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合肥市 2019 年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三等技术成果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QC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1 
安徽金星预应力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弹力十足”小组 降低弹条万元产值能耗 

2 合肥长虹实业有限公司 机芯直通车 降低电源板焊接不良故障率 

3 合肥志邦家居有限公司 尖刀 QC 小组 研制厨柜拉手自动倒角装置 

4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忧而优小组 提高成型车间湿度达标率 

5 合肥永升机械有限公司 “MAX-梦想”  312 斗杆铆焊生产线一次合格率提升 

6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清爽一夏小组 
降低某车型售后散热器总成泄露问

题 R/1000 

7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

司 
点石成金 QC 小组 提高 NMP 产品中的 pH 值 

8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分公

司 

“极致探索”QC 攻

关小组 
降低 2 号线道岔电缆铜锈发生率 

9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求实 QC 小组 降低 18-22-5 复肥结块率 

10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能源 降低 A9 客车内饰外观不良率 

11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雷暴 QC 小组 降低 PVB 生产中丁醛单耗 

12 
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巢湖市

供电公司 
鹏程 QC 小组 

提高 SCADA 系统营配调贯通数据准

确率 

13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扩散复合膜 QC 小组 提高 CP1020 型扩散复合膜的合格率 

14 合肥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利剑 QC 小组 
降低 C49-D23 双管压缩机换分不启

动下线率 

15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扬帆起航 提高混炼胶合格率 

16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

限公司 
攀登 QC 小组 减少水溶肥生产过程废水排量 

17 
安徽合电正泰电气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合电正泰 QC 小组 

研制高压开关柜局部放电在线监测

仪 

18 安徽天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 QC 小组 降低 PA70 黏度 

19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奋进圈 QC 小组 减少异物杂质发生量 

20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

司 
匠心独运 QC 小组 降低逆变直流焊机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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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QC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21 合肥万博电气有限公司 奇点小组 降低自制件 U 型螺母报废率 

22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笃行侠 QC 小组 
消除某车型手套箱左右间隙不均的

问题 

23 安徽博微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QC 小组 提高 Tbox 自动化产线产品直通率 

24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天眼”QC 小组 降低 AMUT 挤板线板材不良率 

25 
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巢湖市

供电公司 
刘班长 QC 小组 提高砼杆接地装置分离成功率 

26 中外合资合肥第二发电厂 

合肥第二发电厂发

电部集控三值 QC 小

组 

降低#1 炉排烟温度 

27 合肥长虹实业有限公司 众人行 QC 小组 提高 198W 电源板直通率 

28 合肥万博电气有限公司 初心 QC 小组 降低 M4*6 螺钉连接不良率  

29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精益求精 降低辅材单胎损耗 

30 
安徽金星预应力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亮点”小组 提高夹片数控人均月度产量 

31 合肥凯邦电机有限公司 磐石 QC 小组 
降低塑封电机 FN35A-PG 绕接定子性

能不良率 

32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海东青 QC 小组 
解决某车型售后空调控制面板显示

屏显示缺失问题 

33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攻坚克难 QC 小组 
降低某车型总装车间 C30 工位生产

节拍 

34 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 微闯新小组 
提高某型号一体成型电感抗跌落次

数 

35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零缺陷”QC 小组 

降低超低温冷冻存储箱跳机问题不

合格率 

36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超越 QC 小组 提高机加工一检批次合格率 

37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分公

司 

“工匠”QC 攻关小

组 

降低轨道交通 2 号线电客车刮雨器

烧损故障率 

38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护卫队小组 降低 EVA 表皮气味性 

39 合肥凯邦电机有限公司 新面貌 QC 小组 提高机嵌绕线首检表单制表合格率 

40 
马钢（合肥）板材有限责任

公司 

水处理作业区 QC 小

组 
降低污泥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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