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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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号 

 

 

关于公布二〇一七年江苏省优秀质量管理  

小组、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

卓越领导者、优秀推进者名单的决定  
 

各市质协、工会、妇联、科协以及省各行业协会和有关企业： 

根据省总工会、省妇联、省科协及省质协联合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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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各有关行业和有关企业推荐，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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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质协组织专家对照《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进行评审，江苏

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旗舰队 QC 小组等 622 个小组被确定为江苏

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等 70 家企业

被确定为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卢晓炯等 60 名同志

被确定为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蔡卫群等 57 名同志

被确定为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推进者，现予以公布。 

希望以上质量管理活动优秀小组、优秀企业、卓越领导者及优

秀推进者总结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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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 年度江苏省质量管理优秀小组 

附件 2、2017 年度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 

附件 3、2017 年度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 

附件 4、2017 年度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推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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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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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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江苏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南京市 

南京市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点睛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政企行业应用产品优化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电缆运检室光辉灿缆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综合维护支撑中心接入 IP 维护QC 小组 

南京溧水新源农电发展有限公司洪蓝 QC 小组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严谨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客户服务调度中心 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南京电务段“小雨伞”QC小组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钢结构车间技术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区分公司营维提质 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南京桥工段安全科 QC 活动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南京运维分部电力神盾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爱 WiFi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规划先锋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南京运维分部电网安全卫士 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南京电务段宣城电务车间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政企项目服务支撑 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南京桥工段路桥科 QC 活动小组  

南京南汽冲压件有限公司改进者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无线维护中心建设 QC 小组  

长江南京航道局长江安庆航道处宁道标 417&安庆劳模工作室 QC 小组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炼钢厂连铸车间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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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百兆测速 QC 小组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漆侠五义 QC 小组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科技质量部“精益求精”QC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工程建设中心网络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高淳供电公司锐意 QC 小组 

 

无锡市 

无锡市烟草公司宜兴分公司突破自我 QC 小组  

宜兴市宜能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匠心 QC 小组  

江阴市华明农电公司澄江供电所运采班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造安车间技质 QC 小组  

无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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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自动化运维班QC 小组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精益特供 QC 小组  

无锡广盈实业有限公司变电工程公司变电施工三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运营监测（控）中心 QC 小组  

 

徐州市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小蜗牛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地调先锋 QC 小组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同 QC 小组  

 

常州市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总装一班 QC 小组  

中国电信常州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性能分析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常州分公司市场经营部在线销售创优 QC 小组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 1/2 号机运行二班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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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调班 QC 小组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卓越”QC小组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文档管理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四班、六班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4G 网优化 QC 小组  

国网昆山市供电公司配电工程班 QC 小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苏州市吴江区分公司城区快递包裹投递作业流程优化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无线感知提升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输电带电作业班 QC 小组 

中铁十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溧水碧桂园项目部 QC 小组  

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雄鹰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无线优化 QC 小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太仓市分公司优化投递作业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张家港客响中心服务保障QC 小组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品质 QC 小组”  

苏州苏源农电发展有限公司望亭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常熟市供电公司电力调控分中心调控班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装维支撑 QC 小组  

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硒鼓法兰内制品质和生产性改善小组  

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仙人球 QC 小组  

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优化牛排操作流程提高时效 QC 小组  

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优化鱿鱼头生产流程 QC 小组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鬼斧工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计量室采集运维二班 QC 小组  

 

南通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网优 new star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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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四建中国医药城商务中心项目部 QC 小组   

南通四建吴军 QC 小组  

南通四建王兴忠 QC 小组            

南通四建爱涛尚书云邸 QC 小组 

南通四建葛纬 QC 小组   

南通四建赤宇 QC 小组                                                              

  

连云港市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电器仪表班 QC 小组  

江苏连云港港口东联港务分公司机械二队大吊保养班 QC 小组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过程自动控制科一回路 QC 小组  

中交三航江苏分公司深圳外环高速公路 9 标项目部 QC 小组  

连云港中联理货有限公司件杂货操作分部 QC 小组  

连云港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调度班 QC 小组  

中交第三航江苏公司武穴第一期工程水泥混凝土路面质量 QC 小组  

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创电中心 QC 小组 

  

淮安市 

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启明 QC 小组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麸曲 QC 小组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降本增效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近在咫尺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消防（安防）监控 QC 小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淮安市分公司投递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淮安市公司锐意 QC 小组 

 

盐城市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阜宁县供电公司农电铁军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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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翼网创新工作室”QC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城区区局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滨海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盐城供电公司电费核算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政企客户部提升之星 QC 小组  

盐城邮政文传部新区投递部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客调中心 QC 小组  

射阳邮政渠道平台部农村电商中心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QC 小组  

大丰邮政技术支援中心 QC 小组 

 

扬州市 

扬州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改善 QC 小组  

江苏省扬州市航道管理处运西船闸 QC 小组  

中铁宝桥（扬州）有限公司生产准备部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江都分公司时代先锋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邗江营销中心宽带保有QC 小组 

江苏省扬州市航道管理处仪征航道管理站 QC 小组  

扬州虹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子 QC 小组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橡胶电缆制造部雄鹰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仪征市供电公司大二次创新 QC 小组  

 

镇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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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班QC 小组  

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创翼无线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运检一班 QC 小组  

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动环支撑 QC 小组  

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攀登者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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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博速 QC 小组  

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接入维护中心干线维护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运筹帷幄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扬中）配网工程建设班 QC 小组  

 

泰州市 

国网泰州市姜堰区供电公司“电 E 能”QC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客调装维支撑 QC 小组  

国网泰兴市供电公司物业服务班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姜堰分公司服务支撑 QC 小组  

 

行业 

国电谏壁发电厂发电部戊一单元超越 QC 小组  

国电谏壁发电厂热工自控一班远航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供电公司慢城心电 QC 小组  

国信如东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入炉燃料成本攻关小组    

高淳县农电实业有限公司桠溪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线路之星 QC 小组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邢卫东 QC 小组 

高淳县农电实业有限公司砖墙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供电公司 110kv 电气试验班合金弹头QC 小组 

高淳县农电实业有限公司固城金港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供电公司淳溪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采集计量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投诉处理中心 A+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盐城分公司蓝色小 VQC 小组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4G 网络优化课题研究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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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通沙沥青科技有限公司 沥青科技 QC 小组  

苏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常熟东、董浜站 QC 小组  

江苏汾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志诚 QC 小组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老船长 QC 小组  

常州市丹金船闸管理所 丹金船闸金色港湾 QC 小组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减少码头无筋混凝土面层裂缝 QC 小组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锡常养护大队绿化 QC 小组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江都东收费站“快乐工作”QC小组  

溧阳市航道管理处 混凝土挡墙外观控制 QC 小组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桥梁养护处 QC 小组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成品保护 QC 小组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 QC 小组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桥梁公司 QC 小组  

江苏海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金海二桥 QC 小组  

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北广场站 QC 小组  

连云港市双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备品库二维码技术运用 QC 小组  

连云港市新沂河枢纽船闸管理所“红帆船”QC小组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减少地铁车站侧墙裂纹数量 QC 小组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云湛高速公路TJ8 合同段桩基施工QC 小组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锡张养护中心 QC 小组  

江苏镇江江天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客运分公司安机科 QC 小组  

京杭运河江苏省宝应航道管理站“护航人”QC小组  

江苏省虞山船闸管理处 虞山船闸工程机务股 QC 小组  

江苏省扬州市航道管理处 樊川船闸 QC 小组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立新 QC 小组  

江苏省苏州市航道管理处 水中桩基拆除 QC 小组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收费站“探索者”QC小组  

上海铁路局苏州火车站客运售票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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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芳烃厂二甲苯联合装置第三 QC 小组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质检中心先锋 QC 小组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工厂 PTA 联合装置第八 QC 小组  

中石化仪征化纤分检纤维工区物一 QC 小组   

中石化仪征化纤聚酯欣视 QC 小组  

中石化金陵分公司/化工运行二部重整一班 QC 小组  

中石化金陵分公司/炼油运行一部达标争优 QC 小组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电仪分公司新区 QC 仪表小组    

中石化仪征化纤 PTA 装置一线第三 QC 小组  

中石化金陵分公司/烷基苯厂脱氢岗位 QC 小组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厂加氢联合装置 QC 小组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清江石化精益求精 QC 小组  

国网张家港市供电公司配电工程班 QC 小组  

国网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 QC 小组 

南通四建严峻 QC 小组 

南通四建朱学佳 QC 小组 

南京聚业农电有限公司禄口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江宁供电营业部谷里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江宁供电营业部上峰供电所 QC 小组 

南通四建孙国平 QC 小组 

南京四建华南总部程杨 QC 小组 

南通四建马严华 QC 小组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总务处 QC 小组 

 

2017 年江苏省 QC 小组成果交流会发布奖 

 

特等奖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旗舰队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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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石油勘探局水电讯处网络技术中心自动化改造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宝应县供电公司营销部稽查班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庖丁解牛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服务引擎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泰州供电公司戴永东专家工作室 QC 小组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潮间带风机安装 QC 小组 

中石化金陵分公司/烷基苯厂加氢分子筛装置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10088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连云港市公司“梦创”QC小组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律动圈 

江苏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南京换流站管母焊接 QC 小组 

南京溧水新源农电发展有限公司洪晶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通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火眼金睛”QC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给力支撑 QC 小组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收费站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电缆运检室马里奥 QC 小组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电气采购 QC 小组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奋进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供电公司信通分公司光缆卫士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红色之旅 QC 小组 

无锡市烟草公司宜兴分公司突破自我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彩虹桥 QC 小组 

江苏中烟南京卷烟厂求实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二次系统检修班 QC 小组 

中国电信宿迁分公司无线网络优化班 QC 小组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宝应收费站“匠心”QC小组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电气检修部继保班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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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梦之队攻关超越 QC 小组 

淮安清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品优 QC 小组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配件公司机体 QC 小组 

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服务之星 QC 小组 

江苏中烟南京卷烟厂奋进 QC 小组 

中石化金陵分公司/炼油运行一部三工区 LCO 课题攻关小组 

江苏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高技能人才工作室 QC 小组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工艺 QC 小组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金叶 QC 小组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宏源之星 

中铁宝桥（扬州）有限公司鹅公岩轨道专用桥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公司博爱同心 QC 小组 

扬州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探索 QC 小组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前沿•风华 QC 小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改善 QC 小组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118 质量管理小组 

中船重工第七一六研究所质量管理 QC 小组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亮剑 QC 小组 

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进取 QC 小组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求索•问道 QC 小组 

中铁十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金台铁路项目经理部 QC 小组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特高压先锋 QC 小组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江苏工程有限公司连镇铁路一分部 QC 小组 

江苏油田分公司油气生产服务中心维修测试一大队争当尖兵 QC 小组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碱厂煅烧 QC 小组 

江苏兴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兴创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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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建华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大运公司十七车间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苏州市公司星灯 QC 小组 

江苏金丝服装有限公司六车间 QC 小组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炼钢厂连铸车间小方坯台上甲班 QC 小组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发泡精品打造 QC 小组 

中能建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漳泽建筑啄木鸟 QC 小组 

江苏晶竹服饰有限公司丝韵 QC 小组 

中石化仪征化纤短纤大西洋 QC 小组 

中铁十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地铁项目部 QC 小组 5 号线项目部

SMW 工法桩 QC 小组 

江苏新暨南有限公司十二车间 QC 小组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油品作业区第一 QC 小组         

中电科技扬州宝军电子有限公司天线 QC 小组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蓝天梦想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追梦人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变检创新工作室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盐城供电公司“电网守护者”QC小组 

国网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公司运维站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迅雷精兵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拾海人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太仓市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六合供电营业部营业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洪泽县供电公司继保常青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洪泽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前黄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金湖县供电公司先锋 QC 小组 



 

 — 15 —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海门市供电公司海门运维站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计量室度量衡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鲍集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熊猫卫士”QC小组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采集运维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人力资源部 QC 小组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二次检修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U&I”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射阳县供电公司鹤鸣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熟市供电公司调控班 QC 小组 

南通通明投资实业有限公司通明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五线谱”QC小组 

国网宝应县供电公司电靓荷乡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城区变电运维班QC 小组 

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超越 QC 小组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公司锅炉班 QC 小组 

江苏省亚盟劳务加工有限公司龙腾 QC 小组 

鲁能集团江苏分公司东台驭风者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洪泽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建湖县供电公司“科越”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光明骑士 QC 小组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公司燃料机务和燃运丁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沭阳县供电公司变电检修班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绿色无限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Turbo”QC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星光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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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品管先锋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网优无限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掌厅先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无限光网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高邮分公司开拓者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奋勇攀登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网优无限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展翅无线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快人一步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无线网优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蓝色小 V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呼叫服务中心知识集结号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化运营中心江苏计费 Billing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设备维护安装中心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网络优化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12590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无线网优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翼之声”QC小组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利能 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徐州电务段信号技能工作室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星服务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品质巴人”QC小组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拓特机械制造厂把关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分公司设备维护中心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数据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爱网优 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南京电务段信号检修车间小小匠人 QC 小组 



 

 — 17 —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 QC 小组 

中国电信大丰分公司无线中心 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南京电务段天际彩虹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宜兴无线建设维护班 QC 小组 

东台邮政东关投递部 QC 小组 

盐城汽车客运站四海商务旅行社 QC 小组 

盐城邮政营业局铜马广场支局流程优化 QC 小组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苏鲁省界收费站“新智慧”QC小组 

江苏中烟南京卷烟厂卓越 QC 小组 

江苏省南通市航道管理处海安船闸陈善林技师工作室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盐城市公司小上海 QC 小组 

国电谏壁发电厂发电部戊一单元超越 QC 小组 

南通市烟草公司智慧号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镇江市公司蜗牛 QC 小组 

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指南针”QC小组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心心相印圈 

宿迁市烟草公司沭阳分公司风雨行 QC 小组 

江苏新海发电燃料管理部电厂站运行一班 QC 小组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逐梦”QC小组 

宿迁市烟草公司宿豫分公司利剑 QC 小组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矢的圈 

江苏省烟草公司淮安市公司金叶 QC 小组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航站区管理部智慧航家 QC 小组 

江苏镇江江天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修理分公司蓝衣大夫 QC 小组 

江苏扬汽集团汽车东站票务中心 QC 小组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淮安清障大队保畅铁军 QC 小组 

徐州市烟草专卖局丰县分公司奔跑的骆驼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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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烟草公司泗洪分公司实之队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宿迁市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探索者 QC 小组 

南京市公路管理处扬子江隧道江北连接线快速化改造工程SCS QC 小组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泰维 QC 小组 

淮安市烟草公司盱眙分公司飞跃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腾飞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公司 RUNNING QC 小组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东台海上风电场 QC 创新小组 

无锡市烟草公司江阴分公司睿质 QC 小组 

国网扬州市江都区供电公司“电网卫士”QC小组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淮安收费站和谐号动车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易如反“掌”QC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盐城市公司盐烟质效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区分公司线路维护安装中心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第三营销服务站第二创新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大力神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向日葵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自动化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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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供电公司 E-team QC 小组 

南通供电公司信通公司磐石 QC 小组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一处运行技术科梦想 QC 小组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仪控一室分析仪表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通州供电营业部五接供电所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大数据 QC 小组 

国网宿迁供电公司洋河变电运维班 QC 小组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二次系统检修班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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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泰州供电公司红领精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电力“合力制胜”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宫衍平劳模创新工作室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金丝带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飞扬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技能培训中心输配电线路带电作业 QC 小组 

国网宿迁供电公司装表接电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核算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电缆运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鸿桥变电运维班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东海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晶点子”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技能培训中心智能变电站科技创新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承载网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三个臭皮匠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海门市供电公司众成 QC 小组 

华能淮阴电厂运行部三值#5、6 机组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贾汪供电营业部创新 QC 小组 

国网沭阳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 QC 小组 

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市江都区供电公司运维站线路运检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睢宁县供电公司红叶使者 QC 小组 

国网泗洪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QC 小组 

国网新沂市供电公司“红芳服务团队”QC小组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热工检修部热控三班 QC 小组 

国网沭阳县供电公司括盛农电公司 QC 小组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高港运维班 QC 小组 

苏州市烟草公司吴江分公司常青藤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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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国网泰州市姜堰区供电公司“电 E 能”QC小组 

扬州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高效 QC 小组 

江苏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安全环保科 QC 小组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狮羊 QC 小组 

江苏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钻井液实验 QC 小组 

扬州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技术 QC 小组 

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闪电 QC 小组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工匠”QC小组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塑料厂聚乙烯车间第一 QC 小组 

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向前向前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档案质检员 QC 小组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粘粘 QC 小组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LR1200 钢轨闪光焊机辅助控

制盒 QC 小组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一室 QC 小组 

江苏油田分公司扬州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炼油分厂 QC 小组 

中石化仪征化纤高纤飞翔之心 QC 小组 

江苏天鹏服饰有限公司七车间 QC 小组 

常州中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铸造二部 QC 小组 

常州中车铁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马到成功 QC 小组 

中石化仪征化纤瓶片菲特 QC 攻关小组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高线厂“迫在眉梢”QC小组 

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液晶（事）第一生产部火花 QC 小组 

扬州虹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前进 QC 小组 

常州中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不锈钢改善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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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电子对抗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带电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电缆“金牌护航”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东台市供电公司“闪电运维班”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黑蚂蚁 QC 小组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调控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溧阳城郊天目湖供电所联合QC 小组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配网调控 QC 小组 

国网仪征市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QC 小组 

宿迁泗洪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勇往直前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行知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蒲公英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电缆运检实电缆运维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起航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智能先锋 QC 小组 

扬州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开拓者”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飞跃 QC 小组 

国网扬州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维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护电夜鹰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变电二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输电铁骨 QC 小组 

泗洪县供电公司二次系统检修班 QC 小组 

国网扬州供电公司营销部稽查班 QC 小组 

宝应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地调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宝应市供电公司 110kv 及以下变电检修班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二次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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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变电工程五队一队联合 QC 小组 

华东宜兴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运维二班第二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优翼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亮剑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无线满“翼”通 4G QC 小组 

南通烟草公司通州区利剑 QC 小组 

扬州市航道管理处高邮运东船闸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呼叫服务中心齐翼果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快诉之家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互联创新 QC 小组 

华电句容发电厂电气维护二班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降本增效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泰州企信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阳光客响 QC 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风行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响应支撑（飞翼）QC 小组 

上海铁路局南京电务段腾龙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投诉处理中心“一往直前”QC小组 

上海铁路局徐州机务段检修车间探伤 QC 小组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线路施工工艺研究 QC 小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苏州市分公司邮区中心局流程优化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操作维护中心翼往直前 QC 小组 

宿迁市烟草公司宿豫分公司扬帆 QC 小组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运行指挥中心领航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公司青春氧气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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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部攻坚 QC 小组 

淮安市烟草公司淮阴分公司阳光 QC 小组 

国信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光明 QC 小组 

南通市烟草公司如东分公司新睿小组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长江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基床整平QC 小组 

淮安市烟草公司涟水分公司同心 QC 小组 

国电谏壁发电厂热工自控一班远航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通市公司“物流现场管理”QC小组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疏港大道项目部三工区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通市公司“睿智”QC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淮安市公司龙卷风 QC 小组 

南通市烟草公司启东分公司勘探者 QC 小组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汽化专业 QC 小组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车站基坑边注浆止水 QC 小组 

江苏省南京市航道管理处城区航道管理站 QC 小组 

建湖邮政渠道平台部 QC 小组 

常州烟草霹雳创新 QC 小组 

南通市烟草公司如皋分公司麒麟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公司南湖春晓 QC 小组 

淮安市烟草公司淮安分公司便利贴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无锡市公司先进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创新 QC 小组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仪控一室公用仪控系统科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宿豫变电运维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探索者 QC 小组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智多心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卓越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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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核电化学冲锋 QC 小组 

国网宿迁供电公司配调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继保及自动化技术室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飞鸽传输”QC 小组 

扬州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电费核算 QC 小组 

大唐南京发电厂维修部继电保护班 QC 小组 

张家港市供电公司配电工程班 QC 小组 

国网兴化市供电公司信通运维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计量室检测检验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信通运检 QC 小组 

大唐苏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集控一值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昆山市供电公司农电综合管控中心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服务直通车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邳州市供电公司调控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洪泽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DNA”QC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变电工程处工程一队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洪泽县供电公司-共和供电所大白鹅 QC 小组 

  

第二届省质协杯 QC 小组发布优秀奖 

 

特等奖  

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公司二次系统检修班 QC 小组 

徐州供电公司监控自动化联创 QC 小组 

淮安宏能集团有限公司巨匠 QC 小组 

常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心服务”QC小组  

中国电信无锡分公司无线维护中心网管班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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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无锡分公司维护先锋 QC 小组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徐州地铁项目部 QC 小组 

  

一等奖  

涟水县供电公司灰墩供电所能量 QC 小组 

南通供电公司健康 QC 小组 

南京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配网调控班 QC 小组 

洪泽供电公司继保常青 QC 小组 

南京供电公司宫衍平劳模创新工作室 QC 小组 

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史集供电所 QC 小组 

泰州市供电公司 “红领精”QC小组 

镇江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西片变电运维班QC 小组 

宜兴市供电公司配电二班 QC 小组 

连云港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监控班“三心”QC小组 

南通供电公司信通分公司磐石 QC 小组 

连云港供电公司电力调控中心自动化运维班“蔚蓝科技”QC小组 

高邮市供电公司车逻供电所 QC 小组 

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东屏供电所腾飞 QC 小组 

泰州市姜堰区供电公司电 E 能用电检查 QC 小组 

扬州市江都区供电公司 “电网卫士”QC小组 

如东县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班 QC 小组 

南京供电公司电缆运检室御林军 QC 小组 

徐州市铜山区供电公司农电联合攻关 QC 小组 

常州供电公司营销部采集运行一班 QC 小组 

海门市供电公司运维站 QC 小组 

常州供电公司变电工程公司变电工程五队QC 小组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创新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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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供电公司物业公司梁溪服务班 QC 小组 

如皋市供电公司运维站远航 QC 小组 

徐州市铜山区供电公司营销创新 QC 小组 

泗洪县供电公司配电抢修 QC 小组 

太仓市仓源农电管理有限公司仓穹之光 QC 小组 

南通供电公司用电信息采集 QC 小组 

淮安供电公司大二次朝阳 QC 小组 

泗阳县供电公司王集 QC 小组 

宜兴市供电公司高塍供电所运维采集班 QC 小组  

新沂市供电公司新安供电所“满天星”QC小组 

泗洪县供电公司变电检修班 QC 小组 

泰州供电公司信通运检一班 QC 小组 

丰县供电公司金蜜蜂 QC 小组 

国网江苏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800kV 晋苏特高压线路南段工程 QC 小组 

泰兴市供电公司北郊变电运维班 QC 小组 

泰州靖江供电公司斜桥供电所王小奇创新工作室QC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展翅无线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梦幻之星 QC 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客户服务中心彩虹桥 QC 小组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工匠”QC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光电传奇 QC 小组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常州管理处横山创馨 QC 小组 

常州市烟草公司武进分公司武进客户服务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品质之星 QC 小组 

江苏兴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兴创 QC 小组 

江苏省烟草公司无锡市公司案审 QC 小组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热控二班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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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精益管理 QC 小组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71省道邳州段改扩建工程项目QC小组 

扬州市烟草公司江都分公司雄鹰 QC 小组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溱潼收费站“溱湖美”QC小组 

泗阳县供电公司三庄营业班 QC 小组 

梅钢炼钢厂二连铸丙班 3 号机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网络部用户感知快速响应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在线销售创优 QC 小组 

中国石化集团仪征分公司长剑 QC 小组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疏港大道项目部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亮剑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给力支撑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星光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智慧家庭”QC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无线维护中心 QC 小组 

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营业班 QC 小组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匠 QC 小组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放大镜 QC 小组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拼搏 QC 小组 

江苏兴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群力 QC 小组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滨海之星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稽核之星 QC 小组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电网创优先锋 QC 小组 

梅钢热轧 1780 分厂 1780 卷运丙班质量攻关 QC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无线网络优化 QC 小组 

梅钢能环部能调中心供电点操作业区运行班QC 小组 

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沙埝采油管理区 QC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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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处丹阳预制场 QC 小组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方天煤检中心 QC 小组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质量先锋 QC 小组 

徐州铜山供电公司棠张供电所 QC 小组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耐压达人 QC 小组 

盱眙供电公司调控班 QC 小组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品质巴人 QC 小组 

镇江供电公司电力调控中心地区调控班QC 小组 

连云港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电气试验班 QC 小组 

扬州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营业一班 QC 小组 

 
 
附件 2： 
 

2017 年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江苏工程有限公司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 

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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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造币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油田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 

江苏省烟草公司盐城市公司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烟草公司如东分公司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 

江苏通州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国网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公司 

江苏省烟草公司盐城市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江苏省烟草公司淮安市公司 

江苏通州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烟草公司锡山分公司 

江苏省亚盟劳务加工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公司苏州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新沂市供电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操作维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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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呼叫服务中心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宿迁市烟草公司宿豫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泗洪县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沭阳县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泗阳县供电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航道管理处 

江苏省扬州市航道管理处 

江苏捷达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轮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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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宝桥（扬州）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仪征供市供电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扬州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附件 3： 

 

2017 年度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 

领导者 
 

姓  名 职  务 所在单位 

卢晓炯 副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高云楼 安质部部长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江苏工程有限公司 

王文峰 副总经理 中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  勇 副总经理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陈大庆 检修部副主任 华能淮阴电厂 

顾伟青 副总经理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夏  靖 总经理 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 

韩  冰 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苏州供电公司 

丁  顺 管理处处长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苏州管理处 

李宝祥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徐明亮 质量管理部主任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 

李汉周 副院长 江苏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 

陈冬生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责任公司泰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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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祥华 纪委书记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 

高昇宇 副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 

徐  宁 党委书记、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陈  刚 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 

陈  凯 党委委员、副厂长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 

沈  岩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金岳军 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仪征市供电公司 

林汉中 总经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区分公司 

张  颖 总经理 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公司 

王勤祥 总监 江苏省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冯  劲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徐  韶 纪检组长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 

刘国涛 副总经理 中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 

张  强 总经理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 

金  海 总经理 国网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公司 

梁会宽 副厂长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 

万  欣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柳惠波 副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 

商  杰 企业发展部主任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王雨扬 副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沭阳县供电公司 

石  磊 总经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张国军 总经理 江苏省亚盟劳务加工有限公司 

沈笑非 副董事长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朱永标 董事长 江苏通州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中儒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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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华 质量管理部部长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房  刚 副段长 上海铁路局南京电务段 

张  波 副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新沂市供电公司 

陆立民 副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 

张东旭 工会主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 

许  扬 总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供电公司 

俞金顺 总经理 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严海军 局长、经理 宿迁市烟草公司宿豫分公司 

徐洪清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左  明 总经理、党委书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倪海航 党委书记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泗洪县供电公司 

陈  勇 党委书记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沭阳县供电公司 

鲍立新 处长 江苏省淮安市航道管理处 

刘晓东 党委书记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 

陈  仪 局长、经理 无锡市烟草公司宜兴分公司 

王星昌   总经理          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刘永新   总经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樊志明   副总经理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董淑建   纪委书记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连云港供电公司 

万旭昶   总裁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王   松   总经理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源港务分公司 

陈   笃   副总经理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蒋建荣     总工程师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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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7 年度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 

推进者 

 

姓  名 职务 所在单位 

蔡卫群 综合秘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聂花萍 质量工程师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江苏工程有限公司 

薛  梅 经济师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徐晓伟 专  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 

武  文 质量主管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焦云伟 生产部经理 苏州味知香食品有限公司 

邬大为 办公室副主任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太仓市供电公司 

姜  川 站  长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苏州管理处 

庞燕筠 专  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王  克 如皋分公司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吉小敏 副主任 江苏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服务中心 

沈雯婷 质量工程师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陈冬生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责任公司泰州分司 

郑祥华 纪委书记 国网泰州供电公司 

蔡  燕 企业规划管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 

冯晓东 专职 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 

金淋芳 专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 

杭晓明 副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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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彬 副经理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市铜山区供电公司 

杨国庆 企业管理员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 

夏  军 专员 扬州市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刘  岩 专员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宝应市供电公司 

阮  玉 专员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张允传 专员 江苏省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  威 副主任 国网阜宁县供电公司 

刘为刚 处长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卷烟厂 

何  胜 处长 江苏省烟草公司淮安市公司 

王志飞 副主任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淮安供电公司 

高  峥 企业发展部主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刘世伟 副总经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程  杨 

马严华         

科长 

经理 

南通四建华南总部 

南通四建无锡总部 

端木王水 综合部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宝文 科长 上海铁路局南京电务段 

陈玮光 工程师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南京运维分部 

王静雯 品管部经理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苏州分公司 

吕  静 专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新沂市供电公司 

高  玲 管理员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呼叫服务中心 

管晓光 综合支撑经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操作维护中心 

贾泽军 QC 专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 

王  萍 QC 专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盐城供电公司 

赵  超 QC 专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 

陈月亮 安全技术部主任 江苏兴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潘玉生 企管专职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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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健 主任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王  伟 副局长、副经理 宿迁市烟草公司宿豫分公司 

施礼东 QC 专员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胡妍妍 党群部主任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沭阳县供电公司 

胡浩军 运检部主任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泗洪县供电公司 

李怀垣 副科长 常州市武进区航道管理处 

杨金波 站长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航道管理站 

陈宝根 班长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 

曹江水 办公室主任 无锡市烟草公司宜兴分公司 

李  红     副总经理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信通分公司 

严正仁     主任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翟晓辉     副主任         连云港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韩 娜      专职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章 蕾      专职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电建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