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0 年度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 

精益管理优秀项目获奖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1 提升细支烟生产线柔性生产效率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2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钢结构精益制造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全员推行精益管理，打造“优质、高效、低成
本”现代化轧钢企业 

攀钢集团攀枝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 成品库托盘组供应流程优化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 

5 
基于精益理念的“三段论十步法“生产模式构
建与实践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6 复烤备料环节精益化控制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7 汽车煤接卸验收流程优化 华电国际邹县发电厂 

8 基于价值流分析 M 产品产能提升改善 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9 WH16、170 总装生产效率提升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中速机厂 

10 基于价值流分析提升机体线加工效率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中速机厂 

11 家电遥控器一站式全流程精益制造项目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2 提高超声波探伤产能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13 提高 5 吨制丝掺配段合格率精益改善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14 洁净空调系统优化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基于精益制造及信息化平台搭建的研究与应用 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16 工业工程设计在制造企业精益管理中的应用 第一拖拉机股份公司中小拖公司 

17 降低 M 客户 BW 模组 HPU 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18 提高 WP9HWP10H 机体线综合效率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号工厂 

19 手工保管抵质押物数据核对流程优化项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0 DCT270 变速器装配过程 FTT 提高项目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1 面向地面防隔热试验的试验件流转周期精益改善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22 提高预装线生产线平衡率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二号工厂 

23 
关于圆柜空调自动化检测及检测方式优化研究
与应用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24 U 型生产线数字化管理促产品质量提升 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DCT270 变速器 JPH 提升项目报告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6 日清日高，提升敏捷、高效的质量保证能力课题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27 实现华为手机产品包装段快速换线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提高机体线生产平衡率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滨海铸造厂 

29 构建空调核心物料入厂全检平台的精益改善项目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30 铁壳电机定子嵌线工艺精益研究项目 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31 提升预算资源配置效率精益实践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供电局 

32 提升商业 POS 设备维修效率精益项目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33 硬盘零部件（铝基片）加工 UPPH 提升 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有限公司 

34 债券资料更新流程优化项目 广发银行运营及流程管理部自营资金处 

35 提高 1#方拉矫机辊缝合格率 攀钢钒提钒炼钢厂 

36 非线性电阻片（MOV）工序质量提升 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 

37 进气消音器生产过程优化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38 业务审批流程优化项目 广发银行郑州分行 

39 提高卷烟工业企业组合空调设备综合效率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 

40 公司大额存单业务全流程优化项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公司银行部 

41 消除“网格”职能重复，提高资源共享效率 安徽省烟草公司合肥市公司 

42 改善软件项目运维收益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 
基于 PFMEA 方法研究及其在电压互感器产线
建设的应用实践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44 
基于建设一种直流电机智能制造精益管理生产
模式 

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45 提高制丝车间叶线生产效率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卷烟厂 

46 降低制造中心辅料单件成本 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47 T1 中转通程联运精益化项目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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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缩短新建变电站运行专业验收时间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供电局 

49 银企对账流程优化项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50 烟机零配件库存管理模式研究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51 生产检验图纸集成化工具应用项目 
河北亚大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十堰
分公司 

52 降低 IVY SP 理论 HPU 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53 缩短总装线生产节拍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号工厂 

54 
空调器生产过程自动化精益质量保证方法的研
究与应用 

格力电器（石家庄）有限公司 

55 降低 LVM PBA 段理论 HPU 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56 提升主线设备 OEE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57 提高绵阳卷烟厂辅料保障水平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卷烟厂 

58 总装工程质量零缺陷活动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59 提高码头开普船卸量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60 浦发银行基于精益价值流的RPA机器人自动化应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清算作业部 

61 提升综合管控平台信息使用的时效性 安徽省烟草公司阜阳市公司 

62 
基于 JIT 精益理论的叶丝线物料智能运行系统
的研制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卷烟厂 

63 加强流程精细化管理提升航天产品生产效率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64 基于精益理念的卷烟零售终端建设探索 北京市大兴烟草专卖局（公司） 

65 缩短 835E 设备生产周期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降低脑出血引流管感染率 广东省中医院 

67 提高中重度癌痛患者入院 72 小时疼痛缓解率 广东省中医院 

68 零售业务综合服务-双卡联动精益改善项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69 缩短智慧中药房高峰期饮片侯药时间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 

70 缩短发动机支架的生产周期 航空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1 某系列型机外翼部件产能提升 
航空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72 蒸汽生产的全流程精益改善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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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出口烟柔性化换号模式的构建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74 REPS 产品线产能提升 耐世特汽车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75 提升硬盘零部件(铝基片)加工 UPPH 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76 
铝合金平板类零件“提质量、增效率”精益生
产实践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7 提升飞机襟翼隔板类零件制造质与速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 提高会诊及时率 浙江省台州医院 

79 lCIA 在家电生产提效中的应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0 壳体柔性线精益生产研究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81 缩短五大壳体的交付周期 
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技
有限公司 

82 
TPM 精益工具在北京卷烟厂制丝车间的应用
与推广 

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有限公司 

83 利用 SMED 缩短梗线不同牌号叶组切换时间 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有限公司 

84 提高 GDX2 包装机组主机部位保养效率 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有限公司 

85 运用精益工具提升 15#卷包机组生产保障能力 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有限公司 

86 基于精益管理的制丝生产物料消耗管控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卷烟厂 

87 冲精涂连线畅流突破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88 空调行业管氦与总装精益生产模式研究与应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9 降低 I 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广东省中医院 

90 降低妇科术后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染发生率 广东省中医院 

91 英宇航 A320 机翼翼盒产能提升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 飞机机翼壁板精益单元建设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3 基于数据的精细化生产管控模式的建立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4 肋类零件单元管理模式精益化转型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5 打造“工具超市”实现工具高质量主动保障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6 提升中型结构件类零件准时交付率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7 某型机外翼精益生产单元建设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 某型机对接架外单元精益单元建设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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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某型机中机身装配精益单元建设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缩短 K6 涡喷发动机修理周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八工厂 

101 总装车间 K6 系列产品修理周期缩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八工厂 

102 基于精益管理的“一岗多能”人才培养体系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103 基于精益管理的能源供用流程优化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104 基于精益管理的生产科收料流程改进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105 提升异性包装柔性化生产效率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106 烟叶工业分级精益改善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
卷烟厂 

107 价值流在 B2B 电商企业的应用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108 精益医疗之手术流程管理 浙江省台州医院 

109 提高术中快速病理诊断报告及时率 浙江省台州医院 

110 缩短门诊患者预约后平均等待时间 浙江省台州医院 

111 提高食堂满意度 上药东英（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112 减少卷包车间复工时间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卷烟厂 

113 建立设备现场自主深度维修平台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卷烟厂 

114 降低叶片预处理工段换批耗时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卷烟厂 

115 提升动力能源精准供给水平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卷烟厂 

116 基于价值流分析的总装圆柜生产线改善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 

117 航空卡快速发卡精益改善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118 提高某异形结构件批生产效率 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