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2017 年 12 月 26 日袁受江
西省工信委委托袁新余市工信委组织验收委员会专家对我司
研制的两项新产品野超薄高功率低衰减双玻光伏组件冶和野金
刚线+添加剂电池片冶进行了鉴定验收遥验收委员会专家由南
昌大学周浪教授尧 江西师范大学雷敏生教授等七人组成袁经
过现场了解研制过程汇报尧相关技术资料审查尧样品查验袁经
考察尧评议袁最终确认我公司以上两项新产品应用领域广阔袁
社会经济效益明显袁 各项检查指标达到项目确认书技术要
求袁同意通过省级新产品验收袁鉴定水平均为国际先进遥

姻2 月 新产品“5BB 大尺寸
电池片的高功率组件”荣获江西省
优秀新产品一等奖；新产品

“1500V 系统电压组件”荣获江西
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姻3 月 新产品“高拉脱力防
断栅四主栅电池片”荣获新余市科
技进步三等奖；

姻3 月 高性价比金刚线电池
及组件开发成功；

姻4 月 高效黑硅电池及组件
开发成功；

姻7 月 国内首家槽式+链式
湿法黑硅项目实现批量化生产，同
时 5BB 黑硅组件量产发货；

姻7 月 荣获“全市先进基层
党组织”称号；

姻8 月 获批“江西省光伏电
池及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姻8 月 通过“江西省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复查；

姻9 月 孙杰荣获“新余市科
学和技术带头人”荣誉称号；

姻10 月 顺利通过“光伏制造
行业规范企业”复查；

姻10 月 330W 黑硅高功率组
件量产；

姻10月入围“2017 年江西民
营企业 100 强”、“2017 年江西民营
企业制造业 100强”，排名分别为 60

和 31；
姻11 月 获批“江西省两化深

度融合示范企业”；
姻11 月 瑞安公司荣获领跑

中国可再生能源先行企业 100 强
之“单项顶级光伏投资 EPC（含跨
界）品牌”殊荣。

姻12 月 获批设立“江西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姻12 月 取得巴西 INMETRO
认证，完成产品在巴西市场上列
名；

姻12 月 印度瑞安公司正式
注册成立。

第四季度质量奖现场评审暨颁奖仪式成功举行
本报讯 程玉兰报道院为了倡导野质量是瑞安的生命冶的理念袁体

现质量的价值袁12 月 25 日下午袁 由质量部组织策划的 2017 年第四
季度质量奖现场评审暨颁奖仪式在公司党员活动室举行遥

本次活动现场评审小组由制造系统副总监李国君袁 研发中心总
监助理孙杰袁质量部负责人齐坚以及生产系统部门经理组成遥 13 个
项目团队负责人对各自改善项目进展以及受益分析进行了详细阐
述袁经过现场答辩尧民主评议袁最终评选出 6 个优胜团队袁分别是院第
一名院电池前六脏污改善团队曰第二名院二期质量机台重复性改善团
队尧质量联检团队曰第三名院二期 5BB 金刚线斑点返工改善尧供应商
缩水物料改善尧P72 组件导入 3.2mm 钢化玻璃遥 此外袁来自生产系统
各部门尧 各岗位在质量改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13 名员工荣获优秀
个人奖袁分别是院简燕青渊电池制造部 PECVD冤袁胡秋红渊电池制造部
扩散冤袁周梅兰渊电池制造部 扩散冤袁林赛智渊电池制造部 丝网印刷冤袁
周陶渊工艺技术部 工程师冤袁周小春渊电池设备设施部 工程师冤袁周雪
琴渊电池质量部 IPQC冤袁黄小秋渊电池质量部 FQC冤袁黄正苟渊组件制
造部 包装工序冤袁康平兰渊组件制造部 装框工序冤袁彭云刚渊组件设备
部 设备技术员冤袁刘志林渊研发中心 研发部技术员冤袁郭纯姣渊组件质
量部 组件 OQC冤遥

公司获批设立江西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本报讯 高杨报道院近日袁江西省委组织部尧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文袁 公布了江西省 31 家单位获批设立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名单袁我公司经过现场答辩尧专家评
议尧网上公示等环节袁在上百家候选企业单位中脱颖而出袁成
为唯一一家获批的光伏企业遥 这也是我公司继获批成立野江
西省企业技术中心冶野江西省光伏电池及组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冶之后的又一省级称号遥 标志着我公司在产学研建设上
又迈出了一大步袁并将有效夯实瑞晶在光伏行业内袁达到国
内领先尧国际一流的水平遥

我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工作袁近年来共承
担了省市级和自立项目 20 余项袁先后获得江西省火炬计划 1
项袁江西省科技支撑计划 1 项袁江西省重点新产品 8 项袁承担
了多项市级科技计划遥 申请专利共计 52 项袁其中申请发明专
利 18 项尧实用新型专利 32 项尧外观设计专利 2 项袁已授权专
利共计 29 项遥

本报讯 陈小宝报道院2017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袁由江西
省工信委举办的 2017 年江西省智能制造推进工作会在南
昌万达铂尔曼酒店召开遥 会上公布了野2016尧2017 年江西省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冶名单袁我公司作为新余市唯一一家光伏
企业成功入选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袁 而光伏行
业是我国技术和配套资源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领域之一遥
随着产业进步袁光伏产品对质量尧技术的要求逐步提高袁作
为迈向野制造强国冶的主攻方向袁光伏产业深入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袁加快落实制造强国发展战略遥 从 2014 年开始袁瑞

晶公司就开始布局智能制造遥 通过近两年的不断努力袁凭
借多年深厚的制造经验以及借鉴吸收国际尧国内先进的制
造理念与方法袁克服技改资金极为短缺袁技术力量相对薄
弱的各种困难袁对多晶电池生产线和组件生产线袁进行了
重大技术改造袁全面引进自动化尧数据化尧智能化之后袁产
量尧质量尧制造水平袁都有了一个质的提高遥 同比 2014 年电
池产能增长 80%袁 组件产能增长 390%袁 生产成本下降
40%遥 常规多晶太阳能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达到 18.8%袁多
栅尧金刚线尧黑硅多项技术叠加转换效率突破 19.1%袁达到
行业先进水平遥

省工信委巡视组莅临
公司调研指导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12 月 27 日袁 省工信委副
巡视员马勇一行莅临公司调研袁省工信委新兴产业处处长万
钧尧市政府副秘书长彭九根尧区政府副区长张菊花等陪同袁公
司总经理张中良负责接待并汇报工作遥

张中良带领马勇一行参观了公司金刚线黑硅技术改造
车间袁详细介绍了公司高效金刚线黑硅电池片智能化应用项
目情况及进度遥 马勇认真听取了汇报袁随后双方就现阶段技
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遥 张中良指出袁我公司金刚线黑硅
电池片平均效率预计达到 19.2%袁满足野超级领跑者冶计划技
术标准遥 在光伏行业金刚线切片技术是一革命式创新技术袁
相比于传统砂浆切片技术袁具有切片效率高尧单片成本低尧品
质稳定尧价格低等特点袁应用金刚线黑硅技术袁企业能生产出
高效金刚线多晶硅电池片袁生产成本极大的降低袁进一步提
升了企业市场竞争力遥 马勇对公司高效金刚线黑硅电池片智
能化应用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肯定袁鼓励我公司能够抓住
机遇早日完成金刚线黑硅技术改造袁推动我省光伏产业的发
展再上新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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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浴
值此新年来临之际袁 首先代表公司管

理层向全体干部员工致以新年的祝福袁向
一直以来关心尧 支持公司发展的国内外客
户尧各级领导和合作伙伴表示衷心感谢遥

2018 年是瑞晶公司成立的第十个年
头袁也是瑞安新能源诞生的第二年袁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袁看今朝旖旎风光秀遥 十年袁除
了感恩尧感谢尧感激和感动袁瑞晶人来不及
庆贺袁没时间休整袁重理行装袁归零出发袁瑞
晶渊安冤人永远在路上袁追梦不息袁奋斗不
止遥

此时最想说的话还是感恩袁感恩客户袁
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遥 以客户为中心袁服
务客户袁 让客户满意给了我们活下来的理
由袁和活下去的信心遥 十年来瑞晶服务了数
百家客户袁你们不断升级的需求袁给了我们
动力袁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袁让我们在产品
质量尧成本和效率等方面做得越来越好遥

感谢合作伙伴袁是你们的信任与支持袁
才有了我们能够活下来的基础与条件袁锦
上添花袁莫若雪中送炭袁瑞晶渊安冤人永远会
记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扶过一把的人袁
合作共羸袁共生共荣袁瑞晶渊安冤更美好的未
来让我们一起去创造遥

感激各级政府领导的关心厚爱袁 十年
前是你们将瑞晶引入新余扎根落地袁 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创业难题袁在欧美双反袁
瑞晶上市折戟袁最困难的日子里袁是你们给
予了充分的信任与支持袁 现在已经深深根
植于新余的瑞晶将义不容辞地担起自己的
社会责任和产业发展责任袁一往无前袁愈挫
愈奋袁再接再励遥

最后感动我的永远是我们可敬而又可
爱的瑞晶渊安冤人袁是你们的坚守与付出袁不
屈与不挠袁让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将
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奇迹袁涌现出一个又一个
可歌而又可泣的人和事院在项目资金没有来
源的情况下袁 我们完成了组件自动化改造尧
电池自动化改造尧电池 PID 技术升级尧电池
提速升级尧黑硅技术和设备改造袁在短短不
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金刚线+缘 栅的战
略聚焦袁完成了客户端和供应端战略客户的
阶段性推进效果袁期间涌现出野瓦西里冶人物

黎菊根尧陈秀尧邬磊袁以及带领团队野自驱动冶
屡创产量记录的李国君袁苦干加巧干尧关键
技术指标领先行业的技术带头人孙杰尧柳
恒袁执行公司战略决策尧勇于开拓国际市场
的费华幸袁执行力强尧产成品周转速度做到
行业领先的黄晶峰袁特别能战斗的销售和采
购团队袁 以及协同作战效果突出的黄朝霞袁
野自燃人冶康华程尧罗水林尧孔维栋等等遥

2017 年绝大多数部门完成了公司经营
计划中的目标任务袁 公司也在产销量尧成
本尧质量尧技术指标尧效率指标尧效益指标袁

以及客户满意度等方面保持了持续改善和
进步的良好势头袁 基本达成了公司分立后
的第一个小目标遥

展望 2018 年袁公司将在野创业创新尧共
创共赢冶的发展思路指导下袁以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为纲袁优化合作伙伴袁上下同欲袁共
同推进质量尧成本尧交期等竞争力提升袁获
取更有价值订单曰紧盯行业技术领先企业袁
借力借智袁开放创新袁使产品关键技术指标
达到先进水平曰持续聚焦人均效率尧资金效
率等指标袁 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质量和效
益袁为公司未来上市打下坚实基础遥

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互动与论证袁公
司和各部门 2018 年的事业发展计划已定袁
我们将踏上新旅程袁扬起新风帆袁通过贯彻
实施客户优质化尧 制造精细化尧 产品差异
化尧执行精准化尧团队优秀化的经营策略袁
聚焦客户痛点袁着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袁落
实预算尧预案尧预通尧预赢袁在跑步中系鞋
带袁在日清保障机制中实现新的飞跃发展遥

又是一年钟声起袁 新一年的征程开始
扬帆袁 新一度的航行开始起锚袁野浩渺行无
极袁扬帆但信风冶,光伏是中国为数不多在国
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袁 是代表世界发
展趋势的新兴产业袁 也是江西省和新余市
的支柱产业之一袁 放眼产业的未来和全球
市场的发展袁广阔无垠袁没有尽头袁让我们
扬起风帆袁向着瑞晶渊安冤人的梦想之地御
风而行遥

技术研发中心
2017 年研发中心团队成功开发出金刚线工

艺袁降低硅片采购成本 0.5 元/片袁同时引进黑硅
技术袁 开发出国内首家槽式+链式的黑硅工艺袁
将黑硅效率提升至 19.1%袁常规多晶硅电池片转
换效率达到 18.8%袁达到行业先进水平遥 除金刚
线组件尧黑硅组件外袁还独立开发了双玻组件尧
隐藏汇流条组件尧轻质组件等新产品袁最高功率
由年初的 325W 提升到 330W遥 完成专利 7 项袁
其中发明 2 项袁实用新型 5 项遥 荣获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尧省级工程重点技术研究中心尧江西
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尧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
荣誉称号遥

采购部
2017 年采购部继续创新思维袁 拓展双赢合

作模式袁采取有效措施优化供应商管理尧落实资
金预算袁 加强风险管控袁 进一步提升资金利用
率尧到货及时率以及降低采购成本遥 电池片原材
料尧组件主材尧包材尧化学品尧特气尧备品备件尧设
备改造节省采购金额约 1086 万元遥 正银下降
150 元/公斤袁化学品下降 12%袁包材下降 5%袁备
品备件下降 1%遥

物流推进部
2017 年物流推进部严格执行公司战略方

针,深入推进零库存目标遥 存货成本较年初下降
比例超过 80%袁 盘活公司积压资金 4000 多万曰
存货周转天数下降至 2.74 天袁 创历史新低曰电
池入尧出库数量均比去年提升 6%袁但人员优化
比例达 12%袁节约成本 6 万元多元曰回收和二次
利用包装箱 9000 多套袁节约成本 45 万多元曰超
过 90%的电池片木托盘材料均来自回收再加
工袁节约成本 50 多万元遥

工艺技术部
2017 年工艺技术部重点聚焦工艺改良和降

本增效遥 为完成各项关键指标袁管理人员和工程
师带头加班加点袁连续几周奋战在生产一线袁在
团队共同努力下袁黑硅效率提升至 19.1%袁达成
量产曰 常规多晶电池片转换效率同比去年提升
0.2%曰电性能失效片数量下降 75%袁单月减少失
效片入库 20 万片袁单月提升产值 40 万元曰材料
成本费用渊三浆三版费用冤较 2016 年下降 0.12
元/片袁 单月将减少成本费用 150 万元以上曰化
学品单耗量较 2016 年下降 19%袁单月减少成本
费用 50 万元遥

电池制造部
2017 年电池制造部加强科学化管理袁 系统

化管控袁学习型团队建设袁通过不断优化部门绩
效考核体系袁改变管理思维和作风尧提升管理方
法等方式袁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性遥 2017 年
产量同比增长 9%袁总人数下降了 3.1%袁砂浆线
正电极网版寿命增长 35.5%袁 万片工时下降
17.6%遥 全年回收 2.28 万片胶带片袁效益增加约
7.8 万元遥

浩渺行无极 扬帆但信风
张中良

金 兰 奖 团 队 风 采

加快新一代智能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推动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我公司成功入选“2016、2017 年江西省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元 旦 献 词元 旦 献 词

公司 2017 年度大事记

公司两项省级新产
品顺利通过验收

总经理张中良发表元旦献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