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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韩国质量强国梦
——记第40届国家质量经营大会

任京华

众所周知，质量已日益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创新价值。如果说过去40年里，我们在快速地适应

现有的环境，向先进国家进行标杆学习、不断提高发展的话，那么现在开始就要为了造就世界一流

质量而发挥质量领导力。这也是国家质量经营大会所倡导的方向。

——韩刊编者按

• 2014年12月，第40届国家质量经

营大会开幕，为获勋章、奖章等质量经

营有功者、组织颁发了452份奖章；

•中小企业及中坚企业的获奖者增

多……大中小企业的共生共荣，共助

“有品格的大韩民国”的实现。

40年前，大韩民国为实现“质量强

国梦”开始举办国家质量经营大会。为

了质量不断付出努力造就了韩国产业发

展的历史，这便是第40届国家质量经营

大会备受瞩目的原因。大会旨在通过挖

掘质量经营活动中取得卓越成果的优秀

企业、企业家以及现场工人们，对他们

进行嘉奖与鼓励的同时在整个业界推进

质量文化。

2014年11月19日，韩国国务总理郑

烘原与获奖企业代表等共计1700余人参

加了在国际会议暨展示中心（COEX）

三层展厅举办的第40届国家质量经营大

会。当天活动中，通过总统表彰、国务

总理表彰等452份奖章对提高产业竞争

力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嘉奖。国家质量经

营部分的9个勋章和奖章中有6个颁给了

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显示了这类组织

在质量经营活动中的竞争力。

质量有功者部分最高荣誉——

金塔产业勋章授予了和平油封工业

（PYUNG HWA oilseal Industry co., 

LTD.)董事长金钟硕。作为韩国橡胶产

业的开拓者，金钟硕将之前一直全部靠

进口的油封及橡胶圈(O-ring)产品国产

化，并达到成功替代进口的效果。银塔

产业勋章授予了chemtronics公司董事长

金宝钧和韩国轮胎（hankooktire）专务

董事宋权浩；铜塔产业勋章授予了马斯

特汽车管理董事长张基峰；铁塔产业勋

章授予了乐天世界董事长李东宇；石塔

产业勋章授予了韩电核能燃料（K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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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本部长朴哲柱。

质量有功团体部分国家质量奖最高荣誉——国家质

量大奖（总统表彰）由大韩方略（DAEHAN solution）

公司和韩国中部发电摘得。大韩方略公司通过持续推行

“质量先行经营”，被通用汽车和现代汽车认定为优秀

的合作商，将质量提高到国际水平，最终摘得国家质量

大奖。国家质量经营奖（总统表彰）授予了包括庆昌产

业（KYUNG CHANG）在内的4个团体；国家质量创新

奖授予了联合铁钢（Unionsteel）等7家企业。

本届大会还表彰了以现场各种改善带动企业及国家

经济发展的质量圈和质量名匠。293个质量小组分别获

得金、银、铜奖（其中金奖99个、银奖95个），26名国

1.团体表彰部分

序号 勋级 分类 组织名称

1

总统表彰

国家质量

大奖

制造(中坚) 大韩方略

2 公共 韩国中部发电

3
国家质量

经营奖

制造(大) 三星电子生活家电事业部

4 制造(中坚) 耐克森轮胎

5 制造(中坚) 庆昌产业

6 公共 韩国水资源公社

7

国家质量

创新奖

设备创新 联合铁钢（Unionsteel）
8 六西格玛创新 陆军综合整备工厂

9 绿色经营 首尔特别市城市铁道公社

10 品牌创造 布来亚克

11 质量竞争力创新 韩国OSG
12 可持续经营 DGB金融集团

13 服务创新 HANSUNG汽车

14 国务总理表彰 服务质量优秀奖 水原市设施管理工业园

15
长官表彰 服务质量优秀奖

韩电产业开发(KEPID)
16 江东区城市管理工业园

17 TAEHA机械

2.个人表彰部分

共72名：勋章（6）、奖章（3）、总统表彰（10）、国务总理表彰（14）和长官表彰（39）

序号 勋级 所属组织 职位 姓名 企业性质

1 金塔产业勋章 和平油封工业 会长 金钟硕 中坚企业

2
银塔产业勋章

Chemtronics 会长 金宝钧 中坚企业

3 韩国轮胎(株) 专务理事 宋权浩 大企业

4 铜塔产业勋章 马斯特汽车管理 董事长 张基峰 中小企业

5 铁塔产业勋章 乐天饭店 乐天世界 董事长 李东宇 大企业

6 石塔产业勋章 韩电核能燃料(KFN) 生产本部长 朴哲柱 公共

7
产业奖章

GYG 电梯 董事长 李金基 中小企业

8 Shinwoo产业 董事长 崔相权 中小企业

9 麦克罗滤芯公司 董事长 郑辉哲 中小企业

10

总统表彰

京乡产业 董事长 宋敬贤 中小企业

11 woodmetal 董事长 金春秀 中小企业

12 仁川大学 教授 郑永培 有关

13 现代制铁(株)唐津钢铁厂 技监 孙日万 大企业

14 丰山安康工厂 组长 文宰植 中坚企业

15 LS产电(株) 组长 具京汇 大企业

16 韩国电力公社 处长 权泰俊 公共

17 韩国标准协会 本部长 权基秀 有关

18 三养 genex 常务理事 朴胜邱 中坚企业

19 信用保证基金 部长 申黄云 公共

20
国务总理表彰

Paseco 董事长 柳日翰 中小企业

21 韩一理化 厂长 崔龙浩 中坚企业

22 大韩制钢 专务理事 朴钟安 中坚企业

23

国务总理表彰

碧山 生产本部长 李宗旭 中坚企业

24 Soulbrain 理事 尹硕焕 中坚企业

25 BR 韩国 常务理事 金熙元 中坚企业

26 江原道立大学 助理教授 扁勇国 有关

27 韩国标准协会 地区本部长 李瀚日 有关

28 三养 Milmax 组长 李永洙 中坚企业

29 三星生命保险 部长 梁炳浩 大企业

30 现代Plus 总经理 李允姬 中小企业

31 GABO 部长 梁俊模 中小企业

32 LS Mtron 组长 尹永硕 大企业

33 SHIN-ETSU’S 科长 吕元贤 中小企业

34
长官表彰

现代重工业 机长 李有范 大企业

35 (株)LG化学梧仓工厂 科长 南龙佑 大企业

36 JinWoo Plus 代表 李恒硕 中小企业

序号 勋级 所属组织 职位 姓名 企业性质

37

长官表彰

优尼路克斯 总经理 卿宰贤 中小企业

38 韩国质量财团 前评审员 朴彩媛 有关

39 陆军综合整备工厂 零件车间主任 周浩 公共

40 韩国博世 机长 朴震济 中坚企业

41 三星电子无线事业部 科长 韩明勋 大企业

42 金津 科长 全佑奎 中小企业

43 科隆工业 班长 金大卿 大企业

44 SK海力士 机长 禹中范 大企业

45 林内韩国 次长 韩宰勋 中坚企业

46 振兴建设 总经理 具成哲 中小企业

47 Cosmo AM&T CO., 科长 张泰熙 中小企业

48 LG化学清州工厂 股长 卢宰权 大企业

49 韩国标准协会 评审员 金钟浩 有关

50 新昌产业 总经理 金永浩 中小企业

51 韩国电力公社江南分公司 代理 黄善英 公共

52 恩格尔器械 组长 郑贤硕 中小企业

53 SBCR 评审员 何泰钟 有关

54 SK海力士 首席 崔恩光 大企业

55 kt cs 室长 张善美 大企业

56 首尔牛奶 部长 金宝京 中坚企业

57 空军第85精密标准装备工厂 院士 李湘宰 公共

58 韩电核能燃料(KFN) 次长 崔永善 公共

59 大林通商(株)金龟工厂 组长 赵元宇 中坚企业

60 poscomtech 部门经理 金智勋 大企业

61 和承R&A 室长 邹钟奎 中坚企业

62 韩国电力公社 代理 金真儿 公共

63 全北汽车技术院 中心主任 李敏奎 有关

64 蔚山广域市设施管理工业园 组长 徐志东 公共

65 韩电核能燃料(KFN) 前研究员 郑东源 公共

66 东宝 理事 朴示宇 中坚企业

67 东部制钢仁川厂 班长 李炳硕 大企业

68 三进LND 组长 金炳秀 中小企业

69 城北区城市管理工业园 主任 白广旭 公共

70 江东区城市管理工业园 职员 孙宝荣 公共

71 大禾产机 五级 刘焕硕 中坚企业

72 陆军第6303部队 八级 许正美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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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质量名匠脱颖而出，数量刷新了历史

纪录。颁奖仪式前，获得优秀质量圈金

奖的三星电子无线事业部START质量圈

发表了《自主性PRO小组学习活动展现

模范工厂》的现场质量改善优秀课题，

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

大会还为质量竞争力优秀企业进

行了颁奖。“2014质量竞争力优秀企

业”共评选出40家企业。荣誉殿堂由

KOMAX和韩国造币公社（komsco）两

家当选，他们都是十年蝉联质量竞争力

的优秀企业。另有38家企业获奖，如三

星电子无线事业部、韩国OSG、大林通

商(株)、韩国轮胎（hankooktire）等都

通过质量创新与打动消费者取得了质量

经营优异业绩。

国务总理郑烘原在贺词中表示：

“我们在40年前为实现‘质量强国梦’

开始举办国家质量经营大会。此后通过

KS制度和国家质量名匠、质量圈运营

等不断加强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现

在开始要将质量经营推向更高层次，使

它成为经济创新的基础。”他强调要通

过持续性的质量经营实现降低成本并提

高生产效率，不断创造新的就业。不仅

如此，政府要实现具有丰富的现场经验

及技术的员工得到应有的报酬，不遗余

力地打造能力中心型社会。同时，他嘱

托各企业要对质量创新感到骄傲，努力

致力于生产最好的产品、打造最好的企

业。

国家质量经营大会的主办方韩国标

准协会指出，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质

量在世界市场中的核心价值突显。在这

样的环境中，韩国企业要发挥质量领导

力打造世界一流质量，并期待国家质量

经营大会在韩国质量模式转型中发挥主

导作用。

译自韩刊《质量经营》12/2014，P6

译者 严楠

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致贺词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次长李冠燮为获国家质量创新奖的布来亚克

（Blackyak）挂奖旗吊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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