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霞 后勤部

2009 年 8 月入职遥始终坚持
以身作则袁 要求他人做到的袁首
先自己必须做到遥 对待工作兢兢
业业袁任劳任怨袁敢于管理袁善于
管理遥 面对脏活累活袁她一马当
先袁遇到人手不够时袁她主动放
弃年假和月休遥 部分服务员工作
或生活中有思想负担时袁她就是
知心大姐抚平每个人内心深处遥
在她的带领下袁 食堂厨房的各
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袁取得
一定的成绩袁得到上级领导的
一致好评遥

彭迎春 国际商务部

2013 年 7 月入职袁党员遥 在
2017 年袁 她坚决执行公司的战
略袁个人业绩 2.28 亿袁同比去年
增长 13%遥她始终秉承客户是我
们的衣食父母袁不断创新业务模
式袁认真维护老客户袁积极开发
新客户袁 不仅开拓了销售渠道袁
而且让瑞晶品牌为越来越多的
海外客户所熟悉尧接受并认可遥

黄强 组件制造部

2009 年 7 月入职袁党员遥 为
提升内部基础管理水平袁4 月份
完成野少帅冶培训课程袁在 5 月份
公司组织考核部门基层管理人
员资格认证考核通过率达 99%袁
部门转正基层员工上岗证考核
持证率达 100%袁从 2017 年 7 月
份起到袁她负责代理管理组件二
厂生产安排袁在代理期间组件生
产人工成本尧碎片率均在指标控
制范围内袁期间无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遥

高慧慧 技术研发中心

2015 年 9 月入职袁 党员遥
带领团队解决产线异常问题袁
提升产品品质袁 降低前 EL 返
修比例尧 提升组件清洁度尧降
低后 EL 隐裂比例袁 解决层压
气泡问题曰并多次与质量部沟
通袁解决产线功率问题遥3 月份
开发 3.2mm 玻璃在 P72 组件
上的应用袁5 月份将 26 块包装
更改为 27 块包装袁11 月份开
发 35*35 边框用于 P72 组件
上的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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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华程 订单管理部

2017 年 6 月入职遥虽然入
职时间短袁但他始终保持着积
极向上的工作态度袁 日事日
毕袁 日清日高的工作作风袁做
到工作野0冶失误遥 7-11 月盘活
库存积压的 18 万片硅片袁价
值约 70 万元遥 在 11 月的野度
森冶事件中表现突出袁从公司
利益出发袁 不计较个人得失袁
用迅速有效的行动降低了生
产损失袁为生产提前复线争取
了时间遥

张水桃 光伏应用

2010 年 8 月入职遥 带领施工
团队完成了 37MW 各电站运维
和保养袁 保证了各电站正常发电
和收益袁 全年共完成电站运营维
护共 653 项遥 以及完成自建屋顶
发电项目华腾地毯 700KW尧御天
城 8KW 户用系统尧上海 5KW 户
用系统等遥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尧
任劳任怨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踏
踏实实地做着自己挚爱的电力事
业遥

廖汉芬 电池制造部

2015 年 6 月入职遥 2017
年组织电池制造部员工和基
层管理者培训 618 场袁亲自上
台授课 70 场遥 为保证新员工
能及时投入一线袁缓解产线压
力袁经常加班进行新员工入职
培训袁全年已进行入职培训 53
场遥 同时袁兼顾物料组的电池
片入库工作袁周末加班进行盘
点数据的提供袁确保入库数据
与实物的精准率 100%遥

物流推进部 张腾莉

2010 年 10 月入职袁党员遥 他
工作责任心强袁党员模范意识高袁
抱着敢打必胜的工作心态带领团
队勇于承接部门和公司各项指标
并出色完成遥2017 年袁他盘活电池
原材料资金近 2500 万曰改善了呆
滞备品备件库存袁 对使用现场的
备品备件做了最新的监管措施曰
电池片包装箱二次利用 9000 多
套袁 节约包装材料成本 45 万多
元遥 他以公司利益为重袁使降本工
作在他负责的工作范围内取得优
异的成果遥

刘春 质量部

2010 年 5 月入职遥 在工作中
关注客户体验袁 以全面提高满意
度和忠诚度为目标遥 对于客户的
侧重点进行掌控袁 对库存电池片
的特性详细记录袁 将收集的信息
提前告知出货相关部门袁 做好出
货前协调工作袁 规避异常的发
生遥 客户反馈质量问题及时沟
通跟进袁督促产线整改袁定期对标
客户袁实现精准差异化管理遥 创新
思维袁改变抽检方式袁提升效率和
检验准确性遥2017 年以野零冶投诉袁
完美收官遥

梁六根 工艺技术部

2011 年 2 月入职遥 今年主动
请缨承接黑硅项目的调试工作遥
项目实施过程中袁始终做到承接
目标不动摇袁 资源缺失不抱怨袁
遇到困难不退却袁 利用各种渠
道袁收集设备的相关知识及工作
原理袁在环境恶劣的车间不断调
试遥 仅用了一个月就从一个黑硅
野外行冶干到一个野内行冶袁主导制
定黑硅的 SOP 等相关文件规定遥
现在黑硅已经开始批量生产袁最
高效率突破 19.10%遥卡槽印 0.3%
要0.5%袁 小黑点雪花印控制在合
理水平遥

程玉兰 电池质量

2008 年 9 月入职袁党员遥 根
据客户端的质量反馈情况袁优化
检验标准多次遥 对产品的低效率
统货进行多次合并袁优化电池片
种类达 100 余种袁加速电池片流
转和资金的回笼遥 在平凡岗位上
把工作当自己事业袁把公司的利
益最大化当作自己奋斗价值终
极目标遥

曾龙 设备设施部

2015 年 7 月入职遥 他自主设
计袁 在丝网三号机出料端制作加
装了加长加宽导向条袁 解决了丝
网下料速度和烧结炉网带速度不
匹配导致的背面铝包引起的正面
划伤的问题袁 改善了电池片的品
质袁提高了产出的 A 级率遥 利用
工 作 空 闲 时 间 将 更 换 下 来 的
旧备件重新维修利用袁为公司
节省成本遥

管观远 设备设施部

2010 年 6 月入职遥主动承担
二尧三期后清洗刻蚀槽滚轮改造
调试工作袁带领清洗团队拆卸滚
轮支架袁对设备槽体及整机水平
重新调整袁 经过 3 个多月的调
试袁 为公司节省了 10 万的调试
费用曰 参与黑硅项目设备改造袁
并利用闲置的 PLC 触摸屏尧泵尧
继电器等袁编写 PLC 程序满足工
艺需求的补液系统遥

胡松平 组件设备设施部

2009 年 9 月入职遥 今年 5
月袁组件一厂固化房二线的链条
板的电机轴突然断裂袁假期主动
赶到公司袁带领设备人员拆下断
裂电机轴袁 积极寻找能维修商
家袁并自费联系车辆拉到维修商
处进行焊接维修袁 并守在维修
处袁让其加班维修焊接袁维修好
后又亲自负责送回袁随后组织设
备人员进行安装袁直到晚上十点
多才安装调试完成遥

彭景锋 组件质量

2015 年 7 月入职遥 今年 8
月袁在焦作对供应商 3 种不同规
格的玻璃进行抽检袁以确保玻璃
的质量遥 期间袁他及时将现场的
异常情况反馈给公司袁在发现玻
璃钢化不合格的情况下坚守检
验岗位袁连续工作 40 余个小时袁
不断向公司领导汇报现场检验
结果袁 并取得供应商的质保函袁
确保了订单的顺利完成袁提升了
客户对公司的满意度遥

张圆圆 电池质量

2009 年 3 月入职袁党员遥 将
原有 EPE 箱 切 换 使 用 环 保 充
气包材袁增加了电池片运输防
护能力袁 年降本近 120 万曰推
进各供方质量协议签订袁累计
签 订 51 家 曰 IQC 累 计 挑 选 呆
滞 B 硅硅片 27 万片袁 合计创
造价值近 175 万遥

彭丽丽 电池质量

2013 年 2 月入职遥提出在测
试下料整百前后使用真空板袁有
效防止电池片脏污和氧化袁该项
目在二期已全线推广改善曰对二
期 B 班质量团队的质量意识和
产线管控袁 进行全面宣导和现
场培训曰对测试未满整百散片
不允许下到 FQC袁有效的解决
部分离散遥

夏明勇 工艺技术部

2010 年 9 月入职遥结合自身
在生产几年的经验与技术相结
合袁使 PE 返工率上降至 0.8%左
右遥 通过将发红片插入舟内调试
工艺袁使发红片加时重镀后变成
正常片袁 验证成功后迅速推广袁
返工率尧生产成本下降显著遥

罗袭 工艺技术部

2013 年 4 月入职遥 配合导
入导入 RS-082-7-A 正极网
版袁 正银印刷湿重降低 5mg 左
右袁 以现在的浆料采购价格袁每
降 5mg 的浆料袁 公司每年可以
节省 300 万的成本遥 同时改善了
正电极副栅线宽线型袁提升电池
片转换效率 0.03-0.05%袁增加了
高效片出货产出比例遥

孙立强 工艺技术部
2015 年 6 月入职遥 通过野奖

励激增冶带动员工积极性转变观
念改善断栅袁成功铺开使用 RS-
080-5-A 网版袁使多晶硅转换效
率在两个月内提升 0.13%遥 与测
试工程师全面推广 RS-082-7-
A 正极网版提升转换效率袁在金
刚线印刷 EL 风险的情况下袁通
过优化使用正银方式袁使电池片
平均效率提升近 0.03%遥

邓青华 工艺技术部

2017 年 5 月入职遥 积极参与
新产品工艺的调试和后续工艺
提效和制程完善的工作袁 在黑硅
改造项目初期袁很多操作需要人
工手动完成袁 还要忍受将近 40
度的高温袁环境非常恶劣遥 虽是
女儿身袁但是不让须眉袁面对困
难不退缩不抱怨袁在短时间内迅
速适应工作岗位袁对黑硅工艺流
程的监控和产线异常的处理等
方面工作出色遥

李雪梅 电池质量

2008 年 9 月入职袁党员遥今
年 3 月份开始产线切入金刚
线袁她积极主动向同行学习袁带
领团队迅速摸索出一套适应新
产品检验手法及颜色的检验标
准遥 并在不影响产品质量及产
品包装美观的情况下袁 回收返
工使用组件周转内盒 35 万个袁
为公司节约大量的材料成本和
人力成本遥

朱丽萍 后勤部

2008 年 9 月入职遥她在工作
中严格要求自己尧脏活尧苦活尧累
活她都是主动冲在最前面袁从来
不发牢骚遥 在其他人想偷懒尧发
牢骚的时候袁她不声不响袁主动
带头去做工作遥 在同事之间忙不
过来的时候袁 她主动去帮助他
人袁用自己的切身行动为他人树
立了一个榜样袁潜移默化中带动
了大家工作的积极性遥

蒋帅 国内销售部

2014 年 7 月入职遥 2017 年袁
个人销售量 5441 万片袁 销售回
款 4.16 亿元遥时刻以公司目标为
重袁为能及时有效完成处理公司
各项工作袁新生儿降生时仍在外
出差袁放弃 15 天陪产袁始终坚守
岗位遥 市场硅片紧缺时袁及时协
调双经销硅片到料袁保障公司稳
定运营生产遥

彭林 光伏应用

2012 年 8 月入职遥工作认真
负责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和抗压
能力袁能很好的完成领导交待的
每一项工作遥 2017 年袁完成电站
建设维护尧厂务维修尧基建工程
等相关业务采购 120 批次曰工程
类新建尧技改项目 24 项曰维修类
项目 200 余项袁 抢修类项目 5
项袁保证了公司其他工作的顺利
实施遥

钟丽娟 人力资源部

2009 年 8 月入职遥每逢部门
人事专员外出招聘袁为了不耽误
人资部工作袁经常白天帮忙安排
员工面试袁晚上加班加点完成工
资核算遥 在休产假期间仍心系工
作袁悉心指导同事袁并提前结束
休假上岗遥

吴卫兵 电池制造部

2010 年 8 月入职袁党员遥 自
担任前清洗工序长以来袁兢兢业
业袁不断创新袁出色完成所在班
组的野第一道工序野质与量的关
卡袁 带领所在岗位人员协同工
艺/设备解决了岗位的诸多异
常袁特别是野污染片冶的验证院由
最初的 10%的降级袁改善至目前
的根治归零遥

罗文文 总经办

2011 年 8 月入职袁党员遥 按
期维修尧保养车辆袁经常利用空
闲时间洗车尧擦车遥 在公务出车
时袁始终做到热情服务袁随叫随
到袁早晚加班袁在外出差时连续
十三四个小时袁 也毫无怨言袁用
党员军人的执行力得到了领导尧
同事尧客户的一致好评袁时刻为
公司的发展需要贡献自己的光
和热遥

袁敏敏 人力资源部

2013 年 7 月入职遥她爱岗敬
业袁认真负责袁执行力强遥 对于领
导布置的工作任务袁 即使再难袁
也会加班加点完成袁力争做到日
事日毕遥7 月份的叶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曳申报工作时间紧袁任务
重袁 连续几天加班加点完成袁最
终顺利通过遥

何军 物流推进部

2010 年 3 月入职袁党员遥 面
对 2017 年销售订单不断上涨袁
作为电池成品仓领班袁在没有增
加人力的情况下袁依然高效地完
成各项出货任务遥 为满足客户需
求袁保证出货及时袁只要有工作
需要袁不管是半夜三更袁还是刮
风下雨袁他总能随叫随到袁从不
抱怨袁 认真完成每个批次的出
货遥

简云峰 物流推进部

2015 年 2 月入职袁党员遥秉
着承接目标不动摇的工作理
念袁对领导交待的事情袁都会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遥 在
每天高效叉运的情况下袁 还负
责部门通讯工作袁2017 年度投
稿 61 篇袁并在总工会及党刊上
发表过文章遥 在人力紧张时也
做过统计工作的过渡遥 始终
以最饱满的精神迎接每一份
工作遥

组件制造部 黄爱清

2012 年 4 月入职遥自入职厂
以来袁一直尽力尽责做好自己的
本质工作遥 不断学习并严格要求
自己遥 对每一托来料的信息都记
录完整准确袁且在分选中把电池
片的缺角袁划伤袁断栅袁来料碎
片袁印刷不良等归类清晰袁数量
准确袁分选报表野0冶差错遥

组件制造部 华威

2015 年 10 月入职遥 在层叠
前 EL 测试岗位工作中袁 能准确
无误且快速完成工作袁 准确率
99.8%袁没有出现过因工作失误出
现不良遥在层叠返修区袁平均每
天返修组件 100 块左右袁返修
正确率 99.99%袁没有二次返修
组件遥

组件制造部 胡军梅

2011 年 9 月入职遥自进入组
件焊接工序以来袁能积极主动完
成上级下达的计划产能 袁 完成
本工序的自身工作外袁积极对新
员工进行指导培训袁让新员工快
速掌握技能起到了关键作用遥 并
在首届江西光伏企业职工技能
大赛上荣获奥特维焊接 野第二
名冶的优异成绩遥

电池制造部 张佩

2015 年 1 月入职遥 身为丝
网工序长袁严格要求自己袁认真
负责的工作袁不断创新袁团结同
事积极上进袁 在指标面前绝不
低头和认输袁 克服一切困难做
到所要求的指标袁 最终以使用
浆料耗量以平均 0.108g/片袁网
版耗量平均达成 23574 片/块遥
产量平均以 1053625 片/月袁为
公司获取利益遥 指标位居六个
班组首位遥

丁良 电池制造部

2016 年 2 月入职遥担任后清
洗岗位以来袁本着承接目标不动
摇袁在本岗位标配少一人的情况
下袁能够合理的安排好本岗位工
作并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产量目
标袁碎片率控制在 0.13%以内袁单
班产量最高突破 12.5 万片遥离职
率控制在 1%以内遥 主动承担倒
班统计职务长达 5 个月并帮助
请病假同事代班一个月 遥

钱萍 电池制造部

2009 年 1 月入职袁党员遥 执
行力就是战斗力浴 所带班组在
野二次创业冶尧野产能冲刺 60 天冶
等活动中袁 承接目标不动摇袁精
益求精袁不断创新袁各项 KPI 指
标屡创新高袁为电池制造部最稳
定尧高产能之班组遥11 月袁网版寿
命创公司建厂以来最高历史纪
录遥

丁冬花 电池制造部

2013 年 1 月入职遥 9-11 月
解决呆滞料 25.862 公斤袁 三期
呆滞料为 0遥 浆料分线管控袁改
变原有的交接班方式袁对网版称
重袁减少过滤浆料产生袁浆料损
耗降低遥

付萍 电池制造部

2015 年 4 月入职遥 2017 年袁
带领二期物料组将碎片粘成胶
带片袁给公司增加 56440 元的收
益遥 在网版寿命管理方面袁采取
了分线管理尧分订单监控及分供
应商监控寿命的措施袁全年硬线
三道平均网版寿命达到 19763
片/块袁超过部分软线的水平遥

刘谭良 电池制造部

2013 年 7 月入职遥身为工序
长袁带领本工序人员出色的完成
各项 KPI 指标袁在同工序所有班
组中产能最高袁 报废率最低遥
2017 年度年度工序出勤率 99%袁
离职率 0%袁 稳定的人员成为工
序生产工作强有力的保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