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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质量协会通讯 
第 1 期 

 

2015 年 9月                                                广西质量协会 

 

为加强企业联系，促进企业之间沟通交流，我们开通了广西质量

协会通讯的沟通展示平台。这里您可以分享您的质量信息，讲诉您的

品牌故事，展示 QC小组的风采……我们欢迎各企业积极投稿！

2015年度质量管理学术 

论文获奖名单 

根据广西质量协会《关于征集2015年

度质量管理学术论文的通知》（桂质协字

〔2015〕13号）和海南省质量协会《关于

召开第三十五届中南六省 （区） 质量管理

论坛的预通知》（琼质协﹝2015﹞16 号文）

的要求，今年7月，广西质量协会组织开展

了论文征集工作。 

本年度由各市、行业推荐论文共24篇，

经专业人员评审、广西质量协会审定，评出

一等奖3 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5 篇；

优秀论文12篇。获奖证书、论文集由广西质

量协会统一制作和汇编，同时获一、二、三

等奖论文作者由广西质量协会推荐参加中

南六省（区）今年下旬在海南省召开的第三

十五届中南六省（区）质量管理学术研讨会， 

并参与评奖。 

2015年广西质量学术论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3名）： 

1.南宁南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陈建南、梁彭宽《排列图工具运用与抽 

屉式多层车用太阳能光伏板结构的发明》 

2.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廖玉    

《初探Xcs-Rs选控图在甘蔗制糖生产线 

上的应用》 

3.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广

西分公司-蒋东辉《浅谈重构在软件质量管

理中的实践应用》 

二等奖（4名）： 

1.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廖玉 

《试析制糖生产两种过程能力指数的诊断

应用》 

2.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焦宝磊、王军《供应商质量预防性工

作开展方式浅析》 

3.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谢京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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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企业服务质量品牌战略发展研究》 

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李光

亚、肖丽《创新模式，提升宽带预处理效果》 

三等奖（5名）： 

1.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梧州市分公司-李灿恒

《改善广西区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对策思

考》 

2.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赵磊、刘贤英《浅议微小型企业如何

建立有效的质量体系》 

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公司-陈  

斌《依托管理模式和节能技术创新加强质量

管理持续做好节能降耗工作》 

4. 广西兴安供电公司-乔军、李必锋《县级

供电企业变电设备质量工作的探讨》 

5.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梧州供电局-潘

健琳《供电企业客户服务质量管控模式探

讨》 

优秀奖（12 名）： 

1.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伟《汽

车材料供应商规范管理方法与认证价值浅

谈》 

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

冯雪刚《提升车身焊装线设备摆放精度和稳

定性》 

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孙哲、朱晓春、周保成《白车身门盖

包边机的模具保养及质量管理》 

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刘海、龙晓华《简述物流质量管理对

零件质量的重要性》 

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周井艳《浅谈 QC 小组活动的推进方

法》 

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王万梅《提升供应商质量管理工作的

有效性》 

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秦  

杰《发动机装配生产线 PFMEA 的改进及应

用》 

8. 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黄祥兴《浅谈质

量确认站的应用与研究》 

9. 广西兴安供电公司-宾哲、乔军《劳模创

新工作室促县级供电企业安全生产》 

10.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梧州供电局-黎

梓庆《减少重点客户内部停电推动供电量增

长成效浅析》 

11.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梧州供电局-江

炎山《用行动学习法提升梧州供电营业厅服

务满意度的探索与实践》 

12.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梧州市分公司-杨业

仲《代理金融自助设备运维体系建设》 

 

继续开展广西工业企业质量    

信誉承诺活动 

为引导广西工业企业自觉承诺并履行

质量责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树立和维护

质量信誉，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

2015年工业企业品牌培育工作的通知》（工

信厅科函 〔2015〕316 号）精神，工信委

继续组织开展广西工业企业质量信誉承诺

活动，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我协会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托承办

本次质量信誉承诺活动。各市相关企业积极

参加活动，共收到238家企业承诺申请材料，

其中南宁49家、柳州42家、桂林29家、梧

州21家、北海4家、防城港10家、钦州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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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10家、玉林19家、百色11家、贺州5

家、河池28家、来宾2家、崇左5家，区14

个市均参与了承诺活动。 

2015质量信誉承诺活动企业名单： 

南宁： 

南宁市泽威尔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宏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广西中船北部湾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上林海润丝业有限公司 

广西德源冶金有限公司 

广西申能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得恩塑业有限公司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千年工艺有限公司 

南宁一举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宏发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西顺来茶叶有限公司 

广西恒得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博科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阳升新能源有限公司 

南宁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新方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德源胶粘剂有限公司 

南宁飞日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金雨伞防水装饰有限公司 

广西三原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宇达水处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银杉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强塑管道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石埠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纵览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圣保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振宁西南薄板钢管有限公司 

广西冠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广西大海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净水先生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南宁海蓝数据有限公司 

南宁兴典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健丰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宏智科技有限公司 

南南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高源淀粉有限公司 

广西千珍制药有限公司 

广西横县恒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金鲤水泥有限公司 

横县昆仑莲花天然气 

广西中源山泉有限公司 

南宁培匀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申洲电机有限公司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金光制糖有限公司 

南宁青岛啤酒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南宁）有限公司 

柳州： 

柳州宝钢汽车钢材部件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柳州）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广西凤糖六塘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晶联光电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柳城县鸿艺丝绸有限公司 

广西柳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七色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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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融水新林木业有限公司 

广西融水阳光木业有限公司 

广西圣特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志光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柳州健龙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柳州金鸿橡塑有限公司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柳兴制糖有限公司 

柳州承特变压器有限公司 

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柳州东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豪姆机械有限公司 

柳州古岭龙食品有限公司 

柳州科路测量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力通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柳州黔桥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柳州日高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三元天爱乳业有限公司 

柳州市建益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柳州市邱姆预应力机械有限公司 

柳州台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柳州蔚园塑料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源创电喷技术有限公司 

柳州正菱鹿寨水泥有限公司 

柳州中特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融安桂华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融水县融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万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柳州众力车辆有限公司 

柳州市回龙汽车配件厂 

桂林： 

广西瀚特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市大银工坊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桂林市天地光纤通信有限公司 

桂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桂林澳群彩印有限公司 

桂林漓佳金属有限公司 

桂林斯壮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高新区科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利通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桂林市三鼎混凝土有限公司 

桂林澳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葛仙翁药业有限公司 

桂林智仁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广西亿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桂林庆和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爱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桂林微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桂林丰润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荔浦桂邦家居有限公司 

荔浦县万美木业有限公司 

荔浦庆祥竹木有限公司 

桂林安和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远翔人造板有限公司 

桂林友联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荔浦利林木业有限公司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梧州： 

梧州市金澳金属有限公司 

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圣源茶业有限公司 

蒙山县华顺纺织有限公司 

梧州市浩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梧州市鑫峰特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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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县五丰丝绸有限公司 

中船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广西华虹蚕丝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三威林产工业有限公司 

梧州市龙圩区鑫鹏五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广西玉兰制药有限公司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 

梧州三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骆驼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新华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 

梧州市兴梧混凝土有限公司 

梧州龙山酒业有限公司 

广西蒙山梧华林产科技有限公司 

北海市： 

北海保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启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市深蓝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正五海洋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防城港： 

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 

防城港枫叶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防城港澳加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广西惠禹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广西金源镍业有限公司 

东兴市家家鸿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广西金滩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兴市恒洋实业有限公司 

东兴华鸿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东兴东成食品工贸开发有限公司 

钦州： 

广西金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浦北县桂合丝绸有限公司 

浦北县海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贵港： 

广西贵港金田糖业有限公司 

广西桂平广德利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洁宝纸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隆昌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广西信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贵港市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贵港市三禾米业有限公司 

贵港市伟创木业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南风化肥厂 

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 

玉林： 

广西玉林参宝堂中药材有限公司 

玉林市洋平石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玉林市宝炬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广西德联制药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陆川）有限公司 

广西开元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陆川九鼎牧业有限公司 

陆川县永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西神龙王农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玉林市中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实正药业有限公司 

玉林市好邦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玉林实力钢建有限公司 

玉林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美柏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西玉林市朗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玉林市月之悦服饰有限公司 

广西聚银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百色： 

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广西平果博导铝镁线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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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宏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田东达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田东新特化工有限公司 

广西东泥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田东畅宇木业有限公司 

广西超大运输集团田东物流有限公司 

广西登高（集团）田东水泥有限公司 

广西田东民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靖西鑫晟茧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贺州： 

广西富川富隆果业有限公司 

富川瑶族自治县家盛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灵峰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西麦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长城矿山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池： 

河池广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巴马百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巴马活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千百年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巴马统一矿泉水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中脉寿乡矿泉水有限公司 

广西成源矿冶有限公司 

广西东兰春瑶山茶油有限公司 

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 

广西东兰长寿保健食品厂 

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凯喜雅丝绸有限公司 

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东兰虎鹰水泥有限公司 

广西东兰花神丝绸有限公司 

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环江桂合丝业有限公司 

南丹县吉朗铟业有限公司 

广西金山铟锗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广西九龙水泥有限公司 

广西东兰县绿宝长寿食品厂 

广西东兰县墨米酒厂 

金城江新兴蚕丝有限公司 

天峨县金桂元食品有限公司 

天峨县胜业食品有限公司 

天峨县钟亿碳酸钙科技有限公司 

河池市双狮粮油有限公司 

来宾： 

志光家具（象州）有限公司 

广西博华食品有限公司 

崇左： 

中铝广西国盛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沙钢猛业有限公司 

广西东泥天等水泥有限公司 

广西崇左东糖俊杰糖业有限公司 

崇左市天添乳品厂 

 

  2015年全国“质量月”活动 

根据《中国质量协会关于开展2015 年

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通知》(中国质协字

〔2015〕85号)精神，为了主动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积

极参与质量强国建设事业，迈向质量时代。

今年8月，广西质量协会转发了2015年全国

“质量月”通知要求。 

广西质量协会也将按照通知要求，指导

各相关企业、会员单位积极开展全国“质量

月”活动，并于9月30日前收集活动相关开

展成果，10月初，将活动成果汇总报中国质

量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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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2015年制造业企业质量

现状调查 

根据6月29日中国质量协会电话协调会

议精神，中国质量协会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制造业企业质

量现状调查”。广西质量协会作为该项工作

的协助单位，负责在区内开展了调查活动。

截止调查结束日期9月15日，广西完成调查

企业72家，完成百分比68%，在全国46家

负责调查活动协会中位于第21位。 

完成调查问卷填写企业：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横县桂华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冠德科技（北海）有限公司 

志光家具(象州)有限公司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百色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田东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 

广西东门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来宾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合浦县伟恒糖业有限公司 

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集团（广西）平桂飞碟股份有限公

司 

冠捷显示科技（北海）有限公司 

桂林漓佳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广发重工发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合浦西场永鑫糖业有限公司 

广西开元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武鸣锦龙建材有限公司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达华制糖有限公司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铁路局南宁工务段 

南宁侨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钦州力顺机械有限公司 

广西纵览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明阳糖厂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真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史丹利化肥贵港有限公司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伊灵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新华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广西华宏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南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柳工柳州传动件有限公司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柳州市威鹏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柳州华锡铟锡材料有限公司 

桂林高新区科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来宾永鑫糖业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防城港中一重工有限公司 

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 

广西华盛集团露塘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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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送变电建设公司铁塔厂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东林木业有限公司 

广西一木一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圣巴茨朗姆酒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广西金田木业有限公司 

广西三威林产岑溪市人造板有限公司 

广西蓝星大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华润天和药业有限公司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2015换版暨内

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啦！ 

各会员单位、相关单位：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最成熟的质量体系框架，国际标准化组

织已于2015年9月24日发布了ISO 9001: 

2015正式版本。为帮助企业全面了解、掌

握 ISO9001:2015 新版标准的要求以及变

化点，经研究，广西质量协会与北京东方纵

橫认证中心共同于10 月下旬举办质量管理

体系2015 换版暨内审能力提升培训班，具

体请见51号文。请有需求的单位在10月20

日前报名参加。文件、报名详见广西质量协

会网站：www.gxzlxh.cn。 

 

 

 

 

广西质量协会微信公众号：gxzlxh 

网站：www.gxzlxh.cn 

感谢您对广西质量协会一如既往地支

持！如您有资讯与我们分享欢迎投稿！     

联系人：覃福玉  

电话：0771-2821553 

QQ：3305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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