
企业和民营制造企业双 100 强的企业遥

近年来袁面对市场竞争激烈袁价格快
速下滑等形势袁我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快速增长遥 2016 年比 2012 年增长 4 倍袁出
口业务更是连年保持三位数增长袁位列渝
水区出口总额第一名和新余市增速第一
名袁不但与中电投尧中电建尧葛洲坝尧天合尧
阿特斯等国内行业巨头建立了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袁 而且成为世界 500 强美国
霍尼韦尔全球光伏行业唯一授权合作伙
伴袁成为塔塔尧阿达尼尧海尔等跨国大公司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遥 公司和产品知名度袁
以及内部管理效率等有了很大提升遥

2017 年袁 我公司经营情况继续改善袁
1-9 月份产销量同比增长 36.88%袁总出口
额同比增长 32.94%袁常规多晶硅电池片平
均转换效率超过了 18.6%袁金刚线+黑硅技
术平均转换效率已突破 19%袁 辅以公司的
多栅技术袁公司已具备超级领跑者的技术
能力袁即用多晶价格和技术做到单晶产品
水平袁极大提高了公司市场竞争实力遥 第
三季度连续刷新月产销量尧人均产值历史
记录袁存货周转天数降到 7 天以内袁应收
账款周转天数降到 10 天以内袁均领先行业
先进水平遥

据悉袁除瑞晶公司外袁我市还有 3 家
企业同时入围 2017 年省民营企业和省民
营制造企业 100 强袁 分别是江西赣锋锂业
有限公司尧 江西省百乐米业股份有限公
司尧江西青春康源集团有限公司遥

在未来袁 我公司将继续秉承 野创业创
新袁合作共赢冶的发展理念袁继续强化创新
驱动袁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袁
发挥百强企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袁 为我省
和我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遥

渊原载 10月 31日新余日报冤

江西省民营企业和民营制造企业双 100 强揭晓
瑞晶公司成新余市唯一连续 5年成功入围企业

众议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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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参加江西省首届光伏企业职工技能创新大赛

参加比赛代表合影遥

从王阳明“此心
不动”说开去

张中良

第三季度绩效回顾会议召开 建设学习型团队 打造创新型队伍
第二期干部读书分享会成功举办

我司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顺利通过复审 330W 高功率黑硅组件成功量产

张中良在考核会上讲话遥

图为发布会现场遥

张中良给讲师颁发荣誉聘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