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附件： 

“我与 QC 小组活动的美好故事”征文活动 

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单位 奖项 

1 弹指一瞬十年间 质量改进驻心田 郑向阳 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一等奖 

2 难忘的 QC 经历 褚仕恒  聂新玲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3 我和 QC 活动的二三事 王灿照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我的 QC 梦，我的 QC 路 龙梅 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5 携手 QC 初绽芳华 蔡荣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6 我与 QC 小组共成长 冯浩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7 “QC”助推工匠前行 陈平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8 潜心质量当先锋 筑梦气田绽芳华 折红艳 刘谷雨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油气勘探公司 

9 不忘初心  QC 伴我三十载 张轮亭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 持续开展系列课题攻关 QC 成果放大再升华 董洪生 胜利石油管理局钻井二公司（已退休） 

11 我与 QC 小组活动的“酸甜苦辣” 聂新玲  张凯旋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二等奖 

12 我与“QC”的不解之缘 刘树繁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13 同企业共同成长 赵伟伟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我和 QC 小组共成长 李奇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5 QC 路上，因为有你，才更美 银红艳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我与 QC 小组活动的美好故事 冯永波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我与 QC 小组初相识 赵丽信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碳氢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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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单位 奖项 

18 QC 小组活动伴我成长 王美琪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19 水滴石穿-我与 QC 共成长 魏静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我的“QC”心路历程 吴娜 宁夏煤业集团煤制油化工质检计量中心 

21 我与 QC 的恋爱史 刘喜业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我在心里种下了 QC 的种子 聂新玲  汪芳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23 我与 QC 共成长 徐立辉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 我与 QC 小组的美好故事 周余 中山嘉明电力有限公司 

25 QC 伴我成长 周仕强 东营市海科瑞林化工有限公司 

26 我与“QC 小组”的初次见面 白贝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27 机会、成长、我与 QC 小组的美好故事 慧燕燕 陕西延长管道运输第三分公司 

28 我与 QC 小组活动的美好故事 陈元海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 平凡工作写传奇  浪漫人生闪光芒 朱嘉翌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30 十年 QC 历程 我们执着前行 何密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31 我与 QC 结下了不解之缘 聂新玲  李彦召  李盼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三等奖 

32 我在 QC 小组活动中不断成长 王青  聂新玲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33 QC 活动中那些难忘的“第一次” 雷敬  聂新玲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34 我们的 QC 故事 朱泽锦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5 美好从一本书开始 许文辉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36 我和 QC 的故事 张英楠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 北极星小组 QC 活动感悟 邢松 山东柏森化工技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38 我与 QC 小组共成长 曲秋玲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39 不期而遇，QC 李子玉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40 我与 QC 小组活动的美好故事 姚淼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1 不期而遇，受益终生 康博韬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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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单位 奖项 

42 QC 活动初体验 孙彬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 我与战狼一班 QC 小组共成长 赵云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44 一次共同 QC 经历 一生共同夫妻成长 张华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45 我与 QC 小组活动的美好故事 朱文峰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6 我与 QC 小组共成长 司天然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 火凤凰 QC 小组成长故事 张绍芳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48 一个 QC 小组的成长，一群年轻人的耕耘 黄颖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探索“Q” 方少杰 中海浙江宁波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50 问题的导师——我与 QC 小组的成长故事 胡晓琴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51 乘风破浪，磨炼意志拼搏做 王艳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52 我的 QC 质量小组成长之路 杨汝胜 山东海科化工有限公司 

53 我与 QC 小组的美好故事 翟志强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4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杨膳源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油气勘探公司 

55 我与“QC 小组活动”的四载之缘 刘晓勇 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56 陪伴与成长 陈勃生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7 我们与 QC 共成长 段国涛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 采卤四车间 QC 小组纪实 李广彪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9 我和我的塑编 QC 小组 时玉山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0 其实你也可以 慕彩霞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61 QC 小组活动的个人成长体会 王祥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62 QC 小组活动与中国梦 丁友祥  杜广川  董方卉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 

63 锅炉稳定长周期运行 QC 感想 王学乐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 超越自我 杜冀新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 产品质量人人控，品质做优不是梦 程文才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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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单位 奖项 

66 我和 QC 那些事 杜玉龙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 我与 QC 小组共成长 董亮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8 与 QC 共成长 郭玉秀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9 “神鹰 QC 小组”成长记 王卓 中海浙江宁波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70 我与 QC 的第一次结缘 刘娟娟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71 难忘的“第一次” 叶淮平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72 我与 QC 小组的美好故事 司顺琴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3 我与 QC 小组活动的美好故事 周楚雄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4 理文 PTFE 的后来居上 张远寨 江西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75 感恩有你，QC 路上我们一起同行 肖海忠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76 QC 我们一直在路上 郭涛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77 改善操作环境，降低泵房氨味 吴宝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我与 QC 小组的美好故事 涂丽霞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9 坚守千里管线  守护能源动脉 聂新玲  余婷婷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80 我与 QC 小组的情结 王建平  聂新玲 塔里木油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