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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2 年度广东省质量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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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赛项目受理情况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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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申报工作现已结束，本年度收到有关单位申报的项目共计 88

项。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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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广东省质量协会对申报项目进行了

形式审查。根据形式审查结果，对 65 个项目予以受理，其

中质量创新项目 35 个，精益管理项目 15 个，六西格玛项目

2 个，服务创新项目 13 个。现将受理项目目录予以公布。

附件：202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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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受理目录

广东省质量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202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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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名单

质量创新项目
编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智能钢筋锯切镦粗套丝打磨生产线

2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

3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隧道锁脚锚杆角度控制器

4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可移动四方内接正八边形的可抽拉
定位桩基钢筋笼下放平台结构

5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构建“智慧决策”系统，打造核电项目
质量管控指挥部

6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深化质量教育，打造核电建设特色
质量文化品牌

7 广东烟草汕头市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钉钉开放平台技术研发的车辆
管理系统

8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脑心清片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系统
评价与 Meta 分析

9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一种低温水冲泡可溶的五指毛桃固
体饮料的开发

10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一测多评法测定板蓝根中多种有效
成分的含量

11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I 智能评标辅助系统平台

1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基层员工脸谱应用

1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计量物资全生命周期管控

1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退役蓄电池回收梯次利用为配电房
UPS 电源

1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雷达声光智能防外破装置

1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输电智能“微应用”-生产计划辅助

17 广东烟草阳江市有限责任公司
卷烟分拣线限制合流顺序一键切换
装置设计



18 广东烟草阳江市有限责任公司
送货人员出车前酒精检测管理系统
的设计及应用

19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供电局
0.4kV 线路绝缘皮快速切割辅助工
具的研发

20 广东烟草阳江市有限责任公司
人才选拔多维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
践

21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高明供电局 配网电杆抱箍安装机器人

2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高明供电局 柜内高压电缆转动调节装置的研制

2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惠州分公
司

提升宽带业务开通效能的新技术

2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惠州分公
司

研究基于 5G 融合组网的石化防爆
型工业园区

2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
司

基于 IVR 机器人外呼技术在深化宽
带质量端到端管控体系的应用

2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
司

基于智能设备的上门服务AI 质检的
研究与应用

2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智能地网沟开挖机

28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一种接地线运送滑轮工具

29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TOBSPIN 切丝机刀盘主轴轴承间隙
快速调整装置的研制

30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研制 MERLIN 复合机插入轮传递槽
快递定位装置

31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研发德马泰克堆垛机地轨走行轮专
用更换工具

32 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
R13 升降速 AGC 自动控制算法的研
制

3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
中心

打造一体化运控平台 建设世界一

流机场

3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
中心

构建远程机坪塔台新模式，打造机

场运行品质新标杆

35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供应商分类分级管理

精益管理项目
编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稳步推进，打造核岛精益建造管理
体系

2 广东烟草江门市有限责任公司
全链条提升易灵通数据分析应用的
探索



3 广东烟草江门市有限责任公司
分类服务有效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
效率

4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5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提高机制五线 A 产品日均产量

6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提高三七化痔丸包装日均产量

7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提高包装三线的日均产量

8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降低蒸汽单耗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
司

基于“服务四库”理念，打造客户服务
生态柔性管理系统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
司

微信营销支撑提质增效的研究

11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降低产品报废率

12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高纯新材料有限公
司

降低熔铸生产综合能耗

13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有限公司 精益改善管理模式的实践经验

1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韶关供电局
快速响应用户需求，提高系统使用

体验

15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韶关供电局
提高现场台区低压户改表搜窃准确

率

六西格玛项目
编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PH62 项目 NY FAI5 尺寸不良率改
善

2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检测外观的误判率改善

服务创新项目
编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春风服务，让爱温暖如春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有道，捷思智造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惠州分公
司

基于 ITIL 的数字化门诊智能运维体
系建设研究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
司

提升线上服务体验的新方法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
司

渠道营销规范化端到端闭环管控创
新应用

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管理
部

春风服务永不止，科学防控筑防线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飞行区闭环
人员系统管理研究

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区管理有限公
司

色彩导航，T2 行畅——白云机场二
号航站楼标识导视系统优化

8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
部

“一节一庆，亮彩纷呈”——白云机场
人文安检建设

9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动力保障
分公司

白云机场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创新项
目

10 广东机场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因碍而生，无碍更有爱-白云机场旅
客服务系统

1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商旅服务有限公司
商旅畅行，安心无忧——白云机场
安心接送机服务

12 广州白云空港设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精“秒”对接，“智”助保障

13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参观服务创新赢未来——无限极优
质服务案例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