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袁把十年的风雨叠成一道彩虹袁
彩虹下袁静谧的仙女湖袁见证多少往事的
青翠袁记忆的巍峨曰

如果袁把十年的光阴比作一段征程袁
征程中袁如歌的我们袁踏过多少跨越的坎
坷袁携手的欢歌遥

今天袁我要摘下彩虹袁悬挂在瑞晶太
阳能的大旗上袁用七彩的语言袁唱出我们
共同的信念与执着遥

今天袁我要托举征程袁铺展在瑞晶儿
女眼前袁用风雨涅槃袁腾飞跨越袁描绘我
们经历的无边春色遥

因为袁瑞晶十年袁我们一起走过遥
我们从十年前承办奥运成功尧 神七

飞天的举国欢腾声中走过袁 带着理想上
路袁满怀豪情开拓遥

在艰难蜕变中大步前行袁 在登临飞
越中锲而不舍遥

风雨中袁 创新的成果幻化成希望的
彩虹遥

阳光下袁 湛蓝的组件板闪烁着瑞晶
人青春的奉献袁生命的光波遥

解放思想使前行的道路柳暗花明袁
创业创新让我们生机勃勃遥

顶着压力上袁迎着风雨行袁瑞晶人始
终走在改革的前沿袁与时代同呼吸尧共命
运尧齐欢乐遥

啊袁瑞晶十年袁我们一起走过遥
我们从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过遥 心袁

始终那样滚烫袁血袁始终那样炽热遥

十年袁泛舟岁月长河袁我们曾站在星
空下袁仰望繁星闪烁遥

2008 年袁那是个梦想开始的春天袁那
一年袁一群怀揣创业梦想的人们袁用一腔
热血袁将瑞晶的种子深情撒播遥

同年袁500MW 电池项目顺利开工袁
一个漂亮的现代化企业袁 在这片土地上
生根发芽袁孕育收获遥

2010 年袁电池二期尧三期正式投产袁
我们审时度势袁快马加鞭袁用汗水和智慧
塑造了行业的榜样和楷模遥

2011 年袁公司置身于全球金融海啸
的惊涛骇浪中袁 我们把握战机袁 力挽狂
澜袁演绎瑞晶人凤凰涅槃的神奇传说遥

2012 年袁面对国内经济下滑袁全行业
亏损的一片唏嘘袁 我们大力推进转型升
级尧降本增效袁有了依旧笑立潮头的气魄遥

2014 至 2015 年袁 公司高层未雨绸
缪袁科学抉择袁先后完成组件二期尧一期
自动化改造袁 成为霍尼韦尔全球光伏事
业唯一合作伙伴袁国际市场前景开阔遥

2016 年袁公司紧跟市场尧行业发展趋
势袁完成电池三期自动化改造袁产能提升至
1GW遥 继大边长 5 主栅引领行业新潮流之
后袁实现 275W 组件量产的领跑突破遥

2016 年 12 月 21 日袁 公司完成派生
分立袁孕育了新的希望袁瑞安新能源的成
立袁奠定了新能源基地袁建百年基业的鸿
篇杰作遥

2017 年袁公司常规多晶硅电池片平

均转换效率达到 18.8%袁多栅尧金刚线尧黑
硅多项技术叠加袁 转换效率突破 19.1%袁
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再结硕果遥

十年袁淌过岁月长河遥
我们风雨兼程一路走来袁回首过去袁

我们倍感自豪和欢乐遥
因为我们兢兢业业铸就了第一个十

年袁瑞晶之崛起袁庆十年而流芳袁不忘初
心袁信守承诺遥

啊袁瑞晶十年袁我们一起走过遥
于是袁就有了聚焦关键指标袁降本增

效的一项项重要举措遥
就有了产线实现智能化尧 自动化改

革袁 人均产值和效率连创历史新高的巨
大收获遥

就有了一线员工工资改革袁 收入年
年增的祥和欢乐遥

就有了慷慨解囊尧扶贫助学尧关注民
生的真情撒播遥

就有了履行社会责任袁 服务新余发
展袁造福新余人民的责任与承诺遥

就有了跻身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袁
江西省百强民营企业袁 中国电子信息百
强企业等一项项荣誉的星河遥

让悠悠岁月的日月星辰作证吧遥
在瑞晶的丰厚史册里袁 每一篇章节

都有我们的忠诚集结袁 每一页书稿都有
我们的辛勤闪烁遥

每一个岗位都有我们的激情奔涌袁
每一片电池都是我们奉献的光热遥

啊袁泪水与汗水一起走过遥
光荣与梦想一起走过遥
胜利与捷报一起走过遥
追求与辉煌一起走过袁
啊袁瑞晶十年袁我们一起走过遥
十年感恩袁感恩我们全体瑞晶人袁因

为是你们的质朴坚强袁 铸就了瑞晶永不
屈服尧锐意进取的品格曰

十年感恩袁感恩我们的瑞晶大家庭袁
是你为我们铺就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平
台袁未来的画卷等待我们描绘无边春色遥

十年感恩袁感恩我们的客户袁因为你
们的慧眼和坚持肯定了瑞晶存在的价值
和对未来的执着曰

十年感恩袁 感恩我们的社会和伟大
祖国袁 因为是您赐予了瑞晶成长的空气
和阳光袁让我们在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制
的土地上中放声欢歌遥

十年感恩袁情深似海袁百年大业袁莫
敢忘怀遥

是啊袁 为了瑞晶一千多员工共同的
梦想袁我们急需努力袁永不停息袁我们向
着造福人类的目标出发袁 竭尽全力去实
现无愧于时代袁无愧于人生的突破遥

这袁 就是写在心灵网页上的神圣誓
言遥

这袁就是瑞晶人的庄严承诺遥
在奔向未来的征程中袁 我们仍将一

路同行袁一起走过浴
一起走过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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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伍英报道院1 月 16 日袁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
际袁瑞晶党委尧工会委员会联合召开公司困难员工座谈会遥 瑞晶公
司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周荣辉尧党委副书记刘斌水出席遥 经过工
会委员会民主评议从公司困难员工建档资料中选择的 11 名困难
员工参加座谈会遥

首先袁周荣辉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院野困难是暂时的袁生活会在
我们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袁瑞晶公司党委和工会会一如既往的用
实际行动袁传达组织温暖和慰问冶遥 刘斌水也表达了对困难员工的
关心和鼓励袁他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袁大家通过努力工作袁扎扎实实
地让生活变的更加美好遥 11 名困难党员及员工一致表示袁会通过
爱岗敬业尧认真尽职来回馈公司的关怀遥 最后周荣辉尧刘斌水分别
将慰问金发放到困难员工手中袁并合影留念遥

通过开展困难员工座谈会袁瑞晶党委尧瑞晶工会委员会把对员
工的温暖关怀落到实处袁进一步加深了企业和员工的野连心桥冶袁增
强了广大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袁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切实关怀遥

公司顺利通过环安二大体系外审认证
本报讯 通讯员彭梅根报道院2017 年 12 月 25 日-29 日袁方圆

标志认证集团正式对瑞安公司进行为期五天的 ISO14001院2015/
OHSAS18001:2007 二大管理体系外审认证工作袁我公司顺利通过
认证袁将于 2018 年 3 月 18 日到期换证遥 本次环境体系换证也是国
际 ISO 委员会颁布升级的 ISO14001院2015 新版推行运行换证认
证工作袁对我司新版环境管理体系实施袁运行的符合性及有效性进
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核遥环安二大管理体系外审涵盖各职能部门袁
在这五天的现场尧抽样尧询问等严格的审核过程中袁审核专家对瑞
安公司 2017 年环安二大管理体系运行工作给予充分有效的认可遥

瑞安公司导入 ISO14001院2015/OHSAS18001:2007 二大管理
体系以来袁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袁各部门均严格按照环安管理体系
要求执行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袁绿色环保袁保障健康尧安全运行的
方针目标曰使环安二大管理体系不断的完善袁使得各个环节得到
有效控制袁环安管理体系管理更加标准化尧程序化和透明化遥

公司率队参加“新余市产品研发创新推进计划”培训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慧慧报道院2018 年 1 月 18 日至 20 日袁江

西省工信委和新余市工信委联合聘请专家团队对市内企业进行
了野新余市产品研发创新推进计划冶第二次集中培训袁重点帮助企
业解决创新发展的瓶颈问题袁提升企业盈利水平遥 培训主要内容
为线上线下营销瓶颈突破尧全供应链瓶颈突破和新产品创新瓶颈
突破遥 公司率产尧供尧销尧研团队参加了本次培训遥

我公司一直注重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袁致力于打造学习型
团队袁制定了企业人才培养计划袁时常以授课尧会议宣贯与讨论尧
管理小故事分享尧轮岗锻炼培养尧推荐书籍阅读等多种方式提升
企业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遥 通过本次外部培训袁我们学习
了一些大型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袁启迪了企业培训人员的创新思
维袁有助于我们将所学知识与本岗位工作有效的结合袁努力突破
企业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袁更好的为企业带来效益遥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云峰报道院为了弘扬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精
神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袁构建和谐社会袁瑞晶公司党委发出野新余有爱,瑞晶
接力冶无偿献血号召袁公司党员和员工积极响应袁体现了野瑞晶人冶的爱心遥

1 月 30 日上午袁当新余市中心血站的车抵达公司时袁很多员
工已在办公大楼等候遥 大家排队尧填表尧检验袁现场井然有序遥 不少
女员工巾帼不让须眉袁主动提出献 400ml遥

公司党委十分重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公司党委希望
党员可以带领职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袁发挥企业的野红色效应冶遥
热血有限袁真情无价遥 公司广大员工热心公益事业尧真诚奉献社会
的行为再次展示了野瑞晶人冶的良好形象遥

IQC 无尘检验室交付使用
本报讯 通讯员邓禄林报道院 为了落实公司质量管理规划袁进

一步提升网版寿命尧改善网版效率尧减少来料不良袁电池质量部经过
战略洽谈袁实现供需互利尧资源互补袁由江西鸿格科技有限公司独资
捐建的 IQC 无尘检验板房于 1 月 14 日正式交付使用袁可有效的减
少外因造成的网版二次污染遥 IQC 将严格按照叶无尘检验室管理规
定曳规范作业着装袁为来料网版检验过程质量提供有效保障遥

瑞晶党委、工会召开困难员工座谈会

党委副书记刘斌水给困难员工发放慰问金遥

公司组织员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瑞晶党员带头献血遥

瑞 晶 十 年 我 们 一 起 走 过
总经办 耿 华

野能用众力袁则无敌于天下矣曰能用
众智袁则无畏于圣人矣遥 冶

2018 年 1 月 25 号袁瑞晶迎来了十周
年庆典遥 从 08 年的梦想之初到今日的辉
煌成就袁 这一路走来凝聚了多少人的泪
水和汗水袁度过了多少个难关袁这一切都
基于一个个敢拼敢闯的瑞晶人遥

2017 年 7 月 2 日袁 对于工艺技术部
乃至公司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袁公司
自主研发的黑硅电池开始批量生产袁电池
的平均转换效率达到了 19.1%遥 在各部门
的配合下袁设备部将原有的单晶制绒机成
功改造成我们现在的黑硅制绒机袁技术部
和研发部在面临自动化未完全到位的情
况下袁手动将强酸强碱倒入槽体内进行调
试遥经过不断的努力袁我们超越了自己袁黑
硅产品投放市场后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袁也
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效益遥

为完成公司年度目标袁 各部门都卯
足了劲袁这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遥 生
产部门要完成生产目标袁 而我们技术部
有三大指标院效率尧返工率尧并联失效遥 11
月份袁电池二期由砂浆线全切金刚线袁金
刚线的绒面控制出现了很多问题袁 反射
率不达标袁出绒率很差袁导致效率偏低遥
这是我们技术员面临的一个难题遥 为此袁

工艺技术部所有的领导和工程师周末一
直在车间加班遥一次一次的实验对比袁HF
和 HNO3 怎样的增补比例才能做到绒
面尧背面无黑丝遥 当班组间效率出现偏差
时袁 特别是黑硅效率快要被金刚线赶上
时袁黑硅技术员慌了袁反复的排查问题袁
终于将问题点找到遥 在和后道工序技术
员配合相互监督及时反馈下袁 黑硅的效
率不断提高袁 用 B 级色差片将效率做到
了 18.99遥 在这过程中袁技术员来回奔波袁
一次又一次的与标片对比袁找差距袁反复
的对各个药液的增补进行校准遥 当看到
效率逐步上升袁再苦再累也值了遥

技术部奋力做效率袁拉低返工率袁生
产努力做产量袁 品质部严格把关噎噎领
导们现场指导袁团队间配合默契袁各部门
齐头并进袁为公司再创佳绩遥

从瑞晶到瑞安袁 这一路走来我们历
经坎坷袁 披荆斩棘袁野与日同辉袁 奋发有
为冶不断在耳边回响遥 每一个瑞晶人都在
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袁 大家都不忘初
心袁坚守最初的野瑞晶梦冶遥 在 2018 年伊
始袁 让我们再次携手共进袁 凝聚团队力
量袁发扬工匠精神袁为公司创造出一个更
加美好的未来!

12 月 15 日袁 各部门都收到了公司
十周年庆典节目及演员征集令袁 要求质
量部编排一个十二人以上的舞蹈遥 大家
立刻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袁 最后经过大
家共同商议袁决定编排扇子舞要要要叶我们
的中国梦曳遥 我因为一向喜爱文艺袁也跳
过广场舞袁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舞蹈遥

确定了节目后袁就开始召集演员了遥
最初袁大家都很羞涩尧不自信袁特别是听
说生产部也在排练扇子舞时袁 大家更是

心里直打鼓袁放不开手脚遥但是秉承公司
野承接目标不动摇冶的理念袁大家还是硬
着头皮上遥经过了一个上午从质量部尧设
备设施部及计划管理部挑选了十六名女
员工来编排舞蹈遥 之后袁 大家都忙活开
了院刘素芸上网采购扇子曰张润准备笔记
本电脑和音箱袁下载好视频曰文婷负责学
会舞蹈教大家噎噎

视频是下载下来了袁 可是大家都看
不明白队形袁更不用说动作细节了遥没有

专业老师指导袁 我们只能一遍遍地看视
频袁看不懂的地方就暂停袁一个动作一个
动作地练习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练习袁大
家都放弃了中午的午休时间袁 一吃完中
饭就聚在一起练开了遥第一天中午袁扇子
还没到货袁大家就拿纸当扇子练习遥队形
看不懂袁大家在纸上画出来讨论袁用电脑
做出动作演示图遥一遍遍地回放视频袁一
遍遍地重来尧讨论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
扣细节噎噎功夫不负有心人袁 从一开始

的扇子都拿不稳到熟练地摆出各种造
型曰从一开始的不知道自己站在哪袁转个
圈就找不着北到整齐划一的队形曰 从一
开始的跟不上音乐袁 不是快了就是慢了
到动作和音乐完全吻合噎噎没人记得自
己练了多少遍袁也不曾记得手酸脚麻袁每
个人都只知道要努力尧再努力袁绝不拖整
个团队的后腿遥还记得一天晚上练习袁为
了纠正圆圆的动作袁 大家笑得肚子都疼
了袁有的笑出了眼泪袁但是笑过之后是大
家更加刻苦地练习袁 大冷天大家居然练
得出了汗遥 这期间有同事感冒还在坚持
练舞袁 实在坚持不住选择退出时又有新
的同事义无返顾地加入进来袁 顶上她的
缺遥

经过一周的艰苦训练袁 我们的舞蹈
终于有个雏形了遥 12 月 20 号预选的日
子到了袁由于服装采购不及时袁我们穿着
自己的工衣尧手拿扇子站在了舞台上遥音
乐响起来了袁 大家按照平常训练的节奏
表演着一个个动作袁仿佛没有了紧张袁也
更加自信了袁每个人都美美哒遥当最后一
个动作 2018 摆出来时袁我们听到了台下
热烈的掌声遥虽然我们的动作不够优美袁
还有瑕疵袁 但是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
就是成功的袁我们很知足遥

在 2018 年 1 月 25 号袁 公司在天工
大剧院举办瑞晶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暨
光伏扶贫电站仪式上袁 我们舞蹈是第五
个上场的节目袁从早上更衣化妆袁上台排
练袁大家都充满了紧张与兴奋袁演出开始
前大家一遍一遍的鼓励自己遥 终于袁在台
上我们的演出赢得了在场观众的一阵叫
好遥

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登台袁 但却让
我们每个人深深地体会到了台上一分
钟尧台下十年功的道理袁体会到了团结的
力量遥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袁我们瑞晶人
有更大的梦想袁我们愿一直跳下去袁舞出
奇迹尧舞出精彩浴

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样一则寓言故
事袁 有个老人怕他去世以后儿子们不
和睦尧不团结袁于是就想出了个办法考
验下他的几个儿子遥 一天老人将兄弟
几个叫到跟前袁 拿出一把筷子说院野你
们谁能把这把筷子折断钥 冶几兄弟都折
了折袁谁也折不断遥 父亲把这把筷子拆
散了袁分给每人一根袁叫他们再折袁这
次袁 他们一折就断了遥 父亲说院野你们
看袁一把筷子多结实袁折不断曰一根筷
子很容易就折断了遥 希望以后你们弟
兄几个团结起来袁 才会生活得更幸
福遥 冶也有俗话说的好院一个篱笆三个
桩袁一个好汉三个帮曰众人同心袁其力
断金遥 这些无不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遥
在瑞晶这个大家庭里面袁 我们电池设
备设施部也是一个十分团结的团队遥
下面我来说说近期我们部门发生的一
件小事情吧袁 或许通过这件小事情你
能发现设备团队中相互协调尧 互帮互
助的团结精神遥

那是 12 月 7 日下午 1院30 的时候袁
电池二厂丝网印刷车间五线 3 号机
设备出现了故障袁 造成设备机台不
能正常地运行袁 设备技术员和工程
师邹攀来到现场处理异常袁 确认为

15MG 电机故障遥 在复位 15MG 电机
无果后袁 设备工程师邹攀决定断电
后再重新启动电脑和软件袁 但电脑
设备断电后袁 电脑蓝屏再也打不开
了遥 设备部负责人罗玉环到现场了
解情况后袁 立即打电话找来部门内
懂 电 脑 维 修 的 刘 宁 江 更 换 电 脑 系
统遥 电脑启动后袁开机复位软件袁机
台开始正常运行遥 但生产不到 20 分
钟 15MG 电机又开始报警了袁 这可
急坏了罗玉环袁 经过一遍一遍的排
查袁原来是电机烧坏了遥 更换电机可
是个大工程袁 听到消息的电池三厂
设备工程师周小春和彭江涛马上赶
了过来袁一起拆电机更换遥 经过众人
的努力袁设备机台终于恢复了正常袁
这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了遥

面对问题袁 设备设施部齐心协力袁
不畏艰难袁积极应对袁这就是我们团队
的力量袁 也是我们公司综合实力的体
现遥一个真正的团队是一起经历过风雨
洗礼尧艰难困境袁依然迎难而上袁创造奇
迹的团队遥设备团队就是这样一个凝聚
力强尧积极向上尧不畏艰难尧共同拼搏尧
不断创新超越自我的团队遥

聚团队力量 弘扬工匠精神
工艺技术部 周陶

团 结 的 设 备 团 队
设备设施部 雷 彦

我 有 梦 想，舞 出 精 彩
设备设施部 胡 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