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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质量协会文件 
粤质协秘字〔2021〕10 号 

 
关于广东省质量协会 2021 年单位会员 QC 小组 

成果交流会现场发表结果的公布 
各会员单位： 

为配合广东省第 41 次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的召开，总结、

交流和命名本年度单位会员中涌现出来的优秀 QC 小组，进一步

推动广东省质量协会单位会员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持续发展而组织

召开的 2021 年单位会员 QC 小组成果交流会已圆满落幕。此次会

议以挖潜拓能、育新培优、推广提高为目的，根据中国质量协会发

布实施的《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T/CAQ10201-2020 标准，经材

料评审和现场小组成员成果发表及评委打分等环节后，约克广州

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开拓者 QC 小组”等 61 个 QC 小组获得

示范级；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韶钢炼铁厂焦化电仪检修一

区 QC 小组”等 85 个 QC 小组获得专业级；茂名重力石化装备股

份公司“提高联箱管开孔精度控制 QC 小组”等 117 个 QC 小组获

得改进级。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特此公布。 

附件：《广东省质量协会 2021 年单位会员 QC 小组成果交流

会现场发表示范级、专业级、改进级名单》  

                                                                   

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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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质量协会 2021 年单位会员 QC 小组成果交流会 

现场发表示范级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级 别 
证书 

编号 

1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菁英 QC 小组 

降低 K 药品中二苯乙烯苷含量

测定结果的 RSD 
示范级 HYQC129 

2 
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

公司 
破风突击 QC 小组 

降低塑封电机 FN35A-PG 噪音不

良率 
示范级 HYQC245 

3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

有限公司 
亮剑 QC 小组 降低 AHU 线工序流通不良率 示范级 HYQC268 

4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

有限公司 
启扬 QC 小组 

降低喉疾灵胶囊薄层色谱鉴别

异常数据发生率 
示范级 HYQC204 

5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薄层色谱鉴别小组 
提高金钱草薄层检验一次性成

功率 
示范级 HYQC159 

6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

公司 

韶钢特轧厂棒一作业

区工艺改进 QC 小组 
缩短更换棒一中精轧导卫时间 示范级 HYQC193 

7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艺涂美 QC 小组 

提高三角琴外圈喷涂的一次合

格率 
示范级 HYQC259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传输勇先锋 QC 小组 降低弱光 ONU 发生率 示范级 HYQC088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传送网络守护者 QC 小

组 
缩短家宽业务平均割接时长 示范级 HYQC086 

1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深夜创客 QC 小组 

降低关于预付费的意见类工单

数量占比 
示范级 HYQC188 

11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

限公司 
半夏 QC 小组 缩短地黄梓醇含量测定时长 示范级 HYQC273 

12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天鹰 QC 小组 降低九节茶含量测定的复检率 示范级 HYQC131 

1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东莞极光 4G 网络 QC

小组 

缩短制作 EPC 核心网 4G 指标报

表时长 
示范级 HYQC090 

1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博罗供电局 
公庄供电所 QC 小组 

提高李洞片区低压集抄自动抄

表成功率 
示范级 HYQC109 

15 
 广东海信宽带科技有

限公司 
万众一心圈 

降低三向 HF 模块老化板通道损

坏率 
示范级 HYQC202 

16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无触不在组 降低 CTP 自检不良率 示范级 HYQC218 

17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蚂蚁智测 QC 小组 提高 FT 设备利用率 示范级 HYQC101 

1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网络卫士 QC 小组 降低 4G 网络低效小区比例 示范级 HYQC092 

19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

限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大厦工

程（一期）QC 小组 

提高旋挖桩后注浆施工一次验

收合格率 
示范级 HYQC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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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厂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番禺供电局 
厚积薄发 QC 小组 降低高压业扩工单平均时长 示范级 HYQC199 

21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

有限公司 
开拓者 QC 小组 降低 MTC 压缩机不良率  示范级 HYQC269 

22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 
晨光 提高操纵箱日批次齐套准时率 示范级 HYQC223 

23 
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

公司 
探索 QC 小组 降低直流内驱电机性能故障率 示范级 HYQC246 

24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清然 QC 小组 

缩短追风透骨丸微生物检验前

处理时间 
示范级 HYQC130 

2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数据网先锋 QC 小组 缩短网管网业务开通时长 示范级 HYQC108 

26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

有限公司 
众行 QC 小组 

提高党参薄层色谱鉴别的一次

成功率 
示范级 HYQC205 

2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东南区局凤鸣于岗 QC

小组 

缩短低压抢修中负荷开关的更

换时间 
示范级 HYQC157 

28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先锋 QC 小组 

减少栓剂 H 产品外包装批小盒

损耗数 
示范级 HYQC132 

29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

限公司 
小蜜蜂 QC 小组 

缩短紫草中β,βˊ-DAL 含量

测定分析时长 
示范级 HYQC272 

30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 
飞鹰 减少 EX-BPG 扶梯导轨装配时间 示范级 HYQC149 

3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核心部落 QC 小组 提升忙时 PSBC 注册成功率 示范级 HYQC085 

32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和留言服务品质小组 降低和留言业务万投比 示范级 HYQC119 

3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牛转乾坤 QC 小组 

缩短农村偏远地区低压客户报

装的业扩时间 
示范级 HYQC165 

3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创新业务

事业部 

2021-翼小二 QC 小组 
提升终端分期合约新店奖处理

的系统自动化率 
示范级 HYQC198 

3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变电二所创新先锋 QC

小组 

缩短变电站百项操作票出票时

间 
示范级 HYQC152 

3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碧涛 QC 小组 缩短配网自愈通信故障时间 示范级 HYQC177 

3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创优之友 QC 小组 缩短 NR 新站建设入网时长 示范级 HYQC091 

38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卓越圈 降低 OBA 外观 RIDPPM 示范级 HYQC274 

3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工程滞库物资清理 QC

小组 
降低工程滞库物资积压率 示范级 HYQC089 

40 
 广东海信宽带科技有

限公司 
奔月圈 降低单通道金手指粘胶不良率 示范级 HYQC201 

41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平头哥 
党参配方颗粒干压效率提升研

究 
示范级 HYQC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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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高明供电局 

佛山高明供电局荷城

供电所计量运维及用

电检查班 

减少因电表故障停电产生的客

户抱怨数 
示范级 HYQC018 

43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

药有限公司 
滋润 QC 小组 一种三七叶茶的开发 示范级 HYQC267 

4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勇“网”直前 QC 小组 

研究网络安全攻击响应的新方

法 
示范级 HYQC100 

4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供电局 
化学班 QC 小组 

研制六氟化硫设备充气接口故

障模拟装置 
示范级 HYQC117 

4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变电管理一

所 

变电管理一所继保自

动化工作室 QC 小组 

新型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短接

线的研制 
示范级 HYQC023 

4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配电先锋 QC 小组 

研制一种用于调试 FTU 的开关

模拟器 
示范级 HYQC170 

4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供电局输电管理二

所 

务实创新 QC 小组 
架空输电线路自动封网施工装

置的研制 
示范级 HYQC238 

49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台山青年 QC 小组 

研制 FTU 测控终端箱智能防潮

除湿装置 
示范级 HYQC179 

50 虎门军械修理厂 蔚蓝之光 QC 小组 
研制一种惯导静态电阻测试引

脚自动转接工具 
示范级 HYQC070 

51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夕阳 QC 小组 

库区高水头可拆卸钢吊箱围堰

施工技术研发 
示范级 HYQC102 

5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二

所 

浩标创新工作室 QC 小

组 

一种用于 500kV 变电站

STATCOM 检修专用工具的研制 
示范级 HYQC239 

5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变电一所站用电源运

维班 QC 小组 

直流电源系统倒闸操作指示装

置的研制 
示范级 HYQC150 

5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线路七班 QC 小组 

研制无线传输数据的双头航空

灯 
示范级 HYQC182 

5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变电一所继保三班 QC

小组 

二次地网可靠接地检测装置的

研制 
示范级 HYQC158 

56 虎门军械修理厂 精英 QC 小组 
5090 产品耐压舱压力工装的研

制 
示范级 HYQC071 

5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清远供电局 
电能量数据班 QC 小组 

电能量数据统一智能监控平台

的研发 
示范级 HYQC080 

58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阳江

分公司 
“奋进号”QC 小组 

逆变器功率模块更换小车的研

制 
示范级 HYQC098 

5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云业务攻坚 QC 小组 研究政企 OA 文件存储的新方法 示范级 HYQC107 

6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新创青年 QC 小组 绑树辅助工具的研制 示范级 HYQC167 

61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数智先锋小组 
一种提升 139 邮箱客户满意度

预测模型准确度的创新方法 
示范级 HYQC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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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质量协会 2021 年单位会员 QC 小组成果交流会 
现场发表专业级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企业名称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级 别 
证书 

编号 

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超越梦想 QC 小组 

提高输电线路导线更换施工效

率 
专业级 HYQC047 

2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

程局有限公司 
桂南 QC 小组 提高充填灌浆合格率 专业级 HYQC010 

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三水供电局 

三水供电局工程建设

部、威顺公司 QC 小组 
提高电杆拉线一次验收合格率 专业级 HYQC028 

4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

司 
金龙路项目部 QC 小组 降低混凝土路面裂缝发生率 专业级 HYQC224 

5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 
登越 

提高网络工厂安全钳订单产出

准时率 
专业级 HYQC222 

6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品质服务 360 小组 缩短中间号接口功能测试时长 专业级 HYQC123 

7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深圳市轨道交通 13 号

线百旺攻坚 QC 小组 

降低长距离全断面富水硬岩地

质盾构管片上浮率 
专业级 HYQC144 

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天河供电局 

天河供电局工程 QC 小

组 

缩短配网基建项目设计交底时

长 
专业级 HYQC072 

9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输电一所银领 QC 小组 提高 500kV 线路走线验收效率 专业级 HYQC175 

1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首当其充 QC 小组 

提升电子渠道互联网卡首月充

值率 
专业级 HYQC195 

11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东南区局基建联创 QC

小组 
减少配网工程量的核实时间 专业级 HYQC151 

1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梁永昌劳模创新工作

室 QC 小组 
减少电缆试验时间 专业级 HYQC155 

13 清远连州供电局 
连州供电局龙坪西江

供电所 QC 小组 

降低龙坪西江供电所公用台区

重过载率 
专业级 HYQC084 

14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敢为天下先 QC 小组 提高仿木桩施工一次成活率 专业级 HYQC043 

15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市八达小组 提升和彩云分省数据分析水平 专业级 HYQC127 

1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高试一班 QC 小组 

缩短高压室多台 10kV 断路器试

验的时间 
专业级 HYQC180 

17 
广东辉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辉泰 QC 小组 提高乔木移植的成活率 专业级 HYQC209 

1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东边一头牛 QC 小组 降低低压配电箱年累计故障数 专业级 HYQC166 

19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钢筋施工 QC 小组 
提高桥梁墩柱钢筋安装一次合

格率 
专业级 HYQC229 

2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传输信息化小组 提升一次跳纤成功率 专业级 HYQC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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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太平岭项目部 
蓝色精灵 QC 小组 提高预埋管道焊缝自检合格率 专业级 HYQC096 

2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输电创新 QC 小组 

缩短外破现场人工运维作业时

间 
专业级 HYQC171 

23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

高纯新材料有限公司 
阳光之星 QC 小组 改善加料流程，稳定装炉效率 专业级 HYQC284 

2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高压试验一班 QC 小组 缩短工器具的整理时间 专业级 HYQC183 

2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广实路攻坚 QC 小组 降低高边坡修坡施工次数 专业级 HYQC050 

26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步步为赢 QC 小组 提升 139 邮箱 NPS 值 专业级 HYQC125 

27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EOS 改善小组 降低产品 EOS 不良率 专业级 HYQC220 

28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

司 

琶洲港澳客运口岸项

目 QC 小组 

提高联检楼钢结构主体高强螺

栓一次穿孔合格率 
专业级 HYQC227 

29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康耀磐石 QC 小组 

提高花岗岩路缘石施工一次合

格率 
专业级 HYQC054 

30 
广东铭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正果镇池田村 QC 小组 

提高入村道路铺砖施工一次验

收合格率 
专业级 HYQC215 

3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提速急先锋”QC 小

组 
提升天翼用户体验下行速率 专业级 HYQC194 

3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供电服务中心 QC 小组 减少预付费装置跳闸次数 专业级 HYQC173 

3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数据服务提升攻关小

组 
缩短网格考核报表处理时长 专业级 HYQC087 

34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求真溯源 QC 小组 降低 ABP-1010 系列麻点不良 专业级 HYQC260 

3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渠道服务抱怨治理 QC

小组 

压降电话营销引起的客户抱怨

量 
专业级 HYQC196 

3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三水供电局 
“老中青”QC 小组 

缩短中压架空线路故障抢修时

间 
专业级 HYQC026 

3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供电局 
电源班 QC 小组 

缩短变电站交流系统 380V开关

接地保护功能试验时间 
专业级 HYQC114 

3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沙坪供电所风云 QC 小

组 
缩短营业班人均日工作时长 专业级 HYQC169 

39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PCB 卡板改善团队 降低 PCB 卡板不良率 专业级 HYQC219 

4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试研所电亮未来 QC 小

组 
缩短断路器回路电阻测试耗时 专业级 HYQC154 

41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协力圈 降低标准作业书编制时间 专业级 HYQC221 

42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

司 
安全生产管理 QC 小组 

提高地铁土建工程绿色施工检

查达标率 
专业级 HYQC228 

43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探索者 QC 小组 缩短二次回路的验收时间 专业级 HYQC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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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广东辉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改造工程 QC 小组 

提高混凝土路面外观质量一次

验收合格率 
专业级 HYQC210 

4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清远清城供电局 
配网综合一班 QC 小组 

缩短 10kV 自动化开关保护联调

测试时间 
专业级 HYQC081 

46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创新小组 提升双 V 付费会员数 专业级 HYQC124 

47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台山项目部 
“核心聚力”QC 小组 

提高 EPR 核电工程竣工文件移

交一次合格率 
专业级 HYQC203 

4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供电局 
爽手 QC 小组 

缩短 10kV 配网自动化开关跳闸

信息传递时间 
专业级 HYQC277 

49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法半夏组 改善法半夏颗粒的溶化性 专业级 HYQC160 

50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小组 降低 APP 客户端的崩溃率 专业级 HYQC122 

5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金点子 QC 小组 

提高 AN 静调轴流风机主轴承的

使用寿命 
专业级 HYQC048 

5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扬帆 QC 小组 

提高称重给料机皮带秤测量准

确率 
专业级 HYQC053 

53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梦想“光源”QC 小组 

提高幕墙密封胶施工一次合格

率 
专业级 HYQC143 

54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油时代广场“践

行”QC 小组 

提高预制楼梯及叠合板一次安

装合格率 
专业级 HYQC141 

5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一

所 

木棉花开 QC 小组 
图像智能识别技术缩短继电保

护压板识别时间 
专业级 HYQC002 

56 
广州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 
技经集控 QC 小组 

提高城市电力隧道工程可研估

算投资准确率 
专业级 HYQC069 

57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桃源里花园项目机电

QC 小组 
线盒预埋质量控制 专业级 HYQC134 

58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山角村污水工程 QC 小

组 

提高砼管与检查井接口施工质

量 
专业级 HYQC232 

59 
中建投资（珠海）有限

公司 

横琴德国城项目 QC 小

组 

提高斜屋面现浇混凝土观感质

量合格率 
专业级 HYQC216 

6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超越 QC 小组 提高竣工资料一次移交合格率 专业级 HYQC063 

6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绿之源 QC 小组 

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

水达标率 
专业级 HYQC046 

62 
广东聚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奋斗者 QC 小组 

提高高压旋喷桩施工质量检测

合格率 
专业级 HYQC012 

63 
广东力特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 
奋进 QC 小组 

降低混凝土预制箱梁运输过程

的内部应力 
专业级 HYQC003 

6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输电管理所 
涛洪 QC 小组 

输电线路杆塔接地电阻测量高

效率放线板 
专业级 HYQC032 

6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腾飞 QC 小组 

一种可快速安装的电缆分接箱

预制基础 
专业级 HYQC168 

6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供电局 

杨世浩技术能手创新

工作室 QC 小组 
二次回路信号测试仪的研制 专业级 HYQC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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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继保创新 QC 小组 研制智能带负荷测试分析仪表 专业级 HYQC176 

6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顺德供电局 

佛山顺德综合业主项

目部容桂所易达公司

QC 小组 

带闭锁功能 10kV 机械手接地装

置的研制 
专业级 HYQC034 

69 清远连州供电局 
连州供电局生产计划

部 QC 小组 

高污地区 10kV 配电设备绝缘清

洗装置的研制 
专业级 HYQC083 

70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

公司 

韶钢炼铁厂焦化电仪

检修一区 QC 小组 

一种焦罐对正位纠偏装置的研

制 
专业级 HYQC192 

71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高明供电局 

佛山高明供电局夏志

雄创新工作室 QC 小组 

新型省力安全电缆施工绞磨机

的研制 
专业级 HYQC019 

7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供电局 
高效运检 QC 小组 

研制 110kV 主变压器新型降温

装置 
专业级 HYQC115 

7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星火 QC 小组 绝缘导线防应力弯曲器的研制 专业级 HYQC172 

74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拓荒者 研发异常音测试装置 专业级 HYQC217 

7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输电智巡先锋小组 

一种可穿戴式输电设备现场型

红外测温装置研制 
专业级 HYQC156 

76 
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雅江阳光”QC 小组 

特高压输电线路北斗卫星弧垂

测量系统的研制 
专业级 HYQC252 

7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智能配网 QC 小组 

配网调度全流程操作机器人的

研制 
专业级 HYQC186 

7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电曼巴 QC 小组 

双轮滑动式液压拉线弯剪装置

的研制 
专业级 HYQC174 

79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供电局 
大客户服务班 QC 小组 新型客户经理走访移动应用 专业级 HYQC113 

80 
广州佳兆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对外服务业务用房改

造工程项目 QC 小组 
新型钢木枋的研究与应用 专业级 HYQC208 

81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三水供电局 

佛山三水供电局综合

业主项目部-众诚公司

QC 小组 

研制基于磁力吸附的限高网 专业级 HYQC285 

82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鲁班 QC 小组 

三角琴顶盖支棍数控加工机的

研发 
专业级 HYQC258 

83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一点通 QC 小组 

一种新型 110kV 电缆局放测试

辅助工具的研制 
专业级 HYQC058 

8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白云供电局 
白云计量 QC 小组 

低压台区窃电批量智能查处装

置的研制 
专业级 HYQC118 

8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供电局 
江南供电所 QC 小组 

研制一种 10kV 肘型电缆头接地

线 
专业级 HYQC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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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质量协会 2021 年单位会员 QC 小组成果交流会 
现场发表改进级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企业名称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级 别 
证书 

编号 

1 
江门明浩电力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队 降低监理服务投诉率 改进级 HYQC263 

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供电局 
通信 QC 小组 

提高网络资产的识别与安全探

测效率 
改进级 HYQC278 

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一

所 

500kV 增城站 QC 小组 缩短变电站主变消防灭火时间 改进级 HYQC001 

4 
广东中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博建设 QC 小组 

提高“白改黑”过程中沥青路

面的压实度一次合格率 
改进级 HYQC243 

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供电局 

虎门配网工程第一 QC

小组 
提高电缆沟盖板的开启成功率 改进级 HYQC153 

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供电局 
超库 QC 小组 

缩减一级仓库物资盘点工作时

间 
改进级 HYQC275 

7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站模板施工质

量 QC 小组 
提高泵站模板施工质量 改进级 HYQC237 

8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顶管施工 QC 小组 
提高钢筋混凝土管顶管施工质

量 
改进级 HYQC231 

9 
广州市水电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广州地铁 21 号线车站

设备 I 标段 QC 小组 

提高地铁高效冷水机房管道安

装质量合格率 
改进级 HYQC162 

10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

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柳州市凤凰岭大桥工

程施工质量监理控制

QC 小组 

钢筋直螺纹套筒连接工程监理

质量控制 
改进级 HYQC146 

11 
广东中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供水管网改造 QC 小组 

提高供水管网工后沉降监测合

格率 
改进级 HYQC241 

12 
广东方中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方中建设 QC 小组 

提高村道隐形井盖一次验收合

格率 
改进级 HYQC213 

1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翼工匠”QC 小组 压降 5G 基站单站日均电量 改进级 HYQC197 

14 
广州视琨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功能改善组 

降低连接插座 PIN 针下陷不良

件数 
改进级 HYQC255 

15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仿古青砖景墙施工质

量 QC 活动小组 

仿古青砖景墙勾缝施工质量一

次合格率提高 
改进级 HYQC135 

16 
广东辉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旧路升级改造 QC 小组 提高路缘侧平石安装合格率 改进级 HYQC211 

17 
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中堂燃气电缆工程 QC

小组 
提高地下连续墙成槽速率 改进级 HYQC253 

18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穗龙初醒 QC 小组 缩短施工现场资料查找时间 改进级 HYQC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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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惠州工程 QC 活动小组 

提高市政工程道路路基压实度

质量 
改进级 HYQC139 

20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南海医院项目 QC 小组 提高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质量 改进级 HYQC233 

21 
广州市水电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万博项目 QC 小组 

提高室内中央空调空气质量检

测合格率 
改进级 HYQC164 

2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变电管理二

所 

凤城运检中心 QC 小组 
缩短隔离开关更换抱箍反措改

造时间 
改进级 HYQC020 

23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福田中心区Ⅱ标段（B

包）项目 QC 小组 
提高石材铺装表面观感质量 改进级 HYQC254 

24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

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珠肇高铁工程施工质

量监理控制 QC 小组 
提高隧道超欠挖控制的成功率 改进级 HYQC148 

25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有限公司东引运河管

网项目“攻坚分队”

QC 小组 

提高聚乙烯缠绕管电熔连接一

次性合格率 
改进级 HYQC142 

2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穿越 QC 小组 提高过江管道成孔定位准确率 改进级 HYQC052 

2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惠东供电局 

惠东供电局巽寮供电

所 QC 小组 
降低电能表故障率 改进级 HYQC116 

28 湛江海滨船厂 扬帆 QC 小组 
攻克某型直升机着船格栅装置

修理技术难题 
改进级 HYQC280 

29 
广东博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广东博晟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伟业建晟 QC 小

组 

提高石膏板天花吊顶施工质量 改进级 HYQC094 

30 
广东中远海运重工有限

公司 
“精度”QC 小组 提高分段总组率 改进级 HYQC066 

31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

制药有限公司 

提高 HPLC 样品检验效

率小组 
提高 HPLC 样品检验效率 改进级 HYQC190 

32 
广东创成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监理质量管理 QC 小组 提升装配式墙体监理验收效率 改进级 HYQC068 

33 华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御泉居项目预应力梁

施工 QC 小组 

确保 32 米跨度预应力梁施工质

量 
改进级 HYQC007 

34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战略分析小组 提高 QC 成果质量 改进级 HYQC121 

35 
茂名重力石化装备股份

公司 

加热炉钢结构质量提

升小组 

提高加热炉钢结构回厂验收合

格率 
改进级 HYQC004 

3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送锋 QC 小组 降低墙体抹灰裂纹的发生率 改进级 HYQC062 

37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玺悦台 QC 小组 

提高装配式+铝模体系叠合楼板

间拼缝成型质量 
改进级 HYQC013 

3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快乐 QC 小组 提高构造柱混凝土浇筑质量 改进级 HYQC064 

39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飞跃 QC 小组 提高方墩钢筋保护层合格率 改进级 HYQC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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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致远 QC 小组 

提高地铁车站立柱模板质量一

次性验收合格率 
改进级 HYQC075 

41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市政道路 QC 小组  

提高市政道路水泥稳定碎石基

层施工合格率 
改进级 HYQC137 

42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旺村南旧村改造项目

QC 小组 

提高现浇圆柱型混凝土构件一

次浇筑成型质量  
改进级 HYQC016 

43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泵站 QC 小组 
提高泵站主体结构混凝土浇筑

施工质量 
改进级 HYQC235 

44 
广东省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地铁二十一号线项目

QC 小组 

提高单元式陶瓷薄板-玻璃复合

板安装优良率 
改进级 HYQC044 

45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太平岭项目部 
“火炬之芯”QC 小组 提高焊接工艺评定一次合格率 改进级 HYQC097 

46 
广东中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供水改造 QC 小组 

提高钢管焊接焊口一次验收合

格率 
改进级 HYQC242 

47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联合创新小组 提高分省渠道变现能力 改进级 HYQC126 

4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高明供电局 
配网综合班 QC 小组 

缩短 10kV 架空线路树障处理时

间 
改进级 HYQC017 

49 
广州电力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广州监理创新 QC 小组 

提高电力隧道预埋件监理初验

合格率 
改进级 HYQC256 

50 
广东中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管网工程 QC 小组 

提高 HDPE 双壁波纹污水管施工

验收合格率 
改进级 HYQC244 

51 
广东辉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厂 QC 小组 

提高防水卷材施工一次验收合

格率 
改进级 HYQC212 

52 
广州市水电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广交会项目 QC 小组 

提高新风机房送风管道改造安

装验收优良率 
改进级 HYQC163 

53 
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500 千伏坪山输变电

工程三通一平工程 QC

小组 

减少三通一平时期水力侵蚀对

下游河道的污染 
改进级 HYQC250 

54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东部大厦 QC 小组 

提高深基坑支护预应力锚索一

次性张拉合格率 
改进级 HYQC014 

55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

制药有限公司 
轻装上阵 产品外包装降本增效 改进级 HYQC189 

56 
广东中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立德为安 QC 小组 

提高排水沟预制盖板一次性安

装通过率 
改进级 HYQC240 

57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浪头 QC 小组 

提高超高曲线桥梁板安装一次

性合格率 
改进级 HYQC103 

5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高试二班 QC 小组 

缩短 500kV CVT 预防性试验时

间 
改进级 HYQC181 

59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丹灶物流中心 QC 小组 提高污水 HDPE 管道施工质量 改进级 HYQC234 

6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创意无限 QC 小组 降低台区改造受影响用户比例 改进级 HYQC184 

61 
广东铭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正果镇白面石村 QC 小

组 

提高检查井回填压实度验收合

格率 
改进级 HYQC214 

62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路面基层拼接质量 QC

小组 

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旧路面

基层拼接质量提高 
改进级 HYQC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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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

制药有限公司 

产品 A 收率提升课题

小组 
产品 A 收率提升 改进级 HYQC191 

6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缪新平工作室 QC 小组 

提高 GIS 交流耐压故障定位准

确率 
改进级 HYQC045 

6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凯捷 QC 小组 

提高大体积混凝土测温的准确

率 
改进级 HYQC056 

66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

司 

十一号线广建分部 QC

小组 

提高地下连续墙双轮铣成槽合

格率 
改进级 HYQC226 

67 
江门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 
优设 QC 小组 

降低智能变电站二次设计错误

率 
改进级 HYQC264 

68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南康家居小镇泛家居

生态体验馆项目部 QC

小组 

外立面干挂石材施工质量控制 改进级 HYQC138 

69 
广东博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广东博晟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博大通今 QC 小

组 

木作业工厂定制流水化装饰施

工 
改进级 HYQC095 

70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The one QC 小组 减少地铁车站侧墙裂缝的数量 改进级 HYQC074 

71 
广东中远海运重工有限

公司 
提高 QC 小组 提高铁舾件建模效率 改进级 HYQC067 

72 华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御泉居项目 QC 小组 
应用 QC 方法，控制大跨度高支

模支撑体系施工质量 
改进级 HYQC008 

73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

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兰州东方红广场大理

石铺设施工质量监理

控制 QC 小组 

兰州东方红广场大理石砖铺设

质量监理控制 
改进级 HYQC145 

74 
茂名重力石化装备股份

公司 

提高换热管机加工精

度 QC 小组 
提高换热管机加工精度 改进级 HYQC005 

75 湛江海滨船厂 博浪 QC 小组 信息设备全周期管理系统 改进级 HYQC279 

76 湛江海滨船厂 乘风破浪 QC 小组 
建立和完善技术故障分析、研

究、处理机制 
改进级 HYQC281 

77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四边形”QC 小组 

提高斜交涵洞盖板保护层一次

合格率 
改进级 HYQC105 

78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

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中兰客专（甘肃段）

宝台山隧道 QC 小组 

宝台山隧道内超前支护监理质

量控制 
改进级 HYQC147 

79 广东蓝堡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蓝堡建设有限公

司匠心 QC 小组 
提高花岗岩铺贴质量 改进级 HYQC093 

80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南海区人民医院 QC 小

组 
提高广场铺装施工质量 改进级 HYQC236 

81 大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文明施工 QC 小组 
加强现场施工环境保护 QC 成果

报告 
改进级 HYQC230 

8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卓越 QC 小组 提高砌体外观质量 改进级 HYQC065 

8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供电服务中

心 

计量资产管理 QC 小组 计量资产集约化管控效果改进 改进级 HYQC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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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茂名重力石化装备股份

公司 

提高联箱管开孔精度

控制 QC 小组 
提高联箱管开孔合格率 改进级 HYQC006 

8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东南海峡 QC 小组 提高升压站预埋件验收合格率 改进级 HYQC049 

86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东部大厦 QC 小组 

降低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材料

损耗率 
改进级 HYQC015 

8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供电服务中

心 

营销技术小组 计量通信优化管控 改进级 HYQC030 

88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

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浆砌石挡墙施工

质量 QC 小组 
提高浆砌石挡墙表面平整度 改进级 HYQC009 

89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阳江

分公司 
“不屈不饶”QC 小组 

西门子 720 火灾探测器专用工

具的研制 
改进级 HYQC099 

9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南朗供电分局 
光明使者 QC 小组 非接触验电一体式接地线夹 改进级 HYQC270 

91 连山供电局 计量运维 QC 小组 
“计量二次回路综合检测仪”

的研制 
改进级 HYQC082 

92 
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赣州港 QC 小组 

一种夹心彩钢板墙面内侧安装

技术研发 
改进级 HYQC140 

9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蓬江工程质量管理小

组 

一种组合绝缘支撑式跨越架的

研制 
改进级 HYQC185 

94 
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东风”QC 小组 大型变压器就位施工创新研究 改进级 HYQC249 

9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供电局输电管理一

所 

一心接地气 QC 小组 
便携式输电线路杆塔接地参数

测量装置及大数据云平台开发 
改进级 HYQC261 

9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供电局 
客户服务班 QC 小组 

0.4kV 带电绝缘快速穿刺接线

装置的研制 
改进级 HYQC276 

9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试验研究所 
精武带电 QC 小组 

研制旁路电缆运行状态在线监

测装置 
改进级 HYQC042 

9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供电局 
天下和平 QC 小组 

研制一种测量基础立柱高度差

的工具 
改进级 HYQC110 

99 
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勇跃”QC 小组 仓库自助物资管理平台的研发 改进级 HYQC248 

100 
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灵光一闪 QC 小组 

快速开合电缆沟盖板装置的研

制 
改进级 HYQC251 

101 
江门明浩电力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 
腾飞明浩 

研发具有 PDF 内容搜索功能的

电力法规库 
改进级 HYQC262 

102 
广州佳兆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室内升级改造 QC 小

组 
研制竖向桥架预埋件 改进级 HYQC207 

103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风暴 QC 小组 工器具楼梯搬运装置的研制 改进级 HYQC059 

104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

司 

盾建盾构事业部 2QC

小组 

浅埋隧道泥水盾构下穿高速公

路新方法 
改进级 HYQC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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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电力调度控

制中心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和

谐 QC 小组 

配网终端并网试验信号自动验

收功能模块开发 
改进级 HYQC025 

10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运维三班 QC 小组 研制新型计量试验接线盒 改进级 HYQC187 

10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清远清新供电局 
和创筑梦 QC 小组 

新型跨越障碍物的展放导线装

置的研制 
改进级 HYQC079 

10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供电局试验研究所 
试验班 QC 小组 

六氟化硫气体多功能试验集成

装置 
改进级 HYQC041 

109 
广州佳兆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大门复建项目 QC 小组 

填充墙构造柱混凝土快速浇筑

装置的研制 
改进级 HYQC206 

110 
江门市电力工程输变电

有限公司 
变电安装专业 QC 小组 

电力现场安全技术交底系统开

发 
改进级 HYQC266 

111 
江门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 
智能电网 QC 小组 

研发基于 5G 的中低压配网数据

可视化系统 
改进级 HYQC265 

112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奋进 QC 小组 

地铁车站侧墙模板施工技术研

究 
改进级 HYQC073 

113 
广州电力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运营监控中心 QC 小组 

工程项目监理智能监控系统的

研发 
改进级 HYQC257 

11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供电局 
绝地求生 QC 小组 计量装置辅助拍摄工具的研制 改进级 HYQC178 

11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濮阳 QC 小组 

平原风机安装工程软弱地基简

易处理方法研发 
改进级 HYQC055 

11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

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工匠 QC 小组 

灌注桩地基承载力提升技术研

究 
改进级 HYQC061 

117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

限公司 
猎鹰 QC 小组 

上软下硬地层条件下地下连续

墙施工技术研究 
改进级 HYQC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