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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文件 

中石化联质发（2021）187 号 

 

 

关于召开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4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四十次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质量管理小组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石油和化工行业协会，有关专业协会，大型集

团公司,联合会会员及有关企业： 

今年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40 周年（1981 年

-2021 年）。为回顾历史，不忘初心，进一步推动石油和化工行业群众

性质量管理活动深入开展，引导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加快提升产

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推动石油和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经

研究，我会定于 2021 年 9 月 7 日-8 日采用网络视频直播形式召开全

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40 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四十次全

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代表大会，具体工作由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质量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及安排 

1、总结、交流 40 年来石油和化工行业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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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经验，研究部署深化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工作任务和措施。 

2、举办 2021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线上发表

会，交流、分享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典型经验和优秀成果。 

3、举办 2021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建设成果线上发

表会，交流、分享质量信得过班组建设活动典型经验和优秀成果。 

二、会议时间及形式 

会议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8 日（两天，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00） 

会议形式：网络视频直播 

三、有关要求和事宜 

1、请参加大会成果发表的小组/班组（名单见附件 1），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前将大会成果发表用视频（相关要求见附件 2）、大会发

表用成果 PPT、小组/班组成果报告书（Word 格式）等电子版打包（文

件包名称：企业名称+小组/班组名称），以QQ（QQ号:1784395026，添加为

好友）在线传输报送至质量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2、请 2021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和质量信得过班

组建设活动成果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见附件 3)，提前安排好时间参

加大会成果发表评审和点评等工作（有关分工和要求另行通知）。 

3、成果发表时将同期组织进行“我最喜爱的小组发表成果”和“我

最喜爱的班组发表成果”大众网络投票活动，投票结果作为小组成果

和班组成果发表成绩的输入之一，请有关单位组织员工踊跃参与投票。

网络投票方式及要求将在会议直播时实时公布。 

4、本次大会提供免费在线直播，请有关单位积极组织观看，并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将观看结果（包括观看形式、观看人数、取得效

果及改进建议等）发至 qccpcif@126.com，以配合作好今年石油和化

工行业“质量月”活动相关统计工作。 

5、请关注微信公众号：cpcif-quality 和质量工作委员会官方网

站（网址：http://quality.cpcif.org.cn/），及时了解本次大会最新

动态。会议合作、展示及相关事宜等，请与会议联系人联系、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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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质量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会议联系人：丁士育 邢素霞 

手机：13810458697  13683002591 

电话：010-84885418、84885009 

E-mail:qccpcif@126.com   微信公众号：cpcif-quality 

 

附件：1、大会成果发表小组和班组名单； 

2、小组/班组成果发表视频录制要求及有关事项说明； 

3、2021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和质量信得过班

组建设活动成果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21 年 8 月 6日 

 

 

 

 

 

 

 

 

 

 

 

 

主题词：石油和化工  质量  会议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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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会成果发表小组和班组名单 
小组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小组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1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摩尔 QC 小组 提高质检中心样品检测结果的准确率 问题解决型 

2 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运行 D值 QC 小组 提高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效率 问题解决型 

3 西安长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质增效 QC 小组 缩短交联剂单釜生产耗时 问题解决型 

4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横山魏墙煤业有限公司 澎湃 QC 小组 降低锅炉水冷壁管破损频次 问题解决型 

5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向日葵 QC 小组 降低中压水泵停机维修时间 问题解决型 

6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晋宁磷矿 千淘万滤 QC 小组 降低擦洗装置新水单耗 问题解决型 

7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胜利发电厂 动力无限 QC 小组 降低首站除氧器液位保护误动次数 问题解决型 

8 国能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希望腾飞 QC 小组 降低吨 MTO 级甲醇动力蒸汽单耗 问题解决型 

9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质攻关 QC 小组 提高中水回用反渗透产水量 问题解决型 

10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筑梦能化 QC 小组 缩短在线分析滞后时间 问题解决型 

11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五水先锋号 QC 小组 提高五水偏硅酸钠一级品合格率 问题解决型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勘探

开发公司南疆利民油气运行中心 
福气惠民 QC 小组 减少调压撬故障次数 问题解决型 

1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机动设备安装公司安装班 QC 小组 研制全内衬热油泵泵头更换工装 创新型 

14 胜利国电（东营）热电有限公司 烽火 QC 小组 研制脱硫塔消泡剂自动添加装置 创新型 

15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永坪炼油厂 动力车间空分 QC 小组 提高膨胀机制冷量 问题解决型 

16 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 创意 QC 小组 研制液体无水氨取样设备 创新型 

1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集输总厂 花官输油站节能 QC 小组 降低原油输送用电单耗 问题解决型 

18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井中点子王 QC 小组 缩短仪器地面控制单元联机时间 问题解决型 

19 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仪电专业 QC 小组 降低涡轮计量系统故障率 问题解决型 

20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HZ25-8 平台动力技术创新工作 QC 小组 降低主机两侧排温偏差大故障率 问题解决型 

21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欢乐 QC 小组 降低乙炔发生器排氮阀故障次数 问题解决型 

22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前进 QC 小组 降低气浮收油人工时 问题解决型 

2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乙烯厂聚烯烃一联合车间飞翔 QC 小组 提高 PPR 管材 T4401 弯曲模量的过程能力指数 问题解决型 

24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 QC 小组 提高超高温高压厚壁蒸汽管线焊接一次合格率 问题解决型 

25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 创新 QC 小组 减少气化炉烘炉燃料气用量 问题解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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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班组名称 成果名称 

1 新疆天智辰业化工有限公司 炉气净化分厂运行一班 降本增效促生产，精益求精搞创新 

2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安石油化工厂 联合四车间技术组 围绕提质增效 强化精益管控 助推疫情防控下环保装置高质量发展 

3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榆林炼油厂 化验中心成品班组 精益管理细作风 以质为本促提升 

4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生控四班 以质量求生存 以信誉求发展 

5 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渤海作业中心 储运班 高效运作卓越管理，创优质油品储运服务 

6 西安长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咸阳石化公司质检化验班 强化服务意识 提高产品质量 加强班组建设 争创一流团队 

7 青岛海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染料二厂分散合成班组 染料产品质量合格率大于 99.0% 

8 新疆圣雄氯碱有限公司 质量检测中心成品班组 全面提升岗位技能，合理优化人员配置 

9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渤西区域项目组建造班组 秉持匠心创优质服务，凝心聚力建卓越班组 

10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昆阳磷矿 产品加工运输中心装机班 重质量、抓细节创质量信得过班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全密度聚乙烯车间化工五班 提技能 克难题 争创一流业绩 

12 陕西延长石油油田化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班组 安全生产 

13 天业集团能源管理公司 天伟电厂发电部运行四班 精益求精，为企业再省一分钱 

14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气化分厂生产二班 学杨树精神 创质量班组 

15 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烧碱装置二班 精益生产、稳保安全，以质为本、卓越运营 

16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数据分析室 精益求精，顾客至上——打造一支学习型、创新型的一流数据分析班组 

17 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珠管横琴班组 精细管理抓举措 夯实基础创优质——打造管输企业一流班组 

18 天能化工有限公司 智能化部氯碱片区班组 匠心筑梦 精益求精 创新争先 追求卓越 

19 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平度分公司 小苏打厂化工乙班 追求卓越、超越自我 

2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设备检修公司乙烯钳工车间维护七区 以 PDCA 循环，打造质量信得过班组 

21 河南延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计量化验班 精细管理，创新保质——打造质量信得过金牌班组 

2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合成洗涤剂厂 乙氧基化分析站 筑质量堤坝 创品牌班组 

23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胜利发电厂 热工部程控保护班 凝心聚力，追求卓越，打造品牌质量 

2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集输总厂 产品质量监控班 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发展，共建一流质量班组 

2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洗涤剂化工厂 磺化工艺二班 着眼发展以学风带作风、规范化管理提升班组执行力 

26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管理中心环保分析组 共创质量品牌 共享质量成果 

27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志丹采油厂 采油工艺组 精细优化齐攻关，节能降耗促生产 

28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分公司合成车间维修班组  “带技”而动，勇攀高峰 

29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盐田管理部生产工艺班组 精准调控保证盐田光卤石产量最大化及品质最优化 

30 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制造中心质检二班 百竿尽头，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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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小组/班组成果发表视频录制要求及有关事项说明 
 

一、录制格式 

    发表视频录制采用 MP4 格式。 

二、录制方式 

采用摄像机或手机（可利用三脚架或稳定器等辅助器材），模拟小组/

班组成果发表会现场形式，录制发表视频。 

三、录制要求 

（一）发表视频录制选择安静的室内，尽量避免临街嘈杂环境； 

（二）发表视频应体现成果 PPT 内容及发表人上半身影像； 

（三）发表视频时长控制在 12 分钟以内，超时扣分； 

（四）发表视频画面及声音清晰，播放顺畅； 

（五）发表视频名称按照“企业名称+小组/班组名称”格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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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和质量信得过班组建设活动成果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单位名称 姓  名 备注 单位名称 姓  名 备注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朱广林  新疆油田实验检测研究院 刘燕玲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许  峰  新疆油田采油一厂 周  萍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李亚湖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 聂新玲  

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石海源  华北油田销售事业部 韩  敬  

中国国电霍州发电厂 李国光  西安长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高美芝  

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 杨晓军  西安长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  玥 见习 

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 顾风琴  渤海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肖都琴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石化厂 苗  楠  中国石油东方地球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彭志方  

中石油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沈  英  胜利油田油气集输总厂 陈丽君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 马  琳  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 张建宏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 闫红霞 见习 胜利油田华胜电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蔡  飞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设备检修公司 韩  恩 见习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 陈  颖 见习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设备检修公司 刘  煜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张柏青  

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 唐宝华  中海浙江宁波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杨伟红  

大庆油田 李俊玲  中海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王  钊 见习 

大庆油田第五采油厂 何  莉  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杨宇林  

大庆油田试油试采分公司 梁淑平  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计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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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姓  名 备注 单位名称 姓  名 备注 

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 刘巧梅  中山嘉明电力有限公司 赵  辉 见习 

大港油田 李金平  洛阳市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 杜  涛 见习 

新疆油田实验检测研究院 李  琰  洛阳市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 王  丕 见习 

新疆油田准东采油厂 施  凤  国家能源集团化工产业管理部 张忠翼  

新疆油田油气储运分公司 甘  琼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卜俊丽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翟仲勋 见习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金林荣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燕海银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李志宏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肖学梅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 黄顺诣 见习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永坪炼油厂 闫  军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何  红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油气勘探公司 宋尕宁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马小喻  

河南延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赵文强 见习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严  红  

河南延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侯胜利 见习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张清亮 见习 

河南延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罗  杰 见习 青岛海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罗  芳 见习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钟世丽  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 姜  杰 见习 

新疆圣雄氯碱有限公司 郭占明  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 杨东升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罗莲英  山东海科化工有限公司 聂广彬 见习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张  璐 见习 海科石化事业部运营部 周仕强 见习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杨开通 见习 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翟英花 见习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希省  山东柏森化工技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陆胜兰 见习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指挥 见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