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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质 量 协 会 
 

沪质协[2022] 16号 

 

关于表彰 2021 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

导意见》，深入推进本市新一轮质量提升行动，围绕上海市“十

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弘扬“追求卓越”的上海城

市精神，增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新优势，提升上海城市

国际竞争力，上海市质量协会依据国家和上海市对社团开展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的规定和要求，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在相

关单位的支持下，依据《上海市质量管理奖管理办法》和《关

于开展 2021 年企业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推进活动暨 2021 年上海

市质量管理奖申报工作的通知》(沪质协 2021[13]号)等要求和

安排，组织开展了 2021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评审工作。 

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历经形式审查、书面评审、会审答

辩、现场验证、专家组合议、审定委员会审定等规范程序，2021

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获奖名单已于 2022年 3月 23日至 2022年

3 月 31 日，通过“上海质量网”与“上海质量”微信公众号，

面向全社会进行公示后均无异议，符合《上海市质量管理奖评

审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现决定对获得 2021年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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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奖的 21家组织、15个项目、25位个人予以表彰。(获

奖名单见附件) 

希望各获奖组织、项目及个人珍惜荣誉，积极分享推广实

施卓越绩效模式的最佳实践与经验成果，学习借鉴国际质量奖

评价准则等高标准与质量标杆企业高水平经验，努力践行社会

责任、持续改进、追求卓越。大力倡导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重点单位以及广大质量工作者，认真学习获奖组织、项目及个

人的成功经验，深入践行全面质量管理与创新，持续提升产品

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和人居质量，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

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服务上

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附件：2021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获奖名单(组织、项目与个人) 

 

 

 

上海市质量协会 

2022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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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获奖名单(组织、项目与个人) 

2021 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组织奖） 

序号 获奖组织名称 所属领域 获奖等级 

1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制造 标杆示范级 

2 微创神通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制造 标杆示范级 

3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制造 标杆示范级 

4 华维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服务 标杆示范级 

5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非营利性服务 标杆示范级 

6 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建造 标杆示范级 

7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 专业推广级 

8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 专业推广级 

9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 专业推广级 

10 上海城投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造 专业推广级 

11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服务 专业推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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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组织名称 所属领域 获奖等级 

12 上海市奉贤区育秀实验学校 非营利性服务 专业推广级 

13 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服务 专业推广级 

14 上海中心大厦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服务 专业推广级 

15 上海振华港机重工有限公司 制造 推进实施级 

16 书香门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 推进实施级 

17 上海德驱驰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 推进实施级 

18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造 推进实施级 

19 沪港机场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服务 推进实施级 

20 上海长江软件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服务 推进实施级 

21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场服务 推进实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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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项目奖）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组织名称 获奖类别 

1 “国和一号”智慧工地示范项目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数字化应用 

2 供电系统智能运维平台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3 智慧供水——数字化赋能特大城市供水管理新动能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4 为特大型城市排水安全装上“智慧大脑”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5 轨道交通工程全寿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6 S-PIVOT创新性数字化服务管理模型 上海凯诘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7 政企资金智慧管理平台 中国电信上海电信账务公司 

8 双钱轮胎集团化管控模式 双钱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9 基建全过程综合数字化管理平台在供电公司的应用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南供电分公司 

10 武器装备总装现场管理项目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现场管理 

11 张杨路营业厅现场管理项目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浦东电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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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组织名称 获奖类别 

12 新东苑快乐家园的质量管理模式 上海新东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品牌建设 

13 打造高品质、智慧型“供水热线”服务品牌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 

14 OSM 现场管理系统 奥司米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其  他 

15 “产品全面风险运营”管理模式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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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市质量管理奖（个人奖） 

序号 获奖人姓名 组织名称 职务 获奖类别 

1 朱洪芳 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奉城所 所长 

卓越质量领导 

2 李勇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3 周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院长 

4 张海兵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 蒋晓云 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6 金玉红 上海航天电子通讯设备研究所 副所长 

7 周文华 上海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8 林丽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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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人姓名 组织名称 职务 获奖类别 

1 陆建华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QHSE部总经理 

杰出质量经理 

2 刘海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部主任 

3 刘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客服质监部服务发展处处长 

4 赵华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府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5 任贤霖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兼项目经理 

6 黄华兵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总装二部围护系统部部长 

7 周俊 国网上海市电力工程建设咨询分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8 张洪涛 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司技术工艺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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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人姓名 组织名称 获奖类别 

1 俞洪昌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工匠 

2 周纪东 中国电信上海莘闵电信局 

3 魏海娟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4 化树明 中国电信上海西区局 

5 杨有成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6 刘方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王永睿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 许钗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9 刘树佳 上海城投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