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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  

文件  
清 远 市 总 工 会  
共青团清远市委员会  
清 远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清远市科学技术协会  

清质协联字〔2019〕1 号 

 
 

关于 2018 年度全市优秀 QC 成果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引导我市企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严格按照程序开展活动

和做好我市推荐省优 QC小组工作，总结、交流和表彰一年来我

市群众性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取得的成果，弘扬“工匠精神”，

创新推进方式，拓展活动区域，提升成果质量，促进全市质量管

理小组活动持续健康发展，请有关企、事业单位认真做好 2018

年度优秀 QC 小组成果的申报工作，具体申报事项及要求如下： 

一、报送时间： 

2019 年 4月 12日前报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秘书处。 

二、报送材料要求 

1、材料必须是近年的 QC成果（未发表过的），成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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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言简意赅，突出问题的分析和实施，尽量使用图表和数

据来说明； 

2、QC成果报送材料清单： 

（1）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成果报告单（附件 1）； 

（2）现场评审表（附件 2）； 

（3）成果材料（封面样本附件 3）； 

（4）2018 年度 QC 小组活动统计表（附件 4）； 

（5）清远市 QC小组活动诊断师登记表（附件 5）。 

上述材料（1）（2）（3）各一式叁份，装订成册；材料（4）

（5）各壹份。 

三、组织评审 

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将对报送的成果材料组织评委进行材

料评审、现场评审和召开 QC 成果发表会。 

四、表彰与推荐 

1、被评审为清远市优秀 QC小组活动成果的小组，为当年

清远市优秀 QC小组，由市质协、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市科协五家联合颁发牌匾或证书； 

2、符合广东省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推荐条件的，择优推

荐上报广东省质量协会，参加省和国家的成果评审。 

五、其他 

1、全市 QC成果发表会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具体评选规则及相关表格可登陆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网

站（http://www.qyzlxh.com）的“协会公告”栏目下载。 

 

http://www.qyzl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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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 

地址：清远市新城凤翔大道 5号东方巴黎 1号楼 28层 7-11 

联系人：梁多、郑爱冰      联系电话：0763-3368186 

传真：0763-3631190       电子邮箱：qyzlglxh@126.com 

 

附件： 

1、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成果报告单（QC 小组填写） 

2、现场评审表（QC 小组填写） 

3、2018年度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成果材料（封面样本） 

4、2018年度 QC小组活动统计表(企业填写) 

5、清远市 QC小组活动诊断师登记表(企业填写) 

6、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活动评选办法说明 

 

 

 

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   清远市总工会   共青团清远市委员会 

 

 

 

清远市妇女联合会        清远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9 年 3月 11日 

mailto:qyzlglx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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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成果报告单 
评选单位：                                      编号： 

QC 小组名称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课题名称  

QC 小组简介：（小组类型：                小组人数：                ） 

主要活动过程与效果： 

单位意见（盖印）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单位填写、加意见并盖印（一式两份）；QC小组名称、单位名称一定要写全称； 

2、请报送到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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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清远市 QC 小组活动成果现场评审表 

企业名称：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类    别：                      

序号 评审项目 评  审  内  容 
评分 

标准 
得分 备注 

1 
QC小组 

的组织 

（1）要按有关规定进行小组登记和课题登记； 

7～15   （2）小组活动时，小组成员的出勤情况； 

（3）小组成员参与分担组内工作的情况。 

2 

活动情况 

与活动 

记录 

（1）活动过程按 QC小组活动程序进行； 

20～40   

（2）取得数据的各项原始记录能妥善保存； 

（3）活动记录完整、真实，并能反映活动的全过程； 

（4）每一阶段的活动能按计划实施完成； 

（5）活动记录的内容与成果报告一致。 

3 

活动成果

及成果的

维持巩固 

（1）对成果内容进行核实和确认，并已达到所制定的目标； 

15～30   

（2）取得的经济效益计算实事求是，已得到财务部门的认可； 

（3）改进的有效措施已纳入有关标准或制度； 

（4）现场已按新的标准或制度作业，并把成果巩固在较好的

水准上。 

4 
QC小组 

教育 

（1）QC 小组成员对 QC小组活动程序的了解情况； 
7～15   

（2）QC 小组成员对方法、工具的了解掌握情况。 

总体 

评价 

 

 

 

评委 

签名 

 

年     月    日 
总得分  

说明：1、本表由申报单位填写（一式 2 份）    
2、评委由市级以上诊断师和部门负责人担任，并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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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度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成果材料（//宋体四号加粗） 

 

 

 

 

 

 

//题目：宋体一号加粗居中 

XXXXXXXXXXXX 
 
 
 
 

可加企业图片或 LOGO 

 
 
 
 
 

 
单位名称：XXXXXX    //四号宋体加粗 

小组名称：XXXXXX 

类    型：XXXXXX 

申报时间：XXXXXX 
 



 

                                                                                       -7 

附件 4 

2018 年度 QC 小组活动统计表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统计项目 单位 数据 

参与 QC小组总人数 人  

班组总数 个  

具有中国质协 QC 小组活动诊断师资格 人  

具有广东省质协 QC小组活动诊断师资格 人  

本年度已登记注册 QC小组参加人员 个/人  

历年来已登记注册 QC小组累计数 个  

本年度检查活动的 QC小组数 个  

本年度已取得 QC 小组成果数 个  

本年度 QC 小组成员提合理化建议数 条  

本年度 QC 小组已取得的直接经济效益 万元  

本年度 QC 小组已成果率 

（已取得 QC小组成果总数÷QC小组登记

注册数×100%） 

百分数 

 

本年度 QC 小组普及率 

（参加 QC 小组人数÷职工总数）×100% 
百分数 

 

本年度 QC 小组建组率 

（本年度 QC 小组÷班组总数×100%） 
百分数 

 

 
说明：1、以上提供的数据必须具有真实性； 
      2、本年度是由上年 3 月 1 日至今年 2 月 28 日止； 
      3、请报到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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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清远市 QC 小组活动诊断师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服务部门 年龄 学历 职称（专业） 手机 
从事管理 
工作年限 

获得诊断师

资格级别 
获证时间 证书号 

曾参加过何种级别发表会

评审工作（填写最高级别） 
            

            

            

            

            

            

            

            

            

联系人：                        手机：                             联系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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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清远市 2018 年度优秀 QC 小组活动评选办法说明 

为了做好 2018 年度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推荐工作，现将 2018 年优秀质量管

理小组活动评选办法说明如下： 

一、市优秀 QC小组的产生原则，采取优中选优、高标准、严要求： 

1、市优秀 QC小组按《广东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评审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

成果材料经各企事业单位择优推荐，报送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下称：市质协），

由市质协组织评委审定后确认。 

2、由市质协、市总工会、团市委、市科协、市妇联主办的市优秀 QC小组评

审。材料评审后选取成绩排前的成果参加发表会发表（具体由市质协通知各参评

企业），经国家/省级 QC 诊断师对成果材料及发表分别打分。按小组最后得分排

名，产生一、二、三等奖。竞选推荐省优 QC 小组（候选）名单由主办单位审定

确认后上报省质协。 

二、市优秀 QC 小组、竞选办法和程序，按成果材料评审和成果发表评审标

准进行评价： 

    （1）材料评审和发表评审：由国家/省级 QC 诊断师进行评审打分，每份材

料不少于 5个评审员单独打分，平均分为该成果的材料评审得分。材料评审占总

成绩的 60%，发表评审占总成绩的 40%。材料评审成绩排前的 QC成果进入现场发

表会进行发表评审； 

    （2）发表评审：由不少于 5 个国家/省级 QC 诊断师，对成果进行现场发表

评审。成果发表完毕后，可作点评和提问并即时打分。 

    （3）对评审员所打的分数（成果材料评审与发表评审）采取去掉一个最高

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为该评审得分。总分计算方式：总分=材料评

审得分*60%+发表评审得分*40%； 

（4）发表先后顺序以抽签形式决定，如轮到发表而还没到场者，排在最后

发表，并扣发表总分 3分；迟到、早退者扣发表总分 1分（以每次计算）； 

（5）发表时间 15分钟，每超过 1分钟扣发表总分 1分； 

（6）发表会要求用 PPT演示，用普通话发表，鼓励采用多样化发表形式。 

三、会议纪律 

为促进我市 QC 小组活动的持久健康发展，在本次评审中，一是要求参与评

审工作的诊断师要遵守评审纪律，公正廉明，实事求是，接受监督；二是提倡

QC小组成员积极参与，相互学习，遵守纪律和有关规定，不得无故中途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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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及要求 

（一）、受表彰项目说明： 

表彰清远市优秀 QC 成果一、二、三等奖。获奖的 QC 成果小组为 2018 年度

清远市优秀 QC 小组，并由市质协、市总工会、团市委、市科协、市妇联联合颁

发证书。 

（二）、评审 

1、有关评审的条件、标准、方式按《广东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评审管理办

法》执行。 

2、有关评审（材料评审和现场交流发表评审）由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组织。 

（三）、需缴交的费用（含注册费、工本费） 

参加市优秀 QC 材料评选的单位，每个项目需缴交 300 元工本费，所交费用

主要用于评审和证书的制作，请各参选单位直接汇款至以下账号，或到清远市质

量管理协会递交资料时现场缴纳费用。 

收款单位：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清远凤翔支行 

账    号：44-6849 0104 0005 995 

汇款用途：QC工本费 

（四）其他事项： 

符合广东省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推荐条件的，按实际情况，择优推荐上报

省质协，参加省和国家的成果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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