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机械工业

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标杆班组名单

（51个）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卓越漆彩QC小组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唯新QC小组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探索QC小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发动机分公司 风雨同舟QC小组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电气事业部 给力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优化QC小组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动力无限QC小组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之星QC小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勇往直前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蚂蚁军团QC小组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火电绕线攻关QC小组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水电自动化QC小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大连分公司 探路者QC小组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消灭敌人QC小组

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叶片分厂、工艺处质量

控制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领跑QC小组

一汽丰田（长春）发动机有限公司 集中生智QC小组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希望QC小组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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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 天空海阔QC小组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改善先锋QC小组

上海马陆 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 突破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先锋QC小组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质存高远QC小组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利刃QC小组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探路者QC小组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啄木鸟QC小组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超越QC小组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飞翔之心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绿叶”QC小组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质控无限QC小组

华域三电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锐新QC小组

延锋安道拓座椅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匠心QC小组

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群策群力QC小组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二厂总装车间生产区域动力

总成工段丙班次六班组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电机事业部 中型装配班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漏电一车间二班组

一汽丰田（长春）发动机有限公司 制造科组装B作业系后组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轴齿中心 一车间重型中间轴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号工厂前装甲班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模车间-钳工班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主机分厂镗铣班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冲压车间包合班组

上汽大众（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油漆车间PVC班组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焊装一科侧围3班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重金工分厂卧车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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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实验质检处 试验二组

山东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铸造熔炼班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车间油漆班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南京工厂机加工生产部

连杆班组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高压分公司卷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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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机械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名单

（386个）

一等奖340

北京北重汽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转子表面加工质量控制QC小组

北京巴.威有限公司 砥砺前行QC小组

济南时代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Warriors QC小组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梦想时代QC小组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梦想时代QC小组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QC小组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液压泵/马达产品QC小组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降低冲拔瓶的废品率QC小组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焊接处QC小组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改进冲拔瓶脱料结构QC小组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不断进取QC小组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液压阀QC小组

上汽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AR胶材料报废量优化攻关

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开拓QC小组

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蓝色风暴QC小组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推进QC小组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超越自我QC小组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有色铸造分公司 狼QC小组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新能源汽车分公司 壹号QC小组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 天空海阔QC小组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 刀锋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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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锻造(吉林)有限公司 速度100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新锐QC小组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风行QC小组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橙色工匠QC小组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风云QC小组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共赢QC小组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合力QC小组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轴齿中心 勇往直前QC小组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唯新QC小组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向日葵QC小组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消灭敌人QC小组

一汽丰田（长春）发动机有限公司 集中生智QC小组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课梦想圈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匠心QC小组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七工段汽轮发电机QC小组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火电绕线攻关QC小组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重装分厂一工段QC小组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叶片分厂、工艺处质量

控制QC小组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主机分厂技术质量组QC小组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金工分厂热处理工段QC小组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电站辅机厂 质保乐园QC小组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AT”QC小组

华域三电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锐新QC小组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雄鹰QC小组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蔚蓝QC小组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金加工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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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汽轮机厂 希望QC小组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汽轮机厂 匠心QC小组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厂 发电机轴系试验QC小组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厂 转子嵌线槽加工刀片破损控制与

预防QC小组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开拓者QC小组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风能守护者QC小组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手拉手-追求完美QC小组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傲雪青松QC小组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创新QC小组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品质QC小组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聚变QC小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开发三部 超越QC小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开发二部 新高度QC小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曳引机车间PM改进QC小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技术部 精益QC小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钣金车间 凌云QC小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装配车间 挑战QC小组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全系列商用车跑偏持续

商用车技术中心 改进QC小组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探索QC小组

上海东湖机械厂 生产保障处 设备攻关QC小组

上海东湖机械厂 机械制造车间 和谐奋进QC小组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饰不可挡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盖世英雄QC小组

上海贝洱热系统有限公司 售后质量改进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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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小组

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保持续改进QC小组

上海皮尔博格有色零部件有限公司 重力QC小组

上海皮尔博格有色零部件有限公司 铸人QC小组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连杆先锋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无限动力QC小组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质存高远QC小组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壮质凌云QC小组

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武汉工厂 木林森QC小组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突破极限QC小组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匠心小组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降本增效QC小组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动力无限QC小组

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探索者”QC攻关小组

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绝飞QC小组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求精务实QC小组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创造幸福QC小组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锐意进取QC小组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激流勇进QC小组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质高无上QC小组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卓越漆彩QC小组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电器QC小组

常州市明宇交通器材有限公司东灯分公司 龙城QC小组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铸造厂质管组QC小组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机加工厂技术质量办工艺QC小组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车身UB线节拍攻关小组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精益化生产QC小组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磁通变换器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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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延校QC小组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进取QC小组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检测先锋小组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探路者QC小组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万马奔腾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新改善QC小组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创新者小组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整机创新QC小组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飞扬小组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飞鹰QC小组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奋进QC小组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机械分公司 精益求精QC小组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机械分公司 开拓进取QC小组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机械分公司 突击队QC小组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机械分公司 攻坚克难QC小组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开创者QC小组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奇思妙想QC小组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勇攀高峰QC小组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探路者QC小组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质控QC小组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东台海上风电一QC小组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东台海上风电二QC小组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线圈车间小管家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攻关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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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强悍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RUNNINGMAN 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QC之星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 开启QC小组

芜湖飞驰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飞越QC小组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为峰QC小组

芜湖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 攻坚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领跑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优化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务实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艾瑞泽5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飞扬QC小组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提升QC小组

济南时代试金试验机有限公司 附具制作部利刃QC小组

济南时代试金试验机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求索奋进QC小组

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活塞睿智QC小组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睿智QC小组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蓝水滴QC小组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啄木鸟QC小组

山东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熔炼飞鹰QC小组

山东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机加热处理QC小组

山东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风之彩QC小组

山东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守护神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团结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蚂蚁军团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先锋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真芯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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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杨帆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博智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扬帆QC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迎难而上QC小组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质控无限QC小组

上汽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降本增效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发动机维修QC小组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QC小组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超越QC小组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QC小组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给力QC小组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改进QC小组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极限QC小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雷霆2号QC小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攻坚克难QC小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远航号QC小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非常6+1QC小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勇往直前QC小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微震江湖QC小组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天泵攻关小组

天津雷沃发动机有限公司 狙击QC小组

天津雷沃发动机有限公司 谁说做不到小组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精艺QC小组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精艺QC小组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振兴QC小组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水电自动化QC小组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包扎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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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绕线QC小组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QC小组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与时俱进QC小组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运达临平钳工七组QC小组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万向节厂 持续改进QC小组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 单元三部精益求精QC小组

万向钱潮传动轴有限公司 先锋QC小组

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日新QC小组

浙江万向系统有限公司 金工车间QC小组

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 动静非凡圈

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 先锋圈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先锋队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启航队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子车间装配QC小组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子车间装配QC小组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螺旋鳍片管焊接QC小组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容器高加QC小组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箱车间焊接QC小组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技术二处盾构QC小组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危机遮断器套筒加工合格率

QC小组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叶根铣刀优化设计QC小组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精细化一级擂台赛QC项目攻关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转子QC小组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超越QC小组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奋斗QC小组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突破QC小组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再创辉煌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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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精工锻造QC小组

浙江西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工匠QC小组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智逸改善QC小组

浙江吉利罗佑发动机有限公司 激流勇进QC小组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匠之作-攻关QC小组

浙江陆虎汽车有限公司 GS天幕队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坚实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坚实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梦之队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超越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天之蓝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亮剑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卓越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卓越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利剑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决战项目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腾飞QC小组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乘风破浪QC小组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利刃QC小组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探索者QC小组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MR QC小组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闪电QC小组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风暴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 质量之星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 四钻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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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分公司 动力伙伴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 尺寸改进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 环保一号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拯圆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风云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探索者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彩虹QC小组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天下行QC小组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细胞再造QC小组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飞翔之心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众人拾柴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蓝色风暴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涅槃QC小组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电机事业部 钻研QC小组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电气事业部 超越QC小组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电气事业部 给力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鹰QC小组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冲压妙手仁心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发动机分公司 超越QC小组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建付圈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轻型商用车分公司 “小蚂蚁”QC小组

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 SIPO QC小组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群狼圈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穿山甲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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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改善先锋QC小组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包合QC小组

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舒肤佳”QC小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大连分公司 探路者QC小组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 卓越改善QC小组

东风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永固之星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绿叶”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充电产品调试”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丰收”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Q2”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通信软件”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天蝎座”QC小组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卓越”QC小组

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群策群力QC小组

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旭日QC小组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之星QC小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耕谷齐发QC小组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智造品质QC小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发动机分公司 风雨同舟QC小组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晨光破晓QC小组

广东仕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勇攀高峰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挑战者3号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缸体攻坚先锋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护航者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前部外饰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后部外饰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攻关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CN200S/CN201M 1.8过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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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晨曦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骏达QC小组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热轧铝板带表观重量提升QC小组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卓越小组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飞龙QC小组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扬帆QC小组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劳模攻关队QC小组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阀壳接管窄间隙自动焊QC小组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龙门骆驼QC小组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卧加工艺QC小组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巅峰动力QC小组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青春之歌QC小组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PT质量攻关小组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金火焰QC小组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火焰号QC攻关小组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中特试验QC小组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冷作车间技术QC小组

西安西电高压电瓷有限责任公司 瓷套QC小组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

限责任公司 金牛座QC小组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

有限责任公司 探索者QC小组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

有限责任公司 闪电侠QC小组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璀璨星光-互感器之眼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战神QC小组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破风者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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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质量部QC小组

西安陕鼓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卓越创新QC小组

上汽大众（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天山装甲QC小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酸压队QC小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抽油机二车间QC质量小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平安365QC小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生产办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质量改进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行销管理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HW15/19710变速箱质量效益提升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热后生产线技术质量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热后生产线技术质量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刘奇技能大师工作室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刘奇技能大师工作室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刘奇技能大师工作室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技术部QC小组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分厂QC小组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QC小组

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猎豹突击QC小组

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质量向上QC小组

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猎豹设备创新QC小组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发动机分厂外装QC小组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漏水改善QC小组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精益创新QC小组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出谋划“测”QC小组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雷厉风行QC小组

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责任公司 电机支座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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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剑指偏锋队QC小组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方圆QC小组

上海马陆 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 突破QC小组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联箱QC小组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处一服务处联合QC小组

二等奖46个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克难QC小组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彩虹QC小组

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真空助力器生产改进QC小组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承载希望、勇攀高峰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开拓QC小组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攻关QC小组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红星QC小组

山东丰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致远QC小组

山东丰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提质增效QC小组

山东丰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新希望QC小组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轻卡部 解决前面罩严重锈蚀小组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轻卡部 座椅舒适性提升小组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轻卡部 零公里电器产品质量提升小组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轻卡部 驾驶室密封性提升小组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轻卡部 电动玻璃升降器改进小组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轻卡部 空调系统提升小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益团队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阳光雄鹰QC小组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 质量改进CI无限QC小组

浙江精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精雷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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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飞跃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冷却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HX焊接创新应用攻关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驾驶室涂装改善提升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奕铭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飞扬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超越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勇往直前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结构件改善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空调提升QC小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蓄电池提升小组

河南省大方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直焊式隔板焊缝质量攻关QC小组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降低总装汽封圈返修率QC小组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P020项目攻关QC小组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一气呵成QC小组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焖火QC小组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部工艺室QC小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机床厂 铸造分厂黑旋风QC小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机床厂 求实QC小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机床厂 银盾QC小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励志QC小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油标卡尺”QC小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工程技术公司三分公司

配液站QC小组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球轴承事业部新思维QC小组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汽车轴承事业部第三制造部

自创QC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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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机械工业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名单

（96个）

一等奖70个

北京巴.威有限公司 “敢打敢拼、全面争先”组装三段

北京巴.威有限公司 包装二段

北京巴.威有限公司 集箱车间电焊段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监督室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手修组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铸造一厂 洛拉门迪制芯中心班组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长春丰越公司 焊装科右侧围组B值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调装车间装配二工段3小组

一汽锻造(吉林)有限公司 前曲车间-锻打甲班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车间R7A段底盘组五班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二厂总装车间生产区域动力总成

工段丙班次六班组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轴齿中心 一车间重型中间轴班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传中心制造一部一车间

主线装配二班

一汽丰田（长春）发动机有限公司 制造科组装B作业系后组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主机分厂镗铣班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金工分厂热处理工段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质量保证部质量管理室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 外饰班组

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长春工厂中间轴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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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锋汽车内饰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新朗逸FL门板焊接装配班组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工厂油漆质保班组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乘用车分公司 连杆班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线圈车间绕线组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铸造厂铸造三班

山东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铸造熔炼班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号工厂加工一车间缸盖一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号工厂加工一车间缸体一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号工厂总装二车间六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号工厂前装甲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维修中心机修二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滨海铸造厂熔炼车间电炉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铸锻公司中件二车间造型甲班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一车间压路机班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模车间-钳工班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总装车间大线总装一班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驾驶室车间物管班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部制造一科斗杆二班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铜件组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盾安禾田小集团活动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品质经营队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仓库班组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漏电一车间二班组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采购技术科外饰系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检查A班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电机事业部 中型装配班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电气事业部 301车间嵌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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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电气装配班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备料机加班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车间油漆班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焊装一科侧围3班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缸盖后处理班

风神襄阳汽车有限公司 冲压科钣金班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大连分公司 冲压车间高速线班组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焊接车间分装螺母班组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冲压车间包合班组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车间Q班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重金工分厂卧车二组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金工模具分厂模钳组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实验质检处 试验二组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处 总装一班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隔离开关制造部配线组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机加车间数控一组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冷作车间油箱一班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限责任公司 装一车间隔离开关连续流装配线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限责任公司 装二车间液压装配组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限责任公司 数控车间数控一组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高压分公司卷装组

上汽大众（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油漆车间PVC班组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公司

九分公司井口一车间加工三班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喷涂班

二等奖26个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采购室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二厂装试车间总装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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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部孙正虎班组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点焊乙组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徐工道路零部件分厂数控一工段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技术攻关班组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零部件分公司冲压车间油底

壳成型班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集约配送有限公司备件包装班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装载机事业部备料车间.备料一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装载机事业部调试车间.维修班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挖掘机事业部.上架焊接班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零部件事业部.驾驶室焊接二组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零部件事业部.驱动桥车间机

加工一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总装配现场分部动力班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车身部焊装现场分部地板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车身部涂装现场分部面漆质检班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冲剪分厂冲四组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焊接分厂核电组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重型二分厂三轴钻班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热一工段高频组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龙门装配车间总装组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机加分厂精加工小组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总装分厂总装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机床厂 机加工分厂铣钻班组

湘潭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膜式壁班组

湘潭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埋弧自动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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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机械工业

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优秀企业名单

（37个）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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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方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机床厂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湘潭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万向节厂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

济南时代试金试验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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