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 月 25 日袁 是瑞晶公司成
立十周年庆典暨光伏扶贫电站捐建仪
式和瑞安新能源年会的日子袁却也是茅
侃侃自杀的日子袁 曾经的追风少年袁愿园
后 IT 创业者的标杆遥 本毫不相干的两
件事袁却历史巧合地联系在了一起遥

雪裹着细雨在窗外轻轻的飘落袁没
有一点声音袁寒冷却挤进我的心里遥 进
入 2018 年袁这已经是第三位 80 后创业
英雄的离去了袁真是天妒英才啊浴

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冷袁先是流感肆
虐袁后是暴雪成灾袁我们所在的行业也
进入了突然雪崩的节奏遥 记得在海尔
时袁我的人生导师常告诫我院少年得志
乃人生一大悲剧遥 是啊浴 没有打磨过的
人生袁如何耐得住如此的蹂躏钥浴 茅侃侃
的绝望尧无助和孤独我很理解袁因为我
在上一家公司时也曾经历过那样的绝
境袁现在公司的董事长曹勇和执行董事
胡晓海更是感同身受袁全部身家压在了
瑞晶袁2011 年上市搁浅袁欧美双反袁2012
年最困难时只开一条线袁 真是绝望到
死浴 是什么原因和力量支撑着挺了过来
呢钥 是别无选择袁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袁
你不能让相信你的人失望袁不能让那些
对你满怀希望的人绝望袁更不能让那些
普普通通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普通员工
生无着落遥 所以瑞晶十年袁即使在最困
难的时候袁始终没有欠过员工一分钱的
工资袁同时感恩社会袁扶贫尧捐赠尧助学尧
献血等从未间断遥

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袁无论贵贱袁无
关结局遥 也许茅侃侃只是累了袁愿天堂里
他睡得安详遥

每个创业者都值得敬佩袁无论结果
如何遥

逝者逝矣袁活者的人还要选择坚强
的活下去袁不但为自己袁还为了爱你的
人和你爱的人袁 为了那些相信你的人袁
对你有希望的人袁 以及靠你生存的人袁
为了责任和义务遥

让我们成为什么样人的袁并不是我
们的能力袁而是我们的选择遥

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袁 选
择创业袁 与选择成为公务员尧 老师尧医
生尧律师尧管理者尧工人并无二致袁无非
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种自我选择遥 和平年
代袁创业不同于革命袁无须抛头颅洒热
血袁舍生取义袁杀生成仁遥 再者袁正如张
瑞敏所说袁没有成功的企业袁只有时代
的企业袁也就是说即使伟大的企业也不
可能不死袁正如柯达和诺基亚遥 据统计袁
在美国袁 新创公司存活 10 年的比例为
4%袁 第一年以后有 40%破产袁5 年以内
80%破产袁 活下来的 20%在第二个 5 年

中又有 80%破产遥 中国的比例更低袁熬
过第一年的低于 30%遥 而最新统计袁大
学生创业活过一年的只有 1%不到遥 明
知道结果可能是死路一条袁为什么还要
飞蛾扑火钥 正如哲学界有个经典的题目
是院你想成为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袁还是
一头快乐的猪钥 我相信哲学家的回答肯
定是选择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遥 因为比
起猪的吃饱喝足了等死袁哲学家深度思
考所带来的更高级精神享受袁是猪的快
乐所无法比拟的遥 所以无论作为一个创
业者袁 还是作为一名企业家或管理者袁

明知成功的道路上肯定是艰难痛苦的袁
而且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企业可以永远
成功袁却仍然在孜孜追求袁锲而不舍遥 所
以才有了张瑞敏率领海尔的自我否定
和革命尧鹰的重生袁才有了李东生的率
领 TCL 凤凰涅槃袁浴火重生遥

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讲,人
生本身就是一次向死而生袁你可选择做
命运的强者袁永不低头袁与天斗袁与地
斗袁其乐无穷曰也可以选择顺势而生袁尊
重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一切客观规律袁
踏实尧果敢尧坚韧尧滴水穿石曰你还可以

选择 ENJOY YOUR LIFE袁让人生拐个
弯袁 像江河九曲十八弯一样流向大海遥
人生有无限可能袁无论如何袁没有什么
比活着更重要的袁因为生命本身肩负父
母尧子女尧亲朋尧社会等等的责任袁不仅
仅是你自己的袁活下去就有希望袁而希
望是人生最美好的追求遥

如果你觉得自己惨袁那就比比世界
催眠治疗大师米尔顿窑艾瑞克森吧袁他
天生患有色盲尧音盲尧阅读障碍等袁员苑 岁
时患脊髓灰质炎袁被医生判定活不到第
二天袁 即使侥幸活下来也会终生瘫痪袁

他的选择是不让医生的这个可怕断言
实现遥 结果他成功了袁不但活了下来袁站
了起来袁还成为了世界大师遥 他最终活
到 苑愿 岁袁直到去世前袁还是过着积极不
懈的生活遥

如果连死都不怕袁 还怕什么困难钥
活着袁活下去袁活得更好袁向死而生袁这
就是人生遥

瑞晶 2008 年开始创业袁 至今已是
十年袁中间经历了欧美双反袁行业低谷尧
周边企业破产潮等艰难险阻袁最困难的
时候也曾像茅侃侃一样交不起电费曰
2012 年开始进行第二次创业袁不但活了
下来袁 而且在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袁虽
然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充满着艰辛和痛
苦袁 但全体瑞晶人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袁
因为他们心中有爱和责任遥 如今袁瑞安
新能源也满一岁了袁它必将承载着瑞晶
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袁向死而生袁珍惜
当下袁活在当下袁活得精彩遥

世界上没有任何成功是轻而易举
的袁越容易得到的就越容易失去遥 我们
相信滴水穿石袁百炼成钢遥 最后让我们
再一次重温美国大法官约翰窑罗伯茨在
儿子初中毕业典礼上说过的话袁并以此
共勉院

野我希望你们在未来岁月中袁 不时
遭遇不公对待袁这样才会理解公正的价
值所在曰愿你们尝到背叛滋味袁这会教
你们领悟忠诚之重要遥 我还希望你们时
常会有孤独感袁这样才不会将良朋挚友
视为理所当然曰 愿你们偶尔运气不佳袁
这样才会意识到机遇在人生中的地位袁
进而理解你们的成功并非命中注定袁别
人的失败也不是天经地义遥 当你们偶尔
遭遇失败时袁愿你们受到对手幸灾乐祸
的嘲弄袁这才会让你们理解体育精神的
重要性曰愿你们偶尔被人忽视袁这样才
能学会倾听遥 感受到切肤之痛袁才能对
别人有同情的理解遥 无论我怎么想袁这
些迟早会来临遥 而你们能否从中获益袁
取决于能否参透人生苦难传递的信
息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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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有听说李践博士和他带领的团队所
取得的骄人业绩袁但真正有机会看到此书袁还是
第一次袁尤其是他一招一式的十二刀法袁让我深
深感触袁收获颇大遥 也让我想起了小说中的江湖
野武林大师冶与野侠客冶遥其实袁何尝不是钥过去的闯
荡江湖与现代企业管理确实也有几分类似遥尤其
中基层管理当中很多时候就是缺少这样的 野大
师冶与野侠客冶袁也缺少这样的果断尧魄力与快速反
应遥

让我们一起记住并分享李践博士的 12 把财
务砍刀院砍库存尧砍价专家尧砍采购成本尧砍人手尧
砍机构尧砍预算尧砍日常开支尧砍固定资产尧砍劣
质客户尧砍会议尧砍面子尧砍刀入鞘/封刀遥

一尧砍库存遥库存管理是最基本的基础管理袁
也是成本的万恶之源遥 高库存就犹如平静的江
面袁 被欺骗的外表下隐藏了管理中 N 多危险的
野冰山冶或野暗礁冶袁它会掩盖管理中的所有问题遥
所以一定要注意做到勤进勤出袁先进先出袁控制
不良库存遥不能因为管理或市场决策原因而造成
积压袁浪费公司资源遥 所有的采购袁都要有的放
矢袁设立最经济的安全库存底线遥 组件对客户来
说袁属于买方市场袁产品规格尧组件尺寸尧功率大
小尧材料规格等直接影响接单采购尧接单生产袁所
以随时掌握客户信息尧后拉式 JIT 生产模式是可
靠的遥 另外袁可根据市场的波动尧客户的关注袁合
理地设立常规产品和型号的动态安全库存用量袁
以保证利润最大化遥

二尧砍价专家/砍采购成本遥砍价专家对公司
来说一把极其锋利的宝刀袁采购价格降低袁我们
自然能得到更多的利润遥 李践博士说到野无论什
么样的成本报价袁 他接到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袁都
一律砍掉 20%冶遥 对于他有这样的魄力和智慧袁我
深感佩服遥对比我们自己袁还有更多的改善空间遥
目前常规的做法是货比三家尧竞价采购尧战略合
作尧源头采购遥

三尧砍人手/砍机构遥 光伏行业曾经也是劳动
密集型行业袁虽然近年来自动化尧信息化尧智能化
装备越来越多袁但生产成本的主要一方面也是人
力成本袁所以要盈利袁要想从 10-9=1 得到 10-
8=2袁我们必须砍人手/砍机构袁所以就要求每个
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做到多能工/全面手袁 订指
标尧讲考核尧推激励袁让公司员工精英化遥 砍人手
的关键是砍去非直接生产人员袁提高直接人工的
比例袁让创造利润的人多起来袁砍机构的做法是
公司各部门组织架构要扁平化袁有些没有必要的
管理工作或管理功能交叉的岗位袁 完全可以删

除尧简化遥砍人手的同时要提高工作效率袁我们其
实每天有很多时间都在不断地浪费袁经常做一些
没有附加价值的工作袁如多部门沟通尧多部门协
同作站能力遥

四尧砍预算遥 俗话说得好院凡事预则立袁不预
则废遥 现各部门的 2018 年事业规划论证正在进
行袁结合去年的分析尧找差尧关差袁这就要求我们
在制订各项指标时渊确保目标尧攀登目标尧挑战目
标冤要做好前期预算袁砍掉三情分析中的差距遥我
们只有在事前预算环节袁 项目预案订得越详细尧
保障措施越可靠袁 各个 KPI 指标控制得越合理袁
事中不折不扣的执行袁 严格控制和落实调赢袁事
后最终成本控制的效果也就能达到双赢遥

五尧砍日常开支遥 日常开支是工厂成本管理
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袁我们往往认为它小得微不足
道袁所以也是容易忽视的部分遥 我们必须从小做
起袁从一点一滴做起遥节约水电气费袁下班关闭设
备尧开关电源袁加强员工的工作责任心曰提高备品
备件使用寿命尧降低材料损耗遥 砍不合理管理费
用尧砍质量过剩尧砍水电费尧砍电话费尧砍办公设
备袁砍办公用品袁实现无纸化办公尧砍不合理使用
空调等等遥

六尧砍固定资产遥 固定资产对制造业来说是
折价的资产袁随着行业的进步尧科技的更新尧技术
的升级袁每一年过后都会贬值袁所以我们一定要
让固定资产产生最大的附加价值袁机器设备追求
最大的稼动率遥 否则袁没有利用尧占用生产空间尧
增加维护成本尧增加管理费用袁又不断地在亏钱遥

七尧砍劣质客户/砍劣质供应商遥 一个企业成
功的运作袁不光是技术袁更多的是商业因素遥 客户
是上帝的理念固然没有错袁什么样的客户是上帝钥
能够和公司实现共赢的客户才是上帝袁反过来说袁
能够和公司实现共赢的供应商才是好供应商遥 一
些利益型的客户或者说供应商袁 可能会阻碍公司
的发展袁这就要求我们的业务尧技术尧品质尧采购人
员有非常的专业鉴别能力袁 实行并推广战略合作
型商业关系袁实现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遥

八尧砍会议遥 职场上的经理人有时会对繁多
的会议产生疲惫感袁拉低工作效率遥 所以要约定
时间袁会议要短袁限时发言曰注重解决问题袁落实
结果遥 要形成会而有议尧议而有决尧决而有行尧行
而有时尧时而有果尧果而有持的机制遥 否则袁为了
会议而会议袁势必浪费各个部门的时间袁也有可
能牺牲与会人员的情绪遥

九尧砍面子遥 中国人尤其喜欢讲人情遥 面子就
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分袁看起来像是必须要讲的一
种东西遥 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情分袁那么生活就
会变得冰冷和枯燥遥 但是袁很多时候袁为了面子违
反原则尧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尧为了面子而弄虚作
假袁 不能控制好尺度都会成为我们工作的羁绊遥
所以袁 我们一定要在遵守制度的前提下谈面子袁
不要让我们的面子偏离了管理准则的方向袁否则
害人害己遥

十尧砍刀入靴/封刀遥 每周只有一天付款买东
西袁六天封刀遥 每月只有四天付款袁26 天封刀袁每
年 317 天封刀遥 这样对财务的管理和资金的流量
起到了非常好的控制作用遥同时我们也可以腾出
时间分析财务的数据袁节约财务人员外出办事的
时间袁提高效率遥 4 个人的活 1 个人搞定遥

时光进入 2018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
中提到野九层之台袁起于累土遥要把这个蓝图变为
现实袁必须不驰于空想尧不骛于虚声袁一步一个脚
印袁踏踏实实干好工作遥 冶我想这也是公司二次创
业的根本遥 野砍掉浪费冶是我们永恒不变的主题袁
让我们再次牢记野10-9=1冶这一简单公式的深刻
含义袁开源节流袁挥动李践老师教给我们的 12 把
砍刀袁在公司领导层的领导下袁扎实工作袁在新的
征途上砥砺奋进遥

最近再次借机会阅读了一遍余世维
教授的叶赢在执行曳袁与第一遍阅读袁此次
对于里面的理念更加的感慨万千袁 让我
找到自己在执行方面还存在的差距遥

在现实中袁 尤其是现在日益激烈的
市场经济大环境袁 真正能够高效执行的
企业是很少的遥 一个企业如果仅凭领导
者的聪明才智是很难成功的遥 于是企业
开始重视研究团队的问题袁 团队作用的
发挥需要一个看不见尧 摸不着的东西来
推动袁这个东西就是企业文化遥 面对激烈
的竞争袁 企业开始研究自身与其他企业
存在着怎样的差距袁 于是把注意力转到
执行力的层面上遥 野执行冶袁 看似简单的
野去做袁去完成冶遥 其实不然袁其中蕴含很
大的含义遥 我们都想做大事袁而忽略了把
小事做完美遥 执行不仅要求把小事做细袁
而且要做精遥 对于我们袁执行贵在坚持尧
贯彻袁不仅是行动上的付出袁更是精神上
执行意识的不断加强袁 对自己的事业充
满激情遥 马云说过院短暂的激情是不值钱
的袁只有持久的激情才是赚钱的遥 我们不
仅要把今天的任务保质保量的去完成袁
而且要在每一阶段尧 每一环节都切实去
执行好我们的工作遥 执行并不是什么管
制我们的工具袁而是一种工作态度遥 如果
每个人都按照余教授所要求的袁 从自己

做起袁认真尧专心尧细致尧一丝不苟地做好
每一件事袁跟好每一个细节和环节袁同时
又善待每一位同事袁 通过总结不断地提
升自身的执行力和影响力袁 是赢在执行
的关键遥

执行实际是一门学问袁 是一门教你
学会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遥 正如柳传志
所说院野决定一个企业成功的要素有很
多袁其中战略尧人员与运营流程是核心的
三个决定性要素袁 如何将这三个要素有
效的结合起来袁 是很多企业经营者面临
的最大困难遥 而只有将战略尧人员与运营
有效地结合袁才能决定企业最终的成功遥
结合的关键则在执行遥 冶我认为其本意是
在告知我们这样的道理袁 不能片面地看
待某一观点袁 追求速度的同时还要想到
完美遥 问题的关键是执行人对执行的理
解袁这取决一个人的基本素质高底袁对企
业文化袁对工作环境袁社会环境的认知程
度遥

企业的发展在于执行力袁 但往往在
实际工作中执行将受到阻挠袁 在实际工
作中袁有时领导下达的工作任务袁基层就
是不理解袁在完成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袁完
成质量有限袁 这并不是完成这项工作任
务难度有多大袁也不是基层工作不认真袁
不努力袁 完全是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
理解遥 基层往往认为自己的工作思路对
公司有利袁更能给公司带来经济效益遥 现
在我充分的理解到这种想法是片面的袁
没有从整体利益上看待问题遥 基层的想
法可以通过沟通方式讲出来袁 但必须像
军人执行命令一样袁 完成公司下达的各
项工作袁并通过努力在工作中作出成绩袁
只有这样袁 才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经济
效益遥

如何把企业的决策贯彻到每个员工
的实际工作中袁 每个员工不折不扣地执
行企业的决策袁 这就是企业的执行力袁
叶赢在执行曳顾名思义就是企业的成功与
失败取决于企业的执行力袁 充分理解了
企业执行力的重要性袁 我们每个员工都
要成为企业执行力的助力袁 而不是去当
企业执行力的阻力袁野金无足赤袁 人无完
人冶遥 只要坚定信念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
人袁做好每一件大小事情并持之以恒袁我
相信袁 我们的执行力和正面影响力都会
不断提高!

再读《赢在执行》有感
物流推进部 黄晶峰

砍 掉 成 本 的 一 刀 又 一 刀
———《砍掉成本》读后感

组件质量部 齐 坚

向 死 而 生 活 在 当 下
张中良

学习园地

影响组件 CTM值的因素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CTM 是组件实际功率与理论功率的比值袁 随着近几年光伏技术
的发展袁CTM 值从 2013 年的 98.5%提升至目前 99.5%左右遥 下面和大
家分析下影响组件 CTM 值的原因遥

原因一院流失配损失
组件是由数片电池片通过串联组成遥 这些电池片之间的电流值多

少会有差异袁而在同一串联电路中袁电路的电流是由最低电流决定的袁
那么比最低电流高出的电流就是一种浪费袁将导致组件功率不可能是
所有电池片功率之和遥

原因二院材料的透光率无法做到 100%
组件采用的 EVA 和玻璃虽然透光率很高袁 但是也无法做到 100%

的透光率袁这就是说有一部分光就会被电池片上面的玻璃和 EVA 反射
掉和吸收掉遥 然而电池和组件功率测试均是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进
行袁这样入射到电池片的光照减少袁组件功率自然会降低遥

另外袁EVA 厂家为了提升组件在整合生命周期的发电量渊防止 E鄄
VA 吸收紫外线而发黄袁影响组件输出功率冤袁会在 EVA 中添加一种防
止紫外线入射的添加剂袁使得低于 320nm 的紫外光无法入射到电池片
上袁自然也造成了一部分光损失袁使得组件功率降低遥

原因三院组件比电池增加了额外电阻
组件制作过程中需要将一定数量的电池片串联袁串联采用涂锡焊

带具有一定的电阻尧焊带与电池片焊接面有接触电阻袁电流输出要经
过接线盒袁接线盒上的盒体尧线缆均有一定的电阻袁这些电阻均会降低
组件的输出功率遥

原因四院焊带的遮光影响
一些刚进光伏的人一味地追去外观袁使得组件企业必须在焊带的

选择上袁选择比电池片银栅线较宽的焊带袁这样有效防止焊接后电池
片的银栅线露出焊带袁达到了野不露白冶的效果遥 但是过宽的焊带势必
会遮挡电池片的一部分发电面积袁降低了组件的光电转化能力遥

原因五院其它影响因素
组件在制作过程中产生隐裂尧碎片等袁使得部分电子空穴对无法

正常输出袁导致功率降低遥
还有一些细微的因素袁 比如电池片和组件测试条件无法完全相

同曰组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电池片分选袁可能会摩擦电池片正面的
银栅线袁导致输出电流的降低等等

当然袁 面对这些影响组件功率输出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袁
比如电池片按照电流进一步细分袁降低电流失配损失曰采用高反射背
板尧白色 EVA尧反光焊带等均可以将非电池片区域的入射光反射到电
池片区域袁提升电池片表面的光通量袁进而提升组件功率曰EVA 中也可
以添加光转化剂袁将紫外光转化为可见光袁然后供电池片吸收曰焊带也
可以根据电池片电流的大小选用不同规格焊带袁降低焊带电阻的同时
降低焊带对电池片的遮光影响等等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