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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质 量 协 会 

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 
                                          

 粤质协字〔2022〕29 号 

关于受理第一期《香港品质保证局--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

和《广东省科协标准化与质量注册专家联合体--注册质量专

家》注册申请及开展研修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工程技术人员：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和中国科协印发的《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师

资格国际互认区域和行业试点的通知》（科协办函外字

[2022]16 号）、省科协印发的《广东省科协关于开展粤港澳

大湾区工程技术人员专业资格互认试点工作的通知》（粤科

协学〔2022〕1 号）等文件的精神，广东省质量协会、广东

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与香港品质保证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建

立了《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与《广东省科协注册质量专家》

互认机制，实现了“同标等效、结果互认、一评双证”的互

认目标。该专业是中国科协批准、广东省委省政府支持、广

东省科协同意的粤港澳大湾区品质工程技术人员专业资格

互认试点。 

广东省质量协会和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公开

受理内地工程技术人员注册申请工作，并应社会需求举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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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研修班。现将受理注册及研修

班事宜通知如下： 

一、受理时间 

（一）2022 年 7 月 1-30 日提交附件 1、2。 

（二）2022 年 8 月 28 日 14:00-17:00 理论考试（广州

考场）。 

（三）2022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注册申报材料。 

二、受理对象 

中国内地工程技术人员。 

三、研修内容 

（一）《香港品质保证局注册品质工程师专业能力评价

规范》和《广东省科协标准化与质量注册专家联合体注册质

量（品质）专家专业能力评价规范》解读。 

（二）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三）质量工具和方法。 

申请人可根据需要自主确定是否参加研修班。 

四、授课老师 

（一）陶功浩：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广东省质量协

会顾问，2022 年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评审专家，《香港品质保

证局注册品质工程师专业能力评价规范》和《广东省科协标

准化与质量注册专家联合体注册质量（品质）专家专业能力

评价规范》第一起草人，具有 10 年以上质量领域教学、科

研、咨询培训及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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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雨：中国质量协会、美国质量学会注册六西格

玛黑带，注册质量工程师，广东省质量协会高级培训师，深

圳市十大金牌质量讲师，具有全球 500 强企业多年质量改进

工作实践经验。 

五、招生人数、时间及研修地点 

（一）人数：本期研修班全国计划招生不超过 50 人。 

（二）时间：8 月 21 日（线上）、8月 27-28 日（线下，

共 2 天）。 

（三）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具体地点待定，届时另行

通知）。 

六、注册流程 

注册流程包括：申请、考试、预审、终审、注册、公告、

发证等 7 个程序。通过注册的，由香港品质保证局颁发《香

港注册品质工程师》证书，同时可免费申请广东省科协标准

化和质量注册专家联合体《注册质量专家证书》。注册结果

在香港品质保证局官方网站（http://www.hkqaa.org）和广

东省质量协会（http://www.gdqm.com.cn）、广东省粤科标

准化研究院官方网站（http://www.gdiss.org）均有公告。 

七、报名须知 

请申请注册的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填写《注册申请回执

表》，以邮件的方式反馈至广东省质量协会或广东省粤科标

准化研究院。 

广东省质量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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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董甜甜（18922771656） 

        江  曼（13660037218） 

邮  箱：gdaqhyb@126.com 

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 

联系人：李子耀（18028612638） 

        张建波（13826173085） 

邮  箱：835682776@qq.com、damon_cheung@163.com 

本通知最终解释权归广东省质量协会和广东省粤科标

准化研究院共同所有。 

 

附件：1.研修班报名表及日程安排 

2.考试报名表 

3.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申请表 

4.广东省科协注册质量专家申请表 

5.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证书和注册专家证书样式 

 

广东省质量协会 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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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研修班报名表 

研修项目名称 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 

研修级别 见习 助理级 中级 高级 教授级 

姓名 性别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所在单位 

      

      

是否需要安排住宿： 是    否 

培训费用： 

4000 元/人，含研修费、讲义教材费、午餐等。 

需要安排住宿的可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汇款账户：（8月 5日前交付） 

户名：广东省质量协会 

帐号：360209660900009832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府前路支行 

 

研修班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8.21 

（星期日） 
下午 

14:10 - 14:30 品质工程师项目背景介绍 

14:30 - 17:00 

《香港品质保证局注册品质工程师专业能力评价规

范》、《广东省科协标准化与质量注册专家联合体注

册质量（品质）专家专业能力评价规范》解读/申报

材料、工作经历和业绩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辅导 

8.27 

（星期六） 

上午 

09:00 - 09:10 开场致词、领导讲话 

09:10 - 11:40 
品质工程师（质量专家）考试大纲、质量管理基础

知识 

下午 14:30-17:00 质量工具和方法 

8.28 

（星期日） 

上午 09:00-11:30 质量工具和方法 

下午 13:30-16:00 品质工程师（质量专家）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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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考试报名表 

考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  

所在单位  

职务  

考试项目 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 

报考级别 见习 助理级 中级 高级 教授级/资深级 

 

 

考试费： 

见习/助理级：200 元；中级：400 元；高级：600 元；教授级：800 元 

 

汇款账户：（8月 5日前交付） 

户名：广东省质量协会 

帐号：360209660900009832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府前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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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申请表 

申请项目 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 

申请级别 见习 助理级 中级 高级 教授级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所在单位  

部门  职务  

考试合格证书

编号 
 

 

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评审注册费： 

见习/助理级：1000 元；中级：2000 元；高级：3000 元；教授级：5000 元 

提请注意：当理论考试合格后，请根据《评价标准》充分评估自身工作经历

和业绩成果再填报注册申请表、告知书（署名），纸质版打印签名报送至广东省

质量协会（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1 号 8 楼董甜甜 18922771656），电子版

发至邮箱：gdaqhyb@126.com，并缴纳评审注册费交至下方账户，本申请表另行

通知递交时间。 

      

汇款账户：（另行通知交付时间） 

户名：广东省质量协会 

帐号：360209660900009832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府前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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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科协注册质量专家申请表 

申请项目 广东省科协注册质量专家 

申请级别 见习 助理级 中级 高级 资深级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所在单位  

部门  职务  

考试合格证书

编号 
 

广东省科协注册质量专家评审注册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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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香港注册品质工程师证书 

和注册专家证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