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单位名称 QC小组名称 等级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信息系统运营部 畅通无限QC小组 优秀成果

2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陈宁工作室起点QC小组 优秀成果

3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破冰前行QC小组 优秀成果

4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用星导航QC小组 优秀成果

5 上海市浦东医院 如意圈 优秀成果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采购物流部 滴水穿石QC小组 优秀成果

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中心 先锋QC小组 优秀成果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网络维护中心 钦州臻善QC小组 优秀成果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网络优化中心 推陈致新QC小组 优秀成果

10 上海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 施展才华QC小组 优秀成果

11 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 梦想之航QC小组 优秀成果

12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通号分公司 蓝精灵QC小组 优秀成果

13 上海中心大厦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分公司奋进号QC小组 优秀成果

14 上海紫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腾飞QC小组 优秀成果

1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水声对抗模电QC小组 优秀成果

1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北斗七星”QC小组 优秀成果

1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服务体验先行”QC小组 优秀成果

18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战新冠圈 优秀成果

19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 坯饼生产部汇智QC小组 优秀成果

20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如虎添翼QC小组 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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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永青QC小组 优秀成果

2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烯烃部
3#烯烃联合装置

丁二烯甲班QC小组
优秀成果

23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中

心

分析四车间塑料原辅料和成品分

析QC小组
优秀成果

2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钢管条钢事业部 条钢部精整日班JK小组 优秀成果

25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 二炼钢分厂连铸6CCJK小组 优秀成果

26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花都一体化智慧制造小组 优秀成果

27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提质增效QC小组 优秀成果

28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匠心QC小组 优秀成果

29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热控突击队QC小组 优秀成果

30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田集项目部绿色扬帆QC小组 优秀成果

31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电光火石QC小组 优秀成果

32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运载总装QC小组 优秀成果

33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红外仿真实验室QC小组 优秀成果

34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无线创新QC小组 优秀成果

35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 AIT卫士QC小组 优秀成果

36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 星载相控阵天线QC小组 优秀成果

37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浴火重生QC小组 优秀成果

3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

项目QC小组
优秀成果

39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图书馆东馆项目QC小组 优秀成果

4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华南科创QC小组 优秀成果

41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公司 冲锋号QC小组 优秀成果

42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锁”向披靡QC小组 优秀成果

43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铁汉QC小组 优秀成果



44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壮质凌云QC小组 优秀成果

4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数海无涯，慧眼识变”

数据分析QC团队
优秀成果

46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缆分公司
电缆运检中心试验三班WISDOM

QC小组
优秀成果

47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设备技术中心千里眼QC小组 优秀成果

48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雪狼聚力QC小组 优秀成果

49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金山供电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金山供电公

司营销部金采QC小组
优秀成果

50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 365电网卫士QC小组 优秀成果

51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南供电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南供电公

司运维检修部晨曦QC小组
优秀成果

52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化学进取QC小组 优秀成果

53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漕泾发电项目部化学QC小组 优秀成果

54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电控QC小组 优秀成果

55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锅炉辅机班QC小组 优秀成果

56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
数据信息中心

“工程制图QC小组”
优秀成果

57 中港疏浚有限公司

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工程项目

经理部 堤心砂抛填精度研究

QC小组

优秀成果

58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厦门大小嶝造地工程项目经理部

质量创优QC小组
优秀成果

59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昌赣客专CGFJ-1标

电务分部QC小组
优秀成果

60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足球场荣耀队 优秀成果

61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2036QC攻关小组 优秀成果

62 上海烟草集团黄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黑洞QC小组 优秀成果

63 上海烟草集团闵行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金牌服务QC小组 优秀成果

64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卷烟厂 一车间日班机修QC小组 优秀成果

65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卷烟厂 三车间乙班切烘QC小组 优秀成果



66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兴分公司精度控制QC小组 优秀成果

67 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大众燃气输配部QC小组 优秀成果

68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睿动QC小组 优秀成果

69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飞鹰QC小组 优秀成果

70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QC小组 优秀成果

71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数据挖掘QC小组 优秀成果

7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东区局 政争日上QC小组 优秀成果

7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网络发展部/重大项目办公室
建翼QC小组 优秀成果

7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网络运行部 水滴QC小组 优秀成果

7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电信局 蓝光极速QC小组 优秀成果

7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筋斗云QC小组 优秀成果

7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区电信局 节能攻坚QC小组 优秀成果

7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信息网络部 开路先锋QC小组 优秀成果

7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移动互联网部 “优翼青春”QC小组 优秀成果

80 上海电力医院 有氧圈 成果

81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 铁军QC小组 成果

82 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维一”QC小组 成果

83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淡紫印象QC小组 成果

84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华动车技术创新工作室QC小组 成果

8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嘉定分公司 嘉定飞跃QC小组 成果

86 尼西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烈焰QC小组 成果

87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塑料部 4PE丙班QC小组 成果

88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保水务部 循环水处理车间乙班 QC小组 成果



89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畅通QC小组 成果

90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理论指导生产QC小组 成果

91 宝钢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A08乙班JK小组 成果

92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公司 采集悠然QC小组 成果

93 积水保力马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小组 成果

94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三棱锥QC小组 成果

95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公司 “启航”QC小组 成果

9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智能制造QC小组 成果

97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轻小型无人机摄影测量

技术应用QC小组
成果

98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KK突击QC小组 成果

9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物联天下”QC小组 成果

100 中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马创荣QC小组 成果

10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罗泾燃机发电厂 集控四值QC技术小组 成果

102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 汽机检修部调辅班QC小组 成果

103 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检修分公司风机泵专业QC小组 成果

104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检修部热工QC小组 成果

105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点火控制QC小组 成果

106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发动机总体设计QC小组 成果

107 上海航天技术基础研究所 几何量QC小组 成果

108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神剑腾飞QC小组 成果

10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第八O四研究

所
FPGA验证QC小组 成果

110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品质QC小组 成果

111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鲁班锁QC小组 成果



112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中粮文体中心

工程项目QC小组
成果

113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公司QC小组 成果

114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建设改造

工程标段一QC小组
成果

115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机施中心QC小组 成果

116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15号线

工程土建14标QC小组
成果

117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风向标”QC小组 成果

118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澎湃动力QC小组 成果

119 华域皮尔博格有色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精铸QC小组 成果

120 华域三电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电动小马达QC小组 成果

121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氦质谱检漏技术特工队 成果

12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冲峰QC小组 成果

123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延锋彼欧&风华联合QC小组 成果

12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澎湃动力QC小组 成果

125 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热

动力站工程 多种化工废物综合利

用QC小组

成果

126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闸北发电厂 奉贤燃机QC小组 成果

127 华能上海石洞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提质增效QC小组 成果

12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 热工检修部DCS班QC小组 成果

129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微步QC小组 成果

130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 小飞侠QC小组 成果

131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 色度空间QC小组 成果

132 上海达华测绘有限公司
瑞典MALA探地雷达管线探测精度

研究QC小组
成果

133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天网QC小组 成果



134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畅安QC小组 成果

135 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一期工程

项目经理部质量创优QC小组
成果

136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上海机车检修段 设备车间QC小组 成果

137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上海机车检修段 电上一QC小组 成果

138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务段 南翔机车攻关QC小组 成果

139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横沙东滩八期工程QC小组 成果

140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IRIS4 QC小组 成果

141 上海白玉兰烟草材料有限公司 成型车间机修QC小组 成果

142 上海烟草集团静安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乐高QC小组 成果

143 上海烟草集团浦东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红袖章QC小组 成果

144 上海烟草集团杨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绿随心动QC小组 成果

145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市场部QC小组 成果

146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烟草储运公司 保管三组QC小组 成果

147 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超测QC小组 成果

148 上海港机重工有限公司 变更率QC小组 成果

149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控中

心工艺部
绿色涂装QC小组 成果

150 上海燃气市北销售有限公司 虹口管线管理站QC小组 成果

151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管理部电气二班QC小组 成果

152 上海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LNG项目储罐扩建工程

安装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

153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焊接试验室QC小组 成果

154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船体智能制造QC小组 成果

155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机加工A班QC小组 成果

156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海阔天空QC小组 成果



157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外场精度QC小组 成果

158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电子南沙项目QC小组 成果

159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艺飞冲天QC小组 成果

160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碧水蓝天ＱＣ小组 成果

16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涤纶部 2号聚酯切粒机QC小组 成果

16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芳烃部 4号芳烃2#重整甲班QC小组 成果

163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部 聚乙烯醇车间丁班QC小组 成果

16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腈纶部 金阳装置日班QC小组 成果

165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炼油部 5#炼油S-Zorb四班QC小组 成果

166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热电部
汽机联合装置&徐俊技师创新工作

室联合QC小组
成果

167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 设备部辐射安全管理小组 成果

168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数据管家QC小组 成果

169 上海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新QC小组 成果

170 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 超越QC小组 成果

17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见贤思齐QC小组 成果

172 中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QC小组 成果

173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隧道QC小组 成果

174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室QC小组 成果

175 上海一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天安阳光广场项目部QC小组 成果

176 上海振华港机重工有限公司 自动化焊接QC小组 成果

177 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新风”QC小组 成果

178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气继往开来QC小组 成果

179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海尚烟香QC小组 成果



18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Y&B QC小组 成果

181 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港外贸使费电子交互

及智能审核QC小组
成果

182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珠澳第四管QC小组 成果

183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Apa改进QC小组 成果

18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星级服务中心

“翼气奋发”QC小组
成果

185 上海振华智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过程改进QC小组 成果

186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气护航QC小组 成果

187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部电控班QC小组 成果

188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部甲值QC小组 成果

189 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活力无限QC小组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