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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质量管理协会 

江 苏 省 总 工 会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苏质协〔2017〕29 号 

 

 

关于公布二〇一七年江苏省质量信得过 

班组名单的决定 
 

各市质协、工会、妇联、科协以及省各行业协会和有关企业： 

根据年初各部门共同发出的《关于召开 2017 年江苏省质量管理

小组成果交流会的预备通知》（苏质协〔2017〕2 号）安排，经各市

质协、省各行业和有关企业推荐，经审核确认，国网江苏省电力公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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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京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变电运维八班等 227 个班组符合“江苏

省质量信得过班组标准”，现予以公布。 

希望以上达标的班组总结经验，戒骄戒躁，持续创新，为我省

的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和实现“两个率先”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2017 年江苏省质量信得过班组名单 

 

 

 

江苏省质量管理协会              江苏省总工会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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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江苏省质量信得过班组 

（227 个）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变电运维八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电缆运检室电缆运维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六合供电营业部配电运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市场室市场拓展班 

徐州市烟草公司沛县分公司客户服务科 

中国移动江苏分公司无锡分公司 网络部 IT 班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工程部核心网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信息通信集成运营中心工作手机团队班 

中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I 渠道零售班 

徐州市烟草公司邳州分公司物流中转站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广盈实业有限公司电缆工程公司电缆四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洛社运维班 QC 小组 

华能淮阴电厂检修部炉辅机班 

高淳县农电实业有限公司古柏供电所营业班 

国网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变电检修班（电气试验班） 

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牛肉组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邢卫东项目部 

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水产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熟市供电公司尚湖供电所奇点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配电运检五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太仓市供电公司变检电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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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苏州管理处新区收费站收费二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网络维护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无线网络规划与数据班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配网调控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在线服务组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工艺组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装配生产部调试乙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投诉监控中心 

江苏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高技能人才工作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责任公司泰州分公司网优中心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配调班 

国网兴化市供电公司信通运维班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一班 

国网泰兴市供电公司北郊运维班 

国网泰州市姜堰区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 

国网泰兴市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一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无线爱网优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公司盐城分公司政企客户部营销管理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市铜山区供电公司营销部营业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地区监控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刘湾变电运维班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卷包车间丁工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市场经营部话务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投诉处理监控中心 

江苏省烟草公司盐城市公司大丰分公司客户服务科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通市公司通州区分公司审案管理班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武进分公司客户服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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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交付团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传输维护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高压带电作业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高邮市供电公司电力调度分中心调控运行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工程维护部客户响应班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公司东山基层服务站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公司专卖中队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公司新华中队 

扬州供热有限公司工程部 

扬州漆器厂七车间点螺班 

南通四建陈学军项目部 

南通四建瞿江项目部 

中交三航三公司青岛地铁 U 型梁预制班 

南通四建华南总部技术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扬州市分公司邗城支局邗城支局班组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高线厂辊环班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烟叶处苏山头班 

江苏省烟草南通市公司南通烟草物流班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通市公司南通烟草证件管理室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通市公司睿智班 

南通市烟草公司如皋分公司卷烟配送中转站 

南通市烟草启东分公司启东专卖勘探者班组 

南通市烟草公司如东分公司如东政务中心烟草分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盐城供电公司兴都农电综合管控中心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滨海县供电公司八滩变电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阜宁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建湖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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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响水县供电公司采集运维班 

江苏省烟草公司盐城市公司大丰分公司客户服务科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东台城区营销中心社区店运营支撑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阜宁设备中心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建湖物资保障班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包装中心 11 组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中心 2 组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设备管理处动力维修班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生产制造处质量监督检验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淮安区南门大街沟通 100 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淮安市分公司淮安邮政局函件业务班 

淮安市烟草公司淮安分公司客户服务科 

淮安市烟草公司淮阴分公司物流配送班 

江苏省盱眙县烟草专卖局管理科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数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地区监控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变电工程处工程三队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洪泽运维站变电检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淮安营业部装表接电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金湖变电检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金湖输电运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淮阴营业部营业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盱眙计量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配电工程处施工三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涟水灰墩供电所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机电修理车间精工班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质量至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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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烟草公司无锡市公司物流中心分拣一班                    

南通四建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办公大楼工程项目部 

南通四建徐裕忠项目部 

南通四建张炳华项目部 

南通四建爱涛尚书云邸项目部 

无锡市烟草公司江阴分公司专卖管理科 

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收费站                

无锡市烟草公司宜兴分公司专卖管理科                     

无锡市锡山区烟草专卖局专卖稽查大队 

华东宜兴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运维检修部机电运维一班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气保护班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集控戊班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硫化戊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配电二次运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五里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营业一班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化学处化学控制科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仪控一室辅助系统班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仪控一室公用系统科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电缆运检室电缆检修班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输电运检四班 

国网南京供电六合供电营业部雄州供电所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电气检修部继保班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发电部集控丁 3 班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谏壁发电厂除灰脱硫部脱硫检修二班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谏壁发电厂发电部戊一单元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高港运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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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营业班 

国网泰州市姜堰区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网兴化市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二班 

南通四建中国医药城商务中心项目部 

南京金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 

南通四建哈尔滨 2014HT012 地块工程项目部 

南通四建姜成杰项目部 

无锡市烟草公司宜兴分公司客服科 

南通四建马严华项目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变电二次检修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电一班 

南通通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通如片区电气组 

启东市江海农电有限公司汇龙供电所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如东县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海门市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如皋市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海安县供电公司立发变电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宜能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变电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华明农电顾山供电所运维班 

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宁镇处丹阳东收费站 

省客服南京区域中心监控调度班组 

南京电信网管网维班组 

南京电信客户服务调度中心装维管控班组 

盐城电信新洋支局班 

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47 路线标杆班组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斜拉索灌锚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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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处试验室班组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京沪养护处工程机料科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汽机化学班 

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 330MW 运行四班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电气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客户服务调度中心互联网运营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输电运检五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配网抢修指挥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电缆运检室电缆检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电缆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营销部稽查信息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营业与电费室营业一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区分公司南片综合化维护班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儒林供电所采集运维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前黄供电所运维采集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东片变电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电气试验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仪征市供电公司输配电工程分公司四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电费核算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泰州供电公司配电二次运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泰州供电公司采集运维三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盐城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营业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东台市供电公司采集运行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地调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营业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自动化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 



 

 — 10 —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监控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市赣榆区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盱眙（淮安）站特高压盱眙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计量技术监督班 

江苏省送变电公司运行服务班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苏州监理项目管理中心 

江苏兴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精创小组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瑞泰公司精密一班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溧阳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一中队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客户服务部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配电抢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二班 

宿迁市烟草公司宿豫分公司营销团队一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宿豫区珠江北路沟通 100 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网优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无线维护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投诉处理中心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二次系统检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沭阳县供电公司调控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泗洪县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泗阳县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国网宿迁供电公司地区监控班 

国网宿迁供电公司电气试验及变电检修班 

国网宿迁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二班 

国网沭阳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班 

国网泗洪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班 

国网泗洪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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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 

南京溧水新源农电发展有限公司柘塘供电所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南京聚业农电有限公司江宁供电所 

高淳县农电实业有限公司阳江供电所营业班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江宁供电营业部配电运检三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配抢指挥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供电公司信通公司信通一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灌南供电公司二次检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二次检修班 

宿迁市烟草公司泗洪分公司稽查二中队 

江苏省烟草公司宿迁市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卷烟物流配送班组 

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亭湖新洋班 

江苏雷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州苏堤北路工程项目经理部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检修部热控二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政企客服部 ICT 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灌南分公司技术业务支撑中心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灌南县供电公司二次检修班 QC 小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泰港务分公司供电所吊车保养班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仪控一室自动控制科辅助系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