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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机质协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山东日照隆重召开
12 月 26 日，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简

长陈声环当选监事长，原中机质协七届理事会副

称中机质协）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山东日照隆

会长兼党支部书记郭学俊、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

重召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秘

公司总经理陈忠义任监事。大会召开了八届一

书长赵驰，日照市政府副市长高月波，中机质协

次理事（扩大）会和八届一次常务理事会。由姜

张维德会长、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和，副会长山

卫东会长提名、聘任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专务韦锦

东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出席大会，常务理事、

祥为中机质协八届理事会秘书长。

理事、会员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

新选出的中机质协第八届理事会向会员单

中机质协高级顾问、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及

位发出“全力提升机械产品质量、推动机械工业

协会老领导陆燕荪、沈烈初发来了贺信，对协会

高质量发展”的倡议书，围绕质量提升从制定质

工作和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对新一届理事会提出

量提升战略、提高责任意识、加强基础研究、加快

殷切希望，预祝换届圆满成功！工信部科技司发

产品迭代更新、建立企业质量信息反馈机制、影

来感谢信，对中机质协在推进可靠性、培育品牌

响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等七方面提出了倡议。

和树立行业标杆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及对工信部
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上午 8 点，张维德会长主持大会，高月波副
市长代表日照市政府致辞；王建和代表七届理事
会做了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制造强
国、质量强国目标而努力”的工作报告。

赵驰代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讲话，对中机
质协七届理事会在提升机械工业质量管理水平
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对选举产生的第
八届理事会表示祝贺并提出希望。
新当选的姜卫东会长发表了题为“抢抓机
遇、创新务实，全力推动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七届理事会对在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做出突

讲话，他指出，站在前任老领导的肩上，机械质量

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并对东方电气

工作必须再上一层楼。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

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等 16 家荣获机械工业

大变局，加之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影响，世界经济

质量奖的企业（名单见附 1）进行了颁奖。

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械

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

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肩负着为各行各业

事会、监事会：山东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当选

提供装备的重任，服务于各行各业，位于产业链

第八届理事会会长；王建和、李月华等 20 位同志

前端。如何实现突破发展？唯一靠的就是产品

当选副会长（名单见附 2）；山东普利森集团董事

创新、技术创新，靠高品质的产品提升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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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低水平低价格”的怪圈。他对今后协会工

链上所有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提升企业质量管理

作提几点建议：

水平，推动机械产品质量全面提升。

一是发挥好协会的桥梁作用，上情下达，下

下午，大会进行了企业质量提升经验分享和

情上传，积极反映企业诉求，为企业提供国家质

五征集团现场参观学习。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量支持，通过质量提升来实现国家振兴战略。

分享：将卓越绩效与质量体系有机统一，以质量

二是全面开展质量提升活动，树立、学习行

为纲、技术驱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锦州万得

业标杆，引导、支持、组织企业增强质量意识，强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分享：通过专业人才引进、设

化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使提升质量成为企业和每

备智能化改造、生产管理体系完善等多措并举实

个员工的自觉行动，在全行业营造比学赶超的良

现“零缺陷”的质量追求；五征集团分享：从设计、

好氛围，培育不同专业、不同领域有特色和具有

制造、服务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方面“打造极质

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产品”；克劳士比中国学院做了题为“构建‘大品

三是为企业搭建技术质量交流平台和业务
平台，推动主机厂、部件企业、零部件企业加强业
务合作，拓展经营业务，实现共赢发展。
四是企业站在树立国家品牌形象和增强国

质观’，打造可信赖的组织”的讲演。
大会发了“中机质协关于开展质量提升活动
的通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广泛征询企
业质量提升需求。

家竞争力的高度，根据国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大会号召，机械工业企业要不忘初心、牢记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要求，结合《机械工业

使命，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以打造机械工业国

“十四五”质量管理规划纲要》，制定本企业的质

际知名品牌为目标，抢抓发展机遇，创新、务实开

量提升战略规划、实施计划，作为质量工作的行

展各项工作，为建设质量强国而不懈奋斗！

动指南，确保落到实处。影响和带动上下游产业

机械工业第 39 次群众性质量管理成果
质量品牌故事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由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机冶建

委和中机联防控小组要求，充分肯定了各单位顶

材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职工思想政

着疫情影响，按照通知要求积极开展群众性质量

治工作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机械工业第 39 次群众

管理活动，推进质量品牌文化建设方面做的工

性质量管理成果、质量品牌故事交流活动，分别

作，他强调此次活动在行业质量管理活动历史上

于 2020 年 10 月 28 至 30 日、11 月 4 至 6 日在贵州

具有特殊性和十分重要意义，并鼓励代表拿出最

省贵阳市和河南省郑州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

好状态，做好成果发表和故事演讲，充分展示新

各地的汽车及零配件、发电及输变电装备、工程

时代机械工业质量人新风采。

机械、电机、机床、军械、重型机械和交通车辆等

本次交流活动严格按照国资委和中机联疫

200 多家企业和各地方机械质协等 600 余名代

情防控小组通知要求，以有效防控新冠肺炎为首

表，274 个 QC 小组质量、92 个信组建设成果和 65

要任务，将 600 多人大型活动，首次拆分成贵阳

个质量品牌故事分别在 11 个分会场发表和讲演

和郑州两地举办，以减少人员聚集，严格执行国

交流。中机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和、中国机

家、地方防疫部门及会址酒店防控要求和规定，

械政研会秘书长王连升、河南省工信厅副处长季

依规查验青岛代表核算检测（阴性）报告，监控会

颍利、河南省企业品牌研究会会长程方河等领导

场人数，提醒督促代表强化疫情防范意识，规范

出席了活动。

行为，对自己和他人健康负责，全程戴口罩、勤洗

王建和介绍了一年来活动主办方按照国资

手、少聚集等，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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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一是书面形式《工作报告》认真总
结了一年来机械工业质量管理系统战役请、提质

质量品牌的感人故事，期间还增加了品牌培训环
节。

增效，以质量人特有方式，强力推进群众性质量

本次成果交流活动通过发表、交流等共推荐

管理取得成果和质量品牌建设经验，部署十四五

出 25 个行业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标杆小组：一

开局相关工作；二是发布《光荣册》，质量管理小

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挑战 QC 小组”等

组活动、质量信得过班组建成果发表交流热度不

15 个“QC 小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结构件

减反生，内容更加务实，水平更高；三是印发《质

事业部焊装车间焊三班等 10 个“质量信得过班

量品牌故事集》，聚焦企业落实党中央抗疫部署，

组”榜上有名；45 个演讲故事获 2020 年度全国机

齐心战役请、献爱心，克服困难，复工复产，提升

械工业优秀质量品牌故事。

协会在一汽集团举办可靠性培训
《可 靠 性 工 程 实 践 — 体 系 建 设》培 训 班 于

了可靠性系统工程理论知识和航空航天与汽车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在长春汽车工业高等

可靠性案例，学员课上认真听讲，课下积极请教

专科学校成功举办，集团近 93 人次参加培训学

交流，并认真填写《作业调研和讨论问题》。

习。一汽集团质量保证部张旭光主任和中机质
协阎建华共同主持了本次培训。

2020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玉柴何海燕委员讲
授可靠性系统工程提升实操课程，77 人参加学

此次授课老师由机械工业可靠性工作委员

习和实际演练。两次 170 人的培训学习氛围紧

会专家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廷弟担

张活泼，经培训效果反馈调查显示，学员对此次

任。赵廷弟老师按照《培训大纲》用两天的时间

培训组织评估、课程评估和授课教师评估都给出

分别从可靠性系统工程重要性、可靠性系统工程

了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评价。双方有意继续合作，

概要、可靠性系统工程发展，可靠性工程及其管

推动一汽乃至汽车行业可靠性工程提升。

理和测试性工程、维修性工程等方面系统的讲授

第五届全国机械工业可靠性技术应用交流大会在广州召开
2020 年 11 月 27 日，由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

作委员会主任马宝发，中机质协副秘书长李月

理协会（以下简称中机质协）主办，广东省机械工

华，粤机质协名誉会长/特别顾问、原省电子机械

业质量管理协会（以下简称粤机质协）、广东省科

工业厅厅长奚志伟，粤机质协名誉会长/特别顾

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中机质协机械工业可靠性

问、原省电子机械工业厅副厅长李赐勋，粤机质

工作委员会、广东省机械工业专家委员会、广东

协会长梁志锋教授，广东省机械工业专家委员会

省高性能计算学会 CAE 专业委员会、广东省振

副主任兼秘书长、粤机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智

动工程学会联合承办，广州文船重工有限公司、

恒等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的领导出席

佛山市德力泰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众山精密科技

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相关院校、科研

有限公司、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广州高

单位、企业的机械行业质量与可靠性技术专家；

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协办单位的“2020

会员单位与企事业单位领导和主管部门的负责

年第五届全国机械工业可靠性技术应用交流大

人等，共有 100 多家企事业单位、200 多人参加了

会（CMRAC 2020）”在广东省广州市嘉福利晶酒

会议。

店隆重召开。中机质协顾问、机械工业可靠性工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监测装备健康·保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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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运行”，通过大会促进行业企业深入交流可靠

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装

性技术应用经验，着力推动企业产品向“高质量、

备供应商，目前已形成注塑机、压铸机、橡胶注射

高性能、高可靠”方向发展，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提

成型机、高速包装系统、机器人自动化集成系统

升品牌影响力，重塑产业核心竞争优势，致力于

等装备制造领域的多元化发展。2011 年伊之密

打造一届多方融合、专家集聚、企业汇聚、专业性

收购美国百年企业 HPM 的全部知识产权，实现

强的全国盛会。会议包括技术应用交流、装备研

双品牌战略。

发及可靠性检测实验室参观、行业骨干企业参观
与学习等内容。

提升装备质量和可靠性水平是我国装备制造
业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展望未

11 月 28 日上午，大会组织 50 多名参代表到

来，大会将继续秉承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可靠性

国内模压成型装备龙头企业——广东伊之密精

专业会议、
推动装备可靠性水平不断提高的宗旨，

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学习与参观交流，深入

搭建一个全国机械工业可靠性技术工作者的交流

学习了解了广东伊之密实现产品多元化、双品牌

平台，
加强科研院所、
高校、
应用企业的相互交流和

战略发展的具体实践经验。广东伊之密精密机

沟通，
促进先进可靠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应用，
共

械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模压成型装备制造领域，是

同推进我国装备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提升。

协会在广东仕诚塑机举办《机械工业可靠性管理指南》培训
由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组织制定的

承“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做受人尊重的世界级企

《机械工业可靠性管理指南》标准，已经于 2018

业”的质量方针，紧抓质量，注重创新，不断引导

年 6 月正式实施。十一月份中机质协受广东省

国内流延薄膜设备升级换代的革命，突破新高，

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委托，为广东仕诚塑料机

全力打造“中国制造”的民族品牌。

械有限公司开展可靠性管理贯标培训。

本次培训由中机质协专家委陈运涛教授讲

本次培训时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仕诚塑料

课，陈教授详细解读了《机械工业可靠性管理指

机械公司中、高管理层和相关技术管理人员参加

南》标准；讲解了 IEC 可靠性管理体系要求；结合

培训。仕诚塑料机械公司综合管理部周永国经

公司实际启发学员创新思维，互动交流，集教、

理在开班式上讲话。

学、研、做一体，融会贯通，阐述了企业如何搭建

广东仕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佛

并有效运行可靠性管理体系。

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是生产高端宽幅流

培训是广东仕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推进可

延膜生产线的专业厂家公司。涉及行业涵盖“软

靠性管理的起步，贯标建立可靠性管理体系，保

包装薄膜”、
“新能源薄膜”、
“环保薄膜”、
“卫生材

持可靠性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及与企业原管理体

料薄膜”、
“汽车建筑材料薄膜”、
“功能性薄膜”等

系的融合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下一步公

六大领域，主要产品包括“多层共挤流延膜生产

司将继续深入推进《可靠性管理指南》标准的学

装备”、
“ 双向拉伸薄膜生产装备”、
“ 太阳能电池

习、理解并与企业实际相结合，为提高产品可靠

组封装胶膜生产装备”、
“多流道隔音隔热玻璃夹

性和全面提升可靠性管理水平持续努力。

层膜生产装备”、
“ 环保薄膜生产装备”。公司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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