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
关于举办“走进名企，学习创新质量管理模式”
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发〔2017〕
24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工业质量品
牌建设工作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8〕83 号）以及《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
全面质量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引导学习实践先进
的质量管理方法和质量工程技术，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推广卓越
绩效、六西格玛、精益生产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的学习，加强对
中国质量奖、省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先进质量管理技术方法和经
验文化的提炼、应用、推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企业
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现推出“名企互学
共进计划”，组织名优企业相互交流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共同推
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期课程由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和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共同举办，主题为“走进名企，学习
创新质量管理模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安排
（一）培训时间
2019 年 7 月 3-5 日（三天)，其中 7 月 3 日和 5 日安排课程
培训，7 月 4 日安排参观考察广汽丰田南沙生产基地和珠海汤臣
倍健全球自动化“透明工厂”。
（二）培训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 110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
究所赛宝认证中心
（三）培训对象：企业主管质量或生产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四）培训费用：5800 元（含：讲课费、教材费、午餐费、
证书费、参观学习费、税费），参加培训的差旅费、晚餐费、住
宿费由学员自理（住宿可代为预定）。
优惠说明：2 人以上同时报名享受 9 折优惠，3 人以上同时
报名享受 8 折优惠
二、举办单位简介
1、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
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是在原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广
东省名牌产品评价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专门从事质量品牌研究
的社会组织，依照法规规定承担广东省名牌评价、品牌价值评估、
品牌培育和评定等工作，推广先进企业管理体系，推动广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2、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国赛宝实验室），又名
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始建于 1955 年，是中
国最早从事可靠性研究的权威机构。实验室具有多项认证、检测
资质和授权，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合作互认关系，可在世界范围内
开展认证、检测业务，代表中国进行国际技术交流、标准和法规
的制订。同时，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直属单位，为部的行业管
理和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支撑。
三、培训内容
紧扣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全面质量管理能力。
通过培训及名企参观交流等形式，帮助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标先进、
寻找差距、发现机遇，努力从战略层面提升其管理创新能力、拓

展企业发展创新思维、提升智能制造的水平，最终实现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培训主题包括：
（一）推行卓越绩效模式，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二）新常态环境下中小企业战略质量管理转型与规划；
（三）广汽丰田智能制造、质量创新管理经验现场学习交流；
（四）汤臣倍健质量、创新和智能制造、管理经验现场学习
交流；
（五）基于 TRIZ 的创新性问题解决的理论与实务：打造出
色的创新能力；
（六）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技能提升，打造出色的管理协调能
力。
四、培训日程表
日期

时间

主

08:30签到
09:00

题

主持人
全体

黄晓辉 先生
广东省政府质量奖 评审专家
推行卓越绩效模 深圳市市长质量奖 评审员
09:00式，推动企业高质 广州市市长质量奖 评审员
12:00
量创新发展
珠海市市长质量奖 主任评审员
佛山市市长质量奖 评审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 评审专家
7月3日 12:00午餐
全体
14:00
刘伟明 先生
工业和信息化部五所 TSQ 诊断专家
QMS/EMS/OHSM 审核员、见证审核员
新常态环境下中
14:00QC080000 国际评审员
小企业战略质量
17:30
SAI 注册 SA8000 审核员
管理转型与规划
ISO9000/ISO14000 国审核员培训教师
英国皇家物流与运输协会物高层级流
管理师 ILT3

地点
赛宝认
证中心

赛宝认
证中心

赛宝人
家饭店

赛宝认
证中心

酒店大堂集中出
08:00发前往广汽丰田
09:00
汽车有限公司
参观广汽丰田汽
车有限公司，汽车
09:00- 组装生产线现场
12:00 参观并交流：智能
制造、质量创新管
理经验等
12:00午餐
7月4日 14:00
参观考察珠海汤
臣倍健全球自动
化透明工厂，汤臣
13:30- 倍健高层专题讲
16:30 座和经验交流：主
要涉及质量、创新
和智能制造、管理
经验等
16:30珠海返广州
18:30
基于 TRIZ 的创新
09:00- 性问题解决的理
12:00 论与实务：打造出
色的创新能力
12:00午餐
14:00
7月5日

全体

赛宝认
证中心

广汽丰田专家

南沙丰
田汽车
城（广
州南沙
区）

全体

珠海金
湾区

汤臣倍健高层

珠海汤
臣倍健
透明工
厂（珠
海金湾
区）

全体

赛宝认
证中心

郑煜酋 先生
工业和信息化部五所 TSQ 诊断专家
美国 SBTI 六西格玛黑带大师
美国质量协会中国 ITEA 法官

赛宝认
证中心

全体

赛宝人
家饭店

袁仕杰 先生
职业经理人的管 20 多年跨国公司高层实务管理经验，卓
14:00- 理技能提升，打造 越领导力资深培训讲师，美国 WILSON 赛 宝 认
17:30 出色的管理协调 LEARNING,FORUM,AMA,WholeBrain,
证中心
能力
APT,DUPONT,ICCT 及英国 SIA ,deBono
等咨询公司，共计 35 门课程认证讲师

五、培训发证
培训结束后即可获得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和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联合颁发的培训证书。

六、报名方式
请有意参加培训的学员在 6 月 26 日前将填写好的
《培训报名
表》
word 电子版和加盖公章后的扫描版发送到 gdeqb88@163.com，
gdeqb88@163.com
并与会务组联系确认 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培训费用的请在 6 月
并与会务组联系确认。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培训费用的请在
28 日前将培训费转账至以下银行账户（转账时请备注培训费用
转账时请备注培训费用）：
开户单位：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
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天河支行
中信银行广州天河支行
账
号：8110901012300615041
8110901012300615041
联 系 人：谢少玲
谢少玲，020-38835501，13925069006
13925069006
QQ：2942506995
曾志鹏
曾志鹏，020-38835398，QQ：1141230554
141230554

附件：1、培训报名表
培训报名表
2、培训课程及
培训课程及参观企业简介

广东卓越质量品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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