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业
质量管理协会 文件

中机质协[2020] 05号

关于征集关于征集20202020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故事的通知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故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市机械 、汽车工业主管部门（行业办 、联合会），机械

质协、重点企业、品牌机构、会员单位、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和《关于做好2020年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加

速培育、传播知名品牌，推动提高行业企业质量品牌效益，实现装

备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启动2020年机

械工业质量品牌故事征集活动。具体内容：

一、故事范围及要求

（一）、征集范围：

1、企业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战疫情、保生产、促发展，提升产品

质量，创知名品牌，为国争光的人和事；

2、秉持工匠精神，为提升质量、塑造品牌长期奋战一线，甘于

奉献先进人物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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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建立、运行品牌培育管理体

系，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稳步推动质量分级评价、提升质量技

术基础水平、加强质量品牌人才培养等经验案例；

4、推动数字化、智能制造与质量品牌专业人才培养，品牌定

位、传播、风险防范，提升企业、产品及个人质量品牌价值的有效

方法和途径的最佳实践和经典故事；

5、高层领导、杰出质量品牌管理者推动质量变革 ，增强质量

创新能力，优化质量发展环境，夯实质量提升基础，培育制造业质

量新优势，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持续提高用户满

意度、忠诚度，提高品牌价值的感人事迹；

6、其他。

（二）、要求：

1、旨在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围绕《指导意见》、

《实施意见》和《机械工业“十三五”质量管理规划纲要》要求，主题

鲜明，故事结构完整，叙述流畅；

2、结合行业企业质量品牌发展实际，面对新时代质量品牌新

挑战、新机遇、新要求的最佳创新实践；

3、鼓励原创，借鉴复制性强，可作为标杆学习推广。

二、征集程序要求

1、行业、企业集团可组织产业链优秀企业总结提炼质量品牌

故事，集中后择优推荐3之5个优秀作品统一报送；

2、企业可直接报送2至3个质量品牌故事；

3、大学、科研机构、咨询等服务组织可报送3至5个质量品牌

论文、科研成果和质量品牌价值提升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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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安排

1、拟下半年组织演讲、学习交流活动；

2、对活动中产生的优秀质量品牌故事作品，优先推荐参与工

信部主导的年度质量品牌活动；

3、通过机械工业具有影响力的相关媒体及中机质协系统网

站、杂志等媒体广泛传播，扩大质量品牌影响。

资料电子版发邮箱，纸质邮寄截止日期2020年6月30日。

联系方式：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

地 址：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 机械大厦2109室；

邮 编：100055；

联系人：阎建华

电 话：010-68570536

邮 箱：2358911462@qq.com。

附件1机械工业质量品牌故事汇总表

附件2机械工业质量品牌故事推荐表

附件3报送材料格式要求

附件4全国机械工业企业质量品牌管理现状调查表

2020年3月20日

抄 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抄 送：机械工业各行业协会、专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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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机械工业质量品牌故事汇总表

推荐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故事清单

1.

2.

3.

4.

推荐

单位

意见

故事名称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QQ号

传真

故事联系人（电话） 故事类型

□产品□企业

□个人

□产品□企业

□个人

□产品□企业

□个人

□产品□企业

□个人

注：请将此表并加盖公章后，随纸质材料一并报送至中机质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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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机械工业质量品牌故事推荐表

推荐单位

故事名称

内容类别

推荐人

基本情况

故事

主要

特色

（300字以内）

□品牌战略□品牌体系□品牌传播

□风险防范□方法途径□品牌文化

姓名

QQ
通讯

地址

从事质量管理、品牌建设简要经历（包括曾获主要奖励情况）

（可包括故事来源、采编背后的感人轶事、内容特色等）

填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职称/
职务

邮箱

品牌类型

手机

邮编

□产品□企业

□个人

注：报送资料word字数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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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报送材料格式要求

一、推荐表格式

（一）标注名称

1.题目：应简明、确切，不超过20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黑体二号字加

粗，居中，行距1.5倍。

2.单位及姓名：楷体四号字，居中，段前段后0.5行，行距1.5倍。（二）故

事主要特色 摘要：故事内容的客观陈述，不超过300字。仿宋小四号字，顶

格排，段 前段后0.5 行，行距1.5倍，“摘要”两字加粗。

二、质量品牌故事要求

文稿应依次包括以下内容：题名，作者单位及姓名，摘要，关键词，作者

简介，正文。页面纸张设置为A4，上下左右页边距设置为3cm。

（一）题名：应简明、确切，不超过20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黑体二号

字 加粗，居中，行距1.5倍。

（二）作者单位及姓名：楷体四号字，居中，段前段后0.5行，行距1.5倍。

（三）摘要：文章论点的客观陈述，不超过200字。仿宋小四号字，顶格

排，段前段后0.5 行，行距1.5倍，“摘要”两字加粗。

（四）关键词：一般列出3-8个，中间用分号隔开。仿宋小四号字，顶格

排，行距1.5倍，“关键词”三字加粗。

（五）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称、学

位、作者所在地邮编。仿宋小四号字，顶格排，段前段后0.5 行，行距1.5倍，

“作者简介”四字加粗。（六）正文：仿宋三号字体，首行缩进2字符，行距1.5

倍。正文中小标题 格式示例：

正文不超过2000字，附1-2张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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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全国机械工业企业质量品牌管理现状调查表

企业名称：

填 表 人： 部门和职位：

联系电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P1. 公司所属机械工业行业(单选)：

□1. 农业机械 □2. 工程机械 □3. 汽车工业 □4. 仪器仪表 □5. 重型矿山

□6. 食品包装 □7. 机床工具 □8. 电工电器 □9. 其他民用 □10. 石化通用

□11. 基础件 □12. 内燃机 □13. 文办设备 □14. 其他

P2. 公司主导产品：

P3. 公司规模（2019年）：

1.销售收入： 万元；

2.资产总额： 万元；

P4. 公司所有制性质（多选）：

□1.国有企业 □2.集体企业 □3.私营企业 □4.中外合资企业

□5.外商独资企业 □6.有限责任公司 □7.股份合作企业

□8.其它 (请说明： )

P5. 公司上市情况（单选）：

□1.国内上市 □2.境外上市 □3.主板 □4.创业板 □5.中小板 □6.未上市

P6. 公司品牌工作的外部认知情况：

P6-1. 近三年获得外部质量品牌奖励的情况（如质量奖、质量技术奖、工信部质量标

杆、品牌培育试点企业或其他组织颁发的质量和品牌奖项）(单选)：

□1.有 □2.没有

如果回答“有”，填写下表

奖项名称

中国质量奖

全国机械工业质量奖

质量技术奖

全国质量标杆

品牌培育试点企业

授予时间 授予单位

P6-2.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级别及具体名称：

□1.国家级 个，中心名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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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部级 个，中心名称为： ；

□3.地市级 个，中心名称为： ；

□4.没有。

P6-3. 贵公司质量文化建设情况：

□1. 使命： ；

□2. 愿景： ；

□3. 核心价值观： ；

□4. 质量文化归口部门： ；

P6-4. 贵公司品牌价值 。

P7.贵公司品牌建设情况：

□1. 尚未开展品牌管理工作；

□2. 品牌管理归口部门 ；

□3. 品牌从业人员总数： 人，专职□ 兼职□；

. 品牌工作专职人员数： 人；

.其中：

品牌管理人员： 人；

品牌副总或总监： 人；

品牌规划人员： 人；

品牌传播人员： 人；

□4. 品牌年度预算（销售收入占比 %）；

□5. 品牌战略规划（计划）期限1年□ 3年□ 5年□；

□6. 开展品牌培育但未贯彻建立品牌培育体系；

□7. 已贯彻《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机械设备制造业》行标，建立运行品牌培育

体系；

□8. 开展品牌管理工作但未建立全面品牌管理体系；

□9. 建立、运行全面品牌管理体系，品牌效应逐渐显现。

P8. 对机械工业品牌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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