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聚能 共逐梦
通威太阳能工会开展总结大会

为总结 2022年度工作，回顾一

年的工作与成绩，同时表扬先进、树

立典型，激发工会工作人员工作热

情，近来，通威太阳能各基地工会相

继开展 2022年度工会总结大会暨年

度工会委员评优活动，各基地工会主

席携全体工会委员参会。

各基地工会主席从管理制度

化、员工福利、活动开展及人才培

养、深化二十大学习、坚持党工共

建等方面，总结通威太阳能工会

2022年的主要工作，并作 2023年

工作部署，激励各位工会委员继续

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传递工会温

暖。工会委员纷纷表示，参与到工

会建设，切实为员工服务谋福利是

一件幸福的事。

多年来，通威太阳能始终高度

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以关心、关

爱员工为宗旨，走出了一条“红色聚

能 光伏筑梦”的特色路径，打造出

“通威·红色聚能家”党群共建品牌。

“通威·红色聚能家”以实际行动让

员工体会到公司对每个人的关心和

关爱，通过互助基金、节日福利、生

日 party等涵盖员工生活、工作方方

面面的关爱措施，提升员工职场幸

福感和归属感，创造融洽温馨的工

作氛围，激发员工“为了生活更美

好”的奋斗动力。

万里征途远 秣马再启程
通威太阳能各体系 2022年终述职会议顺利开展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值此辞

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公司向过去

一年来奋战在各个岗位的通威太

阳能全体同仁及家人致以最诚挚

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对过去一

年来大家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

成果，表示衷心的祝贺！

回首 2022年，是“不容易”的一

年，我们历经疫情封控，高温限电，

生产经营挑战不断，但在刘汉元主

席的坚强领导下，在谢毅董事长和

管理总部的指导下，全体干部员工

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在“不容易”

中创造出新的历史，用严格高效的

措施抗疫情、战高温、保生产、稳发

展，有效保障了广大员工的身体健

康，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取

得了诸多前所未有的佳绩！这一

年，我们以“时间就是效益”的精

神，加快项目改造和投产，不断点

亮新坐标，金堂二期如期交付，眉

山三期按期投产，彭山项目正式启

动，多次刷新“通威速度”。实现量

利双增，营收同比增长 95%，考核净

利润同比增长 37倍，累计出货量超

120GW，出货量保持 6 年全球第

一，连续 7年成为全行业盈利最强

的公司，创造公司利润历史新高，

产品远销全球 5大洲、30多个国家

及地区。

展望 2023年，太阳能的非凡十

年，随着明年彭山项目正式投产，

届时公司年产能将超 100GW、员工

突破 20000人，我们亦将面临行业

竞争、产品同质、人才紧缺、布局优

化等新一轮多重挑战。面对新的挑

战，我们将始终秉持“效率决定效

益，细节决定成败，速度决定生死”

理念，继续发扬坚韧不拔、奋勇争

先的拼搏精神，坚守“光伏改变世

界”的初心使命，不断提升产能优

势、成本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

势，在大浪淘沙的光伏市场中持续

做强，勇立潮头。

当前，一场以人类呼唤绿色、

低碳为核心，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

的能源革命已正式开始，“3060”双

碳目标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的信心、雄心和决心。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光伏发

电毫无疑问将成为第一主力军。过

去的时光，我们用只争朝夕的开拓

精神，向集团、向行业、向社会交上

了一份浓墨重彩的答卷。2023年，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在主席的坚强

指引下，通威太阳能全体干部员工

有信心、有决心完成挑战目标！在

此，希望更期待所有太阳能全体同

仁，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推

动者，以强烈的担当，扛起时代赋

予我们的使命，用脚踏实地的高效

执行力，用更具主动性、更富开拓

性、更具创造性的精神，拾光奋楫，

聚力逐梦，共向绿色未来！

风正济时，自当扬帆破浪；任

重道远，还需策马扬鞭。新的一年

开启新的希望，新的希望承载新的

梦想，2023年，让我们站在新的起

点，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享受奋斗

的态度、只争朝夕的劲头，始终保

持奋发有为的锐气和务实担当的

实干精神，迎难而上、大步向前，赢

得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拾光奋楫
聚力逐梦
通威太阳能总经理周华

2023新年寄语

回首奋斗路，共谱新篇章。2022年 12月以来，通威太阳能各体系相继开

展年终述职会议。通威太阳能总经理周华、副总经理宋枭、总经理助理陈君、各

基地负责人携管理团队共同参会。各体系展示 2022年工作亮点与成果、提炼

经验，开拓新思路，规划新目标。2023年，通威太阳能将迈向十年发展新征程。

公司全员将以坚如磐石的信念、只争朝夕的劲头、享受奋斗的态度，一步一个

脚印，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记者 唐小燕 通讯员 唐婷婷 谢文武 崔美珂 张露

通威太阳能总经理周华作 2022年工作总结及 2023年工作规划

2022年 12月 29日，通威太阳能财务体系述职会议合影留念

能打仗 打胜仗
大生产体系开展中干述职会议

自 2022年 12月 20日起，通威太

阳能各基地相继召开 2022年大生产

体系中干年终述职会议。2022这一年

对于通威太阳能来说，注定是不平凡

的一年，行业进入急速扩张时期，市

场环境变幻莫测，期间经历了高温、

限电、疫情等重大考验。在这样的背

景下，通威太阳能上下同心，充分践

行“享受奋斗、拥抱危机、防危重安”

核心价值观，在 2022岁末交出了一份

沉甸甸的漂亮答卷。

在年终述职会上，各基地中干团

队在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考核指标达成

情况的总结中，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

话、用项目和案例说话、用团队和标杆

说话，用各项亮眼的业绩数据给 2022

年完美收官，充分彰显了太阳能人迎难

而上、愈战愈勇的可贵精神。展望

2023，大家结合团队与个人层面的目

标，围绕如何顺利达成考核、改善指标、

安全与质量管理、建设团队等方面展

开，既有对工作思路的详细阐释，也有

对落地实施层面的充分考量。

通威太阳能总经理周华指出，

面对外部竞争加剧态势与太阳能公

司内部的快速扩张，公司各体系各

层级都需要做好前置规划，稳步推

进工作的同时务必确保生产安全、

稳定、有效。未来的行业形势依旧日

益变化，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需

要对行业有一定的敏锐度，始终坚

守安全和质量底线。通威太阳能这

支团队，要做到不仅能打仗，更要能

打胜仗，希望大家能够在奋斗中书

写不平凡，在这片蓝图上留下自己

光辉的足迹，永远熠熠生辉。

强赋能 提质效
财务体系开展管理干部年终述职会议

2022年 12月 29日，通威太阳能

财务体系组织召开 2022 年度管理干

部年终述职会，通威太阳能电池及组

件财务、招标、信息及财务共享中心

团队全员参会。

2022年，财务体系全体人员在决

策支撑、降本增效、精益管理、财务信息

化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高效助力

公司经营目标达成。2022年，太阳能电

池板块销量同比上升 45%，营收同比上

升 96%，会计凭证编制量同比上升 23%。

通威太阳能副总经理宋枭首先

对各团队工作进行点评，肯定了 2022

年财务体系的工作成效，对每一位员

工的辛苦付出和辛勤工作表示诚挚

的问候和感谢，并对财务体系 2023年

的工作开展做出要求和规划。

宋枭总指出，2022年各团队在运

营支撑、信息化建设、招标管理等方

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同时也

要看到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下，公

司不断发展壮大的迫切需求下，对财

务体系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

要进一步加强业财融合，提高工作效

率，满足公司业务模式的不断变化，

从而准确、高效、快速反应经营结果，

提升财务体系价值创造能力。2023年

财务体系要围绕“一体化利润最大

化”为核心工作思路，并就助力经营、

风险管控、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等重

要工作做出指示，要求全员加强风险

把控意识、坚守底线，为公司安全经

营做好保障工作。

稳保障 稳生产
人行法务体系开展中干述职会议

2022年 12月 15日，通威太阳能

2022 年度人行法务体系中干年终述

职会议成功举行，各基地人行法务体

系相关负责人相继对 2022年工作情

况及 2023年工作计划进行总结汇报。

通威太阳能总经理助理陈君指

出，2022年，人力团队在招聘、人才发

展、绩效、薪酬等多方面结合生产经

营实际需求，赋能团队、激励牵引，在

人才队伍的选、留、育、用多个维度发

挥重要作用；光伏学习中心在品牌传

播及文化塑造上的多层面建设都有

新的突破和亮点；行政团队各项服务

满意度全面提升；法务部高效推进风

控和法务合规工作。面对 2023年可能

遇到的难题与挑战，行业规模扩展外

部挖角、公司规模扩大人才输送，人

员规模的量变将会带来人行法务体

系工作的质变，人行法务体系要做好

准备和支撑，保持生产线的正常运

营，助力公司更好地发展。

通威太阳能总经理周华对人行法

务体系的工作表示肯定，面对困难重

重的 2022年，在高温、限电、疫情的影

响下，通威太阳能依旧实现盈利和产

能最大，不仅来源于生产研发和工艺，

也离不开人行法务体系的坚实保障。

未来，太阳能板块产能将从 70GW、

100GW到 130GW，在此发展趋势下，

人行法务体系要按照发展需求，做好

前置规划。同时，要做好年度收尾工

作，面对将迎来的疫情高峰期，采取应

对措施确保生产安全、稳定、有效。

2022年 12月 21日，大生产体系述职会议双流基地现场

本报讯（记者 唐小燕 通讯员

杨清清 王柯 ）2022年 12月 22日，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对拟公告符

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第十一批）完成公示，此次全国共遴

选 22家企业入围名单，通威太阳能眉

山基地作为四川省唯一，入列“光伏制

造业规范条件”企业公示名单。

依据国家工信部《光伏制造行业

规范条件（2021 年版）》要求，通过组

织企业申报、省经信厅核实推荐、专家

复核、网上公示、现场抽检等流程，对

申报企业进行审批，挑选出能代表国

内光伏制造能力和技术先进水平的企

业，引导中国光伏行业健康发展。

此次入列《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

件》公示名单，充分说明了公司在规

模、技术、质量、环保等方面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体现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市

场对公司的高度认可。通威太阳能也

将以此为契机，继续贯彻国务院相关

要求优化布局、调整结构、控制总量、

鼓励创新、支持应用的要求，进一步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响应光

伏产业发展的政策号召，提高企业在

未来发展中的竞争力，为实现打造“世

界级清洁能源企业”而努力。

12 月，四川省科技厅发布了

《2023年第一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清

单》，通威太阳能双流基地“182 尺寸

钝化发射极及背面晶硅太阳电池技术

创新与产业化研究”荣列该名单。

通威太阳能双流基地“182尺寸

钝化发射极及背面晶硅太阳电池技术

创新与产业化研究”荣列该名单，是对

通威电池片品质达到行业一流，各项

技术指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实力

认证，充分证明了通威太阳能在产品

影响力、技术创新性、社会贡献度、消

费者知名度上的核心竞争力，将有效

拓宽公司产品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

增强公司在光伏市场的竞争力。

锚定双碳 智创未来
通威太阳能荣列国家工信部“光伏制造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通威太阳能智能制造生产线



截至 2022年第二季度，通威太阳能电池片全球累计出货量突破 100GW

在高温限电和疫情席卷的双重

强压下，2022年通威太阳能安全环

境部团结一心、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安全工作有效落

实，确保公司安全生产稳定运营。

2022年度共开展核酸检测 278

次，检测 92.3 万余人次；开展安全

教育培训 383次，培训人员总数达

26万多人次；开展 EHS知识竞赛、

承诺书签字仪式、班组安全文化产

品展等共计 142481余人；开展专项

安全检查共计 301次，隐患到期整

改率达 100%；相关方管理方面，完

成 126家第三方资质审核，办理特

殊作业证 7756余份；办理合规性手

续工作 132项，完成 24项安全信息

化建设工作；对废水、废气、噪声等

污染物进行环境监测，共计 1389

次，均达标；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1969

个点位，岗位达标率 100%。

2022年，通威太阳能持续开展

“百日安全大作战”活动，引入清单

管理工具，推动安全标准化建设工

作，将安全培训、安全演练、安全检

查工作常态化。通过高管带队开展

月度安全大检查、各基地安全互查、

安全案例回头看，持续提升公司安

全管理水平。截至目前，公司已连续

九年实现重大安全 0事故、重大环

保 0事故，刷新光伏行业新纪录。

9天
从建成到投产仅用 9天

2022年，无论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天

气，还是突如其来的疫情，通威太阳能全

体员工迎难而上，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通

合切片项目二期、通合电池片项目二期、

金堂基地二期项目、眉山基地三期项目

如期投产，彭山项目高效推进。

当下，太阳能光伏被认为是人类未

来清洁能源的第一来源，已成为世界能

源革命的先锋。在这个正蓬勃发展的行

业中，“快”成为最典型的特征———行业

发展快、市场变化快。秉持“效率决定效

益，细节决定成败，速度决定生死”的理

念，通威太阳能将建设、生产速度展现得

淋漓尽致。

通合切片二期项目 2022年 1月 16

日设备进场，2 月 25 日首片硅片下线，

仅用 30天；通合电池二期项目 3月 16

日设备进场，3 月 30 日首片电池片下

线，仅用 15天；金堂基地二期项目 8月

30日设备进场，9月 16日首片电池片下

线，仅用 15天；眉山基地三期项目 11月

19日设备进场，11月 29日首片电池片

下线，仅用 9天。通威太阳能项目建成投

产速度不断刷新纪录。

728项
累计获得有效授权专利 728项

从行业新兵到全球领先，创新精神

始终驱动着通威太阳能一往无前。持续

推动技术创新，也是通威太阳能作为行

业领先企业的责任担当。

从多晶到单晶再到 N型电池，通威

太阳能不断深耕电池的核心技术优化

改进，加速电池片大尺寸转型，同时紧

跟时代步伐，积极推动 N型技术布局，

大力投入 TOPCon 和 HJT 等新型技术

的研发与创新，不断提升电池量产转换

效率，保障良率、CTM 值等质量指标行

业领先。

在持续夯实全球领先地位的同时，

公司持续稳健、绿色创新的发展势头，获

得了各方的认可和点赞。截至 2022年 12

月，通威太阳能已累计获得有效授权专

利近 728项，并先后荣获“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

理示范企业”“工信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试点企业”等 552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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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说

这 一 年

创无止境 勇攀高峰

2022年，面对行业周期、疫情反复的多重压力，通威太阳

能全员用志在必得、善作善成、必成必胜的雄心，取得了一项项

卓越的成绩。本期将从出货量、产能规模、市占率、建设速度、智

造水平、人才培养、专利数据、奖项荣誉、安全生产、媒体聚焦多

维度，全面展现公司所取得的创新突破和高效发展。越是艰险

越向前，乘风破浪攀新高。通威太阳能全员将以奋勇拼搏的姿

态，迈向十年发展的崭新征程。

记者 唐小燕

100GW
行业首家完成 100GW出货体量

2013年

1%

2022年

15%
全球市占率

增长 14个百分点

截至 2022年第二季度，通威太阳能光伏电池全球累计出货量突破

100GW，成为通威打造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也是行业

首家完成 100GW电池出货体量的电池制造商，公司将可靠产品送至全

球 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围绕客户与市场建立完善的营销和服务体系，通威太阳能以精益

化管理、标准化流程、数字化系统，努力打造世界级太阳能光伏企业和

世界级清洁能源公司。将品质服务作为核心竞争力，以服务筑品牌，确

立“用心服务，让客户更满意”的服务理念，以专业化、标准化、品质化服

务，7×24小时为客户提供“竭诚服务”，确保电池产品质量和品牌稳居

国内外同行业最高水平，实现了下游全球前十大组件厂商的全面覆盖，

受到了全球前五大组件厂商的一致好评，多次荣获“质量优秀供应商”

“最佳品质供应商”等荣誉称号。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在全球出货量突破 100GW的新起点，将继

续勇担使命，积极应对挑战，主动拥抱未来，汇智聚力探索绿色转型高

质量发展新路径，致力于从“稳定性”和“持续的技术创新”实现零污染

的清洁能源，在能源转型上贡献力量，推动我国乃至全球碳中和目标早

日实现！

52倍
产能规模增长了 52倍

2013年 2022年

1.2GW

63GW

增长 52倍

2013年 9 月 10 日，经历 218 轮举牌，通威最

终以 8.7亿元的价格成功并购赛维合肥工厂，正式

打通光伏新能源产业第二条赛道。通威太阳能从零

起步，凭借着敢为人先和自我超越的精神，让一个

个“难题”变为了“奇迹”，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

“一定能”。

九年以来，合肥并购重组成为中国人民银

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中欧商学院经典案例，是

全球光伏行业最大且至今最成功的重组案；公司

投产首年即实现盈利，2015年成为电池行业最赚

钱的公司，2017年即成为全球电池片环节出货量

最大的企业；从世界首条工业 4.0高效电池生产

线，到全球光伏行业首个 5G 应用基地，以“通威

智造”引领行业发展；连续 6 年成为全球高效太

阳能电池产能规模最大、出货量最大、盈利最多、

成本最低、开工率最高、建设速度最快企业，成为

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太阳能电池企业。

九年以来，通威太阳能以合肥基地为起点，到如

今拥有合肥、双流、眉山、金堂四大基地及通合项目。

2022年，通威太阳能产能规模超过 63GW，其中大

尺寸产能占比将超过 90%。2024-2026年，通威太阳

能将形成 130-150GW产能。未来征程，面对压力和

挑战，通威太阳能全员将继续夯实基础、勤练内功，

以永不懈怠、只争朝夕的精神，真抓实干、抢干快干，

在大浪淘沙的光伏市场中继续勇立潮头。

15000人
员工规模达到 15000人

2013年

87人

2022年

15000人

增长 171倍

2022年，面对行业竞争与新项目快速投产的用人需求，招

聘组创新开拓，及时满足人才需求，保持健康满岗率；人才发展

组运营 20余个项目，各级人才培养梯队完善，人才内培成果突

出；绩效组通过绩效激励的指挥棒，推动公司各项业绩持续突

破；薪酬组通过动态薪酬对标和定期调薪工作，实现员工收入

合理有序增长；数据组以专业的分析和数据洞察，分析问题、提

出改善、推动专业人力资源工作价值最大化。

面对 15000 人的庞大团队，2022年人力资源运营工作紧

抓选才、留才、育才、用才工作，实现人效的大幅提升。在育才

方面，2022年实现一线组长 95%内培输出，4-6职等骨干 68%

内培输出，中高层管理干部 82%内培输出。未来，公司将进一步

打造员工与企业“健康共行、成长共赢、财富共享、价值共享”的

优质职场环境，实现企业与人才双向赋能，为通威太阳能持续

稳健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石。

2022年 12月 1日，新华网聚焦通威太阳能智能制造领先水平

2022年 8月 23日，通威太阳能总经理周华赴金堂基地检查二期
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2642次
媒体聚焦达 2642次

凭借强劲的绿色发展实力和领先

的智能制造水平，九年以来，通威太阳

能累计获得媒体聚焦 2642 次。2022

年，通威太阳能获得央视 8次聚焦，人

民网 8 次聚焦，国家级媒体 76 次聚

焦，行业媒体 147次聚焦，省级与市级

媒体 200次聚焦。

2022年 9月 28日，《人民日报》以

《光伏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题，深度

报道我国光伏产业发展。作为中国光伏

企业代表，通威太阳能智能制造领先水

平获得关注。文章报道了全球光伏行业

首个 5G应用基地———通威太阳能金堂

基地智能制造生产车间的场景。无尘车

间内，数百台智能小车来回穿梭运送货

料，一片片灰色硅片经过制绒、刻蚀、镀

膜等工序，成为深蓝色的电池片。与传

统电池片生产线相比，金堂基地运用

5G、大数据等技术，用工减少约 62%，生

产效率提升约 161%。

2022年 12月 1日，新华网发布了

题为《在科技创新的国际舞台成都与

世界对话》的报道。报道指出，通威太

阳能在成都布局了通威太阳能双流基

地、通威太阳能金堂基地、通合新能源

项目。其中，双流基地是全球首个产能

规模超 10GW 的高效电池生产基地，

2021年已实现了营业额超百亿元；金

堂基地是全球光伏行业首个 5G 应用

基地，依托中欧班列物流优势，越来越

多的“成都造”电池片走向全球。

0事故
连续九年安全生产 0事故

应急演练保障安全生产

http://www.tw-solar.com/


成都公司———计划部

安全生产先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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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逐梦想 共勉求卓越
通威太阳能 2022年度优秀团队风采展示

安徽公司———人事行政部 -人力

最佳业务支持部门

成都公司———财务信息部 -财务

最佳业务支持部门

最佳业务支持部门 最佳业务支持部门 最佳业务支持部门 最佳成本贡献部门

眉山公司———人事行政部 -人力 金堂公司———人事行政部 -人力 通合公司———人事行政部 -人力 安徽公司———电池四厂

眉山公司———电池二厂

最佳成本贡献部门

成都公司———电池三厂

最佳成本贡献部门

金堂公司———电池一厂

最佳成本贡献部门

通合公司———切片一厂

最佳成本贡献部门

通合公司———电池二厂

最佳成本贡献部门

安徽公司———电池质量部

人才培养贡献部门

成都公司———电池三厂工艺部

人才培养贡献部门

眉山公司———电池一厂工艺部

人才培养贡献部门

金堂公司———电池一厂工艺部

人才培养贡献部门

通合公司———电池一厂设备部

人才培养贡献部门

安徽公司———安全环境部

企业文化践行模范部门

成都公司———人事行政部 -行政

企业文化践行模范部门

眉山公司———人事行政部 -行政

企业文化践行模范部门

金堂公司———人事行政部 -行政

企业文化践行模范部门

通合公司———人事行政部 -行政

企业文化践行模范部门

安徽公司———计划部

安全生产先进部门

眉山公司———厂务部

安全生产先进部门

金堂公司———电池二厂设备部

安全生产先进部门

通合公司———厂务部

安全生产先进部门

作为全球光伏行业电池片环节领先企业，通威太阳能笃定双碳目标，持续深耕绿色能源，推动可再

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2022年，面对行业周期、疫情反复的多重压力，公司全员保持定力、埋头苦干，打

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标杆团队。2022年公司特别评选最佳业务支持部门 5

个、最佳成本贡献部门 6个、人才培养贡献部门 5个、企业文化践行模范部门 5个、安全生产先进部门

6个，以表彰先进，弘扬榜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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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光 成为光 散发光
通威太阳能 2022年度优秀员工风采展示

李扣龙 优秀管理者
安徽公司电池四厂设备部

张遇军 优秀管理者
安徽公司安全环境部

董丽影 优秀管理者
安徽公司电池营销部

王代胜 优秀管理者
成都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尹飞 优秀管理者
成都公司电池六厂生产部

杨聪 优秀管理者
成都公司厂务部

李佩竹 优秀管理者
成都公司财务信息部-财务

刘睿 优秀管理者
成都公司招标部

王永洁 优秀管理者
眉山公司TOPCon研发部

韩飞 优秀管理者
眉山公司电池二厂工艺部

严强勇 优秀管理者
眉山公司计划部

李海熊 优秀管理者
金堂公司电池二厂设备部

郭锐 优秀管理者
金堂公司电池三厂生产部

韩小亮 优秀管理者
通合公司电池二厂工艺部

韩士岭 优秀管理者
通合公司切片一厂工艺部

毛建康 优秀管理者
通合公司计划部

殷凤霞 岗位标兵
安徽公司电池四厂生产部

姚平 岗位标兵
安徽公司电池质量部

吴可心 岗位标兵
安徽公司高效电池生产部

田建平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杨明锋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刘利华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三厂生产部

罗永强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四厂生产部

熊超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四厂生产部

何坤锐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五厂生产部

牟芙华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六厂生产部

徐有才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六厂生产部

苟光美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质量部

张杰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电池质量部

毛胜强 岗位标兵
成都公司组件研发

徐秀芳 岗位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一厂生产部

章涛 岗位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一厂生产部

杨洪强 岗位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王建 岗位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杨杰 岗位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二厂设备部

尹小东 岗位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三厂生产部

刘敏 岗位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质量部

唐群英 岗位标兵
金堂公司电池一厂生产部

唐跃 岗位标兵
金堂公司电池一厂设备部

陈武 岗位标兵
金堂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孙晓文 岗位标兵
金堂公司电池三厂生产部

陈瑶 岗位标兵
金堂公司电池质量部

杨清波 岗位标兵
金堂公司计划部

胡龙 岗位标兵
通合公司电池一厂生产部

郭小清 岗位标兵
通合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尹立祥 岗位标兵
通合公司电池二厂设备部

孙小刚 岗位标兵
通合公司切片一厂生产部

司锡文 岗位标兵
通合公司电池质量部

夏洋 岗位能手
安徽公司电池四厂设备部

朱世旺 岗位能手
安徽公司电池五厂工艺部

杨贺彬 岗位能手
安徽公司电池五厂设备部

沈萍萍 岗位能手
安徽公司电池质量部

徐磊 岗位能手
安徽公司高效电池工艺部

唐帅 岗位能手
成都公司电池六厂设备部

赵利涛 岗位能手
成都公司厂务部

杜莹莹 岗位能手
成都公司电池质量部

魏源 岗位能手
成都公司通威太阳能产品与客户管理部

李雪锋 岗位能手
成都公司 THL设备部

范建彬 岗位能手
成都公司技术工艺部

曾勇 岗位能手
成都公司中试设备部

杨唐辉 岗位能手
眉山公司 TOPCon研发部

舒大帅 岗位能手
眉山公司电池一厂工艺部

黄海 岗位能手
眉山公司电池二厂设备部

黎波 岗位能手
眉山公司TOPCon210设备部

石鑫鑫 岗位能手
眉山公司制程整合部

蔡福林 岗位能手
眉山公司电池质量部

张春福 岗位能手
眉山公司厂务部

包凡 岗位能手
金堂公司电池一厂设备部

吴振宏 岗位能手
金堂公司电池一厂工艺部

闫捷 岗位能手
金堂公司电池三厂工艺部

毛兴海 岗位能手
金堂公司厂务部

韩亚军 岗位能手
通合公司电池一厂工艺部

李奇芪 岗位能手
通合公司电池一厂设备部

屈磊 岗位能手
通合公司电池二厂设备部

李佳儒 岗位能手
通合公司切片一厂设备部

贾浪 岗位能手
通合公司电池质量部

钟世楷 岗位能手
通合公司切片质量部

张云河 岗位能手
通合公司安全环境部

张艺 岗位之星
安徽公司财务信息部-财务

唐婷婷 岗位之星
成都公司光伏学习中心

陈美君 岗位之星
眉山公司人事行政部-行政

余琯 岗位之星
眉山公司计划部

徐海丽 岗位之星
金堂公司电池采购部

万泽森 岗位之星
金堂公司财务信息部-财务

刘瑜 岗位之星
通合公司财务信息部-财务

尹晓婷 岗位之星
通合公司人事行政部 -人力

吴萍 安全标兵
安徽公司电池质量部

徐世祥 安全标兵
成都公司厂务部

陈正文 安全标兵
眉山公司电池一厂设备部

龚雪梅 安全标兵
金堂公司电池一厂生产部

龙文 安全标兵
通合公司电池二厂生产部

朱文静 宣传之星
安徽公司安全环境部

古玲 宣传之星
成都公司安全环境部

闵薪如 宣传之星
眉山公司人事行政部-行政

唐微丽 宣传之星
金堂公司人事行政部-行政

李林佳 宣传之星
通合公司人事行政部-行政

他是光伏道路上的追梦人，也是为了生活更美好的奋斗者。他们扎根一线，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成绩。为表彰他们勇担先锋的开拓精神和爱岗敬业

的优秀品质，2022年，通威太阳能评选优秀管理者 27人、岗位标兵 57人、岗位能

手 70人、岗位之星 36人、安全标兵 5人、宣传之星 5人、未来之星 16 人，对内增

强干部和员工认同及信心，对外展示通威太阳能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员工风采。

“
”

http://www.tw-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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