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质量协会文件
粤质协字【2021】41 号

关于举办广东省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单项技术奖评选
活动暨第二届广东省质量创新与质量改进成果发表赛

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相关组织：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科学技

术厅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广东省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实施

意见（试行）的通知》（粤科规范字【2019】4号）”的要求，进一步

促进质量技术进步，选拔优秀的质量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成果，表

彰在质量技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

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广东省质量协会于 2021 年启动了“广东省质

量协会质量技术奖”申报工作，同时为引导企业实践先进质量技术方

法，鼓励创新成果，促进创新交流，广东省质量协会同步开展“广东

省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单项技术奖暨第二届广东省质量创新与质量

改进成果发表赛活动，并将择优推荐参加中国质协举办的中国质量创

新与质量改进成果发表赛活动和推荐参评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

优秀项目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搭建质量创新与质量改进的专业交流平台，通过项目展示、发表

赛活动，促进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质量技术与创新成果的分享与推广。

二、活动内容

本次活动分“六西格玛”、“精益管理”、“质量创新”和“服务创

新”四个类别，通过理论学习、现场展示、专家评析、互动交流等形

式选拔优秀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一）六西格玛发表赛

实施六西格玛的各类组织，可选派黑带或绿带项目参赛。活动将

从项目选择、实施效果、标准化与推广程度等方面对参赛项目进行评

价，发现优势与改进机会，帮助组织提高运用六西格玛持续改进的水

平。

（二）精益管理发表赛

实施精益管理的各类组织，可选派项目和团队参赛。参赛项目应

着重体现企业运用精益管理原则和精益思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针

对性地应用相关工具，达成既定目标，取得用户满意度提升、消除浪

费、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效。

（三）质量创新发表赛

各类组织的质量创新团队和标准创新团队均可参赛。项目既可以

展示与质量、绩效提升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管理等质

量创新项目，也可以展示有关技术、管理和工作要求的标准创新项目。

参赛项目按照国际质量创新大赛的分类标准，分为潜在创新、责

任和可再生（循环经济）、医疗、教育、公共、微型和新创企业、中

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类。

（四）服务创新发表赛

服务类型组织可选项目，派团队参赛。参赛项目应体现客户等相

关方的关键需要，并与组织战略、业务发展相一致，包括全新的服务、

现有服务的创新改善以及其他类型的高品质特色服务等。参赛项目应

具备可实施暗访或其他途径进行核实的条件。

三、活动流程

项目发表赛分为资料评审和现场发表两个环节。通过资料评审的

项目将进入现场发表环节。

（一）赛程安排

1.预报名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

2.组织和个人自愿报名。凡实施相关方法的组织和个人均可参赛。

每个项目团队限 2-5 人。参赛团队须遵守发表规则；



3.参赛团队需在 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将“发表项目简介”（见

附件 3）和相关材料发送至邮箱 a83321714@126.com；

4.现场竞赛用 PPT 请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反馈至指定邮箱：a83321714@126.com；

5.没有发表项目的组织或个人亦可报名，进行现场观摩、学习和

交流。

（二）资料评审

1.主办方对项目材料进行资料审查，对符合要求的项目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

2.资料评审依据《中国质量创新与质量改进成果发表赛活动规则》

做评价，选拔优秀项目进入现场发表；

3.现场发表项目入选结果将于 4 月 30 日前告知。

（三）现场发表

1.参赛团队于现场发表前通过抽签确定发表顺序。

2.现场发表时，每个团队至少 2人参与发表。项目发表按规则要

求进行，共计 20分钟，包括现场陈述（15分钟）和评审专家提问（5

分钟）。发表超时被扣分。

3.现场发表后将确定项目分数和级别。

（四）竞赛结果

1.本次活动将在六西格玛、精益管理、质量创新和服务创新四个

类别中，分别评出示范级、专业级、改进级三个级别的项目成果；

2.示范级项目将同时授予广东省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单项技术

奖并推荐参评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优秀项目奖；

3.专业级项目将推荐参加中国质量创新与质量改进成果发表赛。

四、联系方式

广东省质量协会

联系人：朱莉莉（18665712402）、马少佳（13450367432）

电 话：020-83321714 传 真：020-83353964

邮 箱：a83321714@126.com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1号 8楼（510030）

附件：1. 广东省质量创新与质量改进成果发表赛规则

2. 发表项目简介

广东省质量协会

2021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 1

广东省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单项技术奖评选活动

暨第二届广东省质量创新与质量改进成果发表赛

活动规则

一、活动总要求

（一）项目发表需以团队为单位进行，每个团队限 2-5 人。

（二）同一项目只能参加一个类别的发表赛。

（三）发表项目内容应为所报类别的相关项目，在允许范围内鼓

励项目团队大胆创新，展示企业、团队进行持续改进的实践。

（四）项目团队可以制作 PPT、Flash 等作为演讲的辅助手段。

每个项目团队发表时间应控制在 15分钟内，每超时 1 分钟扣 1分。

（五）为保证活动的公平性，项目团队须按照抽签顺序依次发表。

每个团队发表结束后，专家进行提问及点评。

（六）发表采用打分制，由评审专家按照打分标准，对项目一次

打分，总分 100 分。每个竞赛类别按分值顺序，确定为“示范级”“专

业级”“改进级”三类。



二、发表赛各类项目评价表

（一）六西格玛项目

评价方面 评价内容

项目选择

（20 分）

1. 对项目来源或过程表述清晰，项目来自客户需求或对组织的战略/规划

/KPI 指标的分解落实；

2. 目标符合 SMART 原则，并能达成目标；

3. 项目范围界定清晰，团队成员与项目涉及的职能部门相一致，体现了

跨职能团队合作。

项目的逻辑

方法

（30 分）

1. 项目按照 DMAIC/DFSS 的技术路线推进，各阶段输入和输出结果明确具

体，逻辑性强；

2.项目工具运用恰当，有针对性，结论正确，改进措施效果显著。

项目效果

（15 分）

1. 项目达成目标；

2. 收益计算科学合理；

3. 项目收益显著，或实现了管理流程优化或创新。

项目的标准化

和推广应用

（15 分）

1. 项目成果形成了相关标准，起到了固化作用，对行业起到了引领作用；

2. 问题解决思路、方法、过程及工具运用合理巧妙，结论正确，具有示

范和推广价值。

项目的创新性

（10 分）
1. 项目选题新颖；2.项目应用了创新的工具和方法。

发表效果

（10 分）

1. 表述清晰，重点突出，专业语言运用准确；

2. 汇报完整、用时得当（超过 15 分钟每分钟减 1分）；

3. 团队配合默契；

4. 回答正确，简明扼要。

（二）精益管理项目

评价方面 评价内容

项目选题

（15 分）

1. 项目来源或项目选择过程清晰，能支持企业经营目标和顾客满意度的

改善，适于运用精益思想和方法开展项目工作；

2. 目标明确，具有挑战性，符合 SMART 原则。

项目实施

（40 分）

1. 实施过程体现了精益管理原则（如：价值流，流动，拉动，持续改进）

和精益思维（如：识别和消除七种典型浪费等）；



2. 实施路径清晰，运用 VSM 或其他适用方法系统性识别改进机会，项目

过程具有较好的系统性；

3. 实施过程中，合理运用精益工具方法（如：5S，可视化，标准作业，

自动化，JIT 等），能有效支持项目深入展开；

4. 改进措施针对性强，实施力度大，执行较好。

项目团队

（10 分）

1. 根据项目主题和涉及范围，组建了项目团队，团队成员与相关部门协

调一致工作，体现了跨职能合作；

2. 一线员工参与了本项目开展的改进改善活动，且积极性较高。

项目效果

（15 分）

1. 项目达到预期目标。在改善质量、成本、周期方面取得显著改善效果。

如：降低库存（成品与在制品）、现有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缩短生产周期

/交付周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顾客满意度、提高设备综合效率（OEE）、

产品（服务）不良质量降低、改善服务响应时间/客户要求的快速响应能

力等；

2. 项目在管理能力提升、工作环境改善、员工士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改善成果。

创新推广

（10 分）

1. 在选题、设计、方法、工具、成果、形式等方面具有创新性；

2. 项目成果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发表效果

（10 分）

1. 表述清晰，重点突出，专业语言运用准确；

2. 汇报完整、用时得当（超过 15 分钟每分钟减 1分）；

3. 团队配合默契；

4. 回答正确，简明扼要。

（三）质量创新项目

评价方面 评价内容

新颖性

（30 分）

1.项目选题：①来自顾客等相关方需求、战略和业务发展需要，技术革新和创

意及新应用；②项目目标清晰、可测量，能充分说明目标的设定科学合理。

2.创新水平：①采用创新的或显著不同的方案、技术或方法；②项目的实施

形成组织的竞争优势。

3.及时性：能准确、适时地应对顾客或市场需求。

实用性

（15 分）

1.易实施：①系统地在组织内进行部署和实施；②易于实施，符合组织人力、

技术、设备和材料等资源配置能力。

2.易使用：易于顾客和最终用户的熟练使用。

3.易推广：①具有组织或行业内外的实用推广价值，可被学习、借鉴和使用；

②具有一定前瞻性，能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知识性

（15 分）

1.创意或发现：①项目实施过程应有新的创意或发现；②充分考虑到创意或

发现可能产生的风险。

2.创新过程的可信度：①充分运用知识和技术资源，确保具备知识基础；②

系统运用了质量创新理论、技术、工具方法。

3.创新过程的系统性：①基于系统的开发过程，能以多种方式有效利用知识

或技术资源；②能将总结提炼的创意活动和创新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或技术，

整合入组织资源。

顾客导向

（15 分）

1.理解顾客需求：①明确目标顾客和其他相关方需求；②进行充分、科学的

顾客需求分析，明确描述关键需求点。

2.满足顾客需求：充分响应顾客需求，增强了顾客满意度。

3.超越顾客期望：①致力于超越对顾客的承诺；②有助于增强顾客忠诚度。

有效性

（15 分）

1.目标达成：①实现设定的目标；②项目的实用性得到了实践检验，可提供

充分、有效的数据和证据。

2.项目效果：①取得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标准或新规范等成果，可与现有

或同类项目进行比较；②取得的财务、市场等经营结果，可与竞争对手或标

杆组织进行比较。

3.社会责任绩效：①环境、资源、就业、消费者权益等的改善或提升；②员

工、股东、供应商等相关方利益的改善或提升。

发表效果

（10 分）

1.表述清晰，重点突出，专业语言运用准确；

2.汇报完整、用时得当（超过 15 分钟每分钟减 1分）；

3.团队配合默契；

4.回答正确，简明扼要。

（四）服务创新项目

评价方面 评价内容

服务设计

（25 分）

1. 服务需求

①符合顾客或相关方的需求；②与组织战略和业务发展相一致。

2. 服务策划

①基于系统的开发过程；②充分利用内外部知识和技术。

3. 服务目标具体、清晰可测量，具有一定挑战性。

服务实现

（35 分）

1. 服务流程清晰、符合逻辑、易实施。

2. 服务保证

①充分的资源支持（人、设施、环境等）；②对服务人员实施必要的指导和

培训；③注重与服务相关的知识或经验的保存和传承。

3. 服务改进

①有监督和顾客意见反馈机制；②定期评价、分析服务过程和成效；③及时



采取改进措施，包括补救、修订服务过程和制度。

服务效果

（20 分）

1. 价值实现

①达成目标，充分响应顾客和相关方需求；

②超越对顾客的承诺，增强顾客忠诚度；

③实现了经济、技术、社会等方面的价值。

2. 示范引领

①服务创意新颖，有启发性；②服务过程先进，有示范性。

服务验证

（10 分）
通过暗访等方式核实验证结果与服务承诺相符。

发表效果

（10 分）

1.表述清晰，重点突出，专业语言运用准确；

2.汇报完整、用时得当（超过 15 分钟每分钟扣减 1分）；

3.团队配合默契；

4.回答正确，简明扼要。



附件 2

发表项目简介

参赛类别
六西格玛（请注明：六西格玛黑带项目 六西格玛绿带项目）

精益管理 质量创新 优质服务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行业类别

□制造业 请写明

□服务业 请勾选以下选项：

□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 □金融服务

□销售售后 □通讯服务 □电力服务 □养老价值 □其他

项目领域（限质量创新项
目填写）

□潜在创新 □责任和可再生（循环经济）□医疗 □教育
□公共 □微型和新创企业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

项目主要完成人 （限 2-5 人，按贡献排序）

项目起止日期 完成年限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发表人
（发表现场上台发表的人员）

项目过程与成果简介：（结合相关竞赛类别评价分值表，阐释项目背景、项目过程及项目成果等）

（限 3000 字）

注：请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通过邮件提交此表格和证实性材料（如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和经济

社会效益的文件、数据、图片、报道和链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