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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质量协会是由东莞市生产、检验、建筑、经贸、培训、服务业

等单位及质量管理工作者、检验工作者、培训师等自愿组织的专业性社团。

协会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坚持“以质

量为主题，以服务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努力开展质量管理、质量培训、

管理咨询、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的技术性及服务性等活动，本协会拥有大

量各行各业从事质量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和顾问，为会员及相关单位

办实事，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同时，质量协会作为沟通和协调的平台，

为广大会员架起联系政府部门的桥梁，促进全市质量管理、质量培训、管

理咨询、质量人才、质量控制和检测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东莞质量全面提

升服务。

东莞市质量协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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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网站、杂志、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传递国家和地方的质量信息；

●	东莞质量学院线上培训；

●	为会员提供最新的行业标准信息；

●	组织专家帮助会员做好技术基础工作和质量监督抽查后处理整改工作；

●	质量人员培训；

●	现代管理模式培育及管理咨询；

●	质量品牌培育；

●	开展质量评估活动，推广先进的管理模式，为会员提高质量水平和减少		

					单位成本服务，并提供质量奖等咨询服务；

●	组织质量考察、学术交流和质量技术研讨等活动；

●	会员单位优先获得协会提供的刊物资料、法律法规资料和质量技术资料；

●	在协会网站及杂志为会员发布广告信息；

●	协会会员享有协会战略合作伙伴及相互间提供的优惠折扣。

协
会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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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提升01
现代管理模式推广

企业首席质量官培训班

低成本现场管理培训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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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精细化管理培训班

高效管理沟通技能技巧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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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广东新盟食品有限公司

参观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参观东莞市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标杆企业参观学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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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C培育及成果发布C

开 展 QC 小 组 活 动、 举

办 QC 小组成果发表交流活动

是企业培养人才、发挥员工积

极性、提升质量、降低消耗的

有效手段，是企业改善与创新

的基本活动，是工匠精神的直

接体现。为了提高各企业开展

QC 小组活动的工作水平 , 促

进企业事业单位取得更好的成

绩、创造更大的利润，培养一

批懂组织、会开展 QC 小组活

动的骨干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QCC 创新和改善成果是

企业 QC 小组成员灵活运用正

确的管理工具、按科学的程序、

合乎逻辑的思维解决实际工作

问题的智慧结晶，是企业“工

匠精神”的劳动果实。为了更

好地推动企业员工掌握科学解

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造更佳的业绩，评选和推荐

优秀 QC 小组，协会每年举办

“东莞市 QCC 创新和改善成

果大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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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建设D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培训

糕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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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质量协会培训项目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培训天数

食品行业系列课程

1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 2天

2 食品检验员 1天

3 食品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解读 0.5 天

4 预包装食品标签相关的国家标准解读 0.5 天

5 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及审厂 0.5 天

6 食品生产企业有害生物防治管理 0.5 天

品牌建设

7 品牌培育和管理 2天

8 首席品牌官 2天

9 品牌管理师 2天

管理体系系列课程

10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 2天

11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 2天

12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 2天

13 IATF16949 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 2天

14 QC080000 电器有害物质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 2天

15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 2天

16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 2天

17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 2天

18 ISO9001、ISO14001 一体化内部审核员 2天

19 ISO9001、ISO14001、ISO45001 一体化内部审核员 3-4 天

卓越绩效管理系列课程

20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 1-2 天

21 质量奖及卓越绩效自评报告编写 1天

22 卓越绩效管理自评师 2天

23 质量奖及卓越绩效评审员 2天

24 质量奖评审方法与技巧 1天

管理人员系列课程

25 首席质量官 2天

26 首席人才官 2天

27 中高层领导的质量经营 1-2 天

28 中基层管理能力提升 1天

29 质量人才素质提升 1 天

30 杰出班组长之团队管理 2天

31 杰出班组长之现场管理 2天

32 杰出班组长之个人素质提升 2天

33 盈利团队执行力提升特训营 1天或 3天

34 干部执行能力提升特训营 1天或 3天

35 卓越管理者能力提升特训营 1天或 3天

36 班组建设与班组长高效管理 1天

37 制造业班组长精细化管理训练 1天

38 TTT 内部讲师培训与培训体系建设 2天

精益管理系列课程

39 精益生产运营管理 1天

40 精益质量管理 1天

41 精益管理与企业流程再造 1天

42 精益标杆企业落地训练 1天

企业培训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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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及现场管理

系列课程

43 企业质量战略定位与管理 1天

44 战略目标管理与执行 1天

45 供应商质量管理 1天

46 供应商审核及绩效评价 1天

47 采购成本控制与谈判技巧 1天

48 高效仓储管理与工厂物料配送 1天

49 产品研发的质量管理及工具方法 1天

50 工业工程 IE：效率改善的利器 1天

质量及现场管理

系列课程

51 现场管理及改善工具应用 1天

52 质量管理系统技能提升 1天

53 质量风险管理 1天

54 低成本现场管理 1天

55 质量经济性分析及成本管理 1天

56 顾客满意度测评与投诉处理 1天

57 根原因分析工具与方法 1天

58 改善提案基础培训 1天

59 企业质量文化与标准化建设 1天

企业利润倍增

系列课程

60 企业利润倍增之系统提升 2天

61 企业利润倍增之精益管理 2天

62 企业利润倍增之绩效管理 2天

QC 小组系列课程

63 QC 小组活动基础知识及准则 1天

64 QC 小组活动及工具方法 2天

65 QC 七大手法应用培训 1天

66 QC 小组活动及成果评价 1天

67 QC 小组骨干提高班 2天

目视管理类课程
68 卓越的现场管理：7S 运动推行实务 1天

69 目视管理法与现场改善实务 1天

质量管理 5大核心

工具系列课程

70 产品质量先期策划 APQP 1 天

71 潜在失效模式与后果分析 FMEA 1 天

72 统计过程控制管理 SPC 1 天

73 测量系统分析 MSA 1 天

74 生产件批准程序 PPAP 1 天

75 5 大工具综合培训 3天

通用管理系列课程

76 防差错技术与管理 1天

77 劳动关系管理与风险预防 1天

78 最新税收政策解读 0.5

79 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预防 0.5

80 卓越团队建设与管理 1天

81 点燃激情赢在执行力 1天

82 激励技术在管理中的运用 1天

83 高效沟通实战技能技巧 1天

84 与众不同的营销团队打造 1天

85 情绪与压力管理 1天

86 高效时间管理 1天

87 双赢谈判技巧 1天

88 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 1天

●备注	 	 	 	 	
1、具体课程时间及地点以培训通知为准。	 	
2、所有课程均可根据企业需要设计个性化课程开展企业内训活动。
3、所有课程报名额满即可开班。	
联系电话：0769-22668113	22668112	邮箱：dgzlxh@dgzl.org.cn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培训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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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
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国际产品认证 自愿性产品认证

认证类别 一般工业品自愿认证 特色自愿性产品认证

认证名称 中国强制性认证
Cb 认证、EAC 认证

及 ERP 等认证
赛宝标志认证

IECQ、电子产品可靠性

认证及电子电气产品

RoHS 等认证

认证范围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

备；音视频设备；

信息技术设备；电

信终端设备

按照相应认证体系、

相关国家法规指令

所规定的产品范围

电子设备、电动机及

仪器设备等产品

数据中心机房、车载电

子被动元器件及各类网

络摄像机等产品

（1）质量管理体系： GB/T19001-2016 idt ISO9001：2015 

（2）环境管理体系：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GB/T28001-2011 idt OHSAS18001:2007

         或 ISO45001:2018 

03 认证和培育服务

产品认证A

管理体系认证B

服务认证C
质量培育D

品牌培育E

认证培育F

（1）品牌星级认证

（2）商品经营服务星级认证

（3）售后服务星级认证

（4）批发业和零售业服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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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促进东莞市高质量发展，更方

便快捷地解决东莞市各企业和组织质量方面

专业职称的评定，东莞市质量协会成为东莞

市质量、计量、标准化专业职称申报点，提

供质量、计量、标准化专业职称评审材料初

审和送省评服务。 

工信部电子行业第十四职业技能鉴定

站，是由国家人社部批准，工信部电子通信

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在广东省设立的

职业技能权威鉴定机构，主要负责开展广东

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东莞市质量协会成为电子行业第十四职

业技能鉴定站二级站，由工信部电子行业第

十四职业技能鉴定站在东莞市设立的职业技

能鉴定站。

鉴定工种范围包括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8

类职业 36 个工种，分初、中、高三个等级。

这 8 类职业工种是：

电子产品制版工、印制电路制作工、液

晶显示器件制造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半

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计算机及

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

装接工、广电和通信设备调试工。

按照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东府办

〔2019〕32 号文：《东莞市“一镇一品”

产业人才培训实施方案》，参加技能素质提

升的个人享受培训补贴，并且享受入户东莞

的优惠政策。

质量、计量和标准职称申报点和
电子行业鉴定二级站04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行业鉴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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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服务05

实施用户满意工程，是中国

质量协会发起并联合国家有关部

门、行业协会共同推进的一项社

会性质量工程，其目的是引导企

业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和以用户满意为标准的质量理念，

不断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

以质量赢得市场，使企业建立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用户满意工程

实施以来，推动大批企业树立了

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战略和以用

户满意为标准的质量观，形成了

关注用户的社会氛围，有效地促

进了我国企业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的提升。

这项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政

府、协会是宣传者、组织者和推

动者。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多个政

府部门和协会联合推进，以形成

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对企业的推

动力。

为深化我国企业品牌培育工作，促进实现“三

个转变”，增强品牌竞争力。该活动目的在于交流展

示我国各行各业和广大企业员工在品牌培育、品牌

创建、品牌文化积淀和品牌走向世界等过程中的不

懈努力、深刻感受与具体收获，讲述在品牌创新实

践中的感人故事，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推广品牌

观念、品牌文化及品牌管理知识，提升全员品牌意识，

推进工业企业品牌创新发展、塑造中国工业企业质

量品牌国际形象，从而提高中国品牌的世界影响力。

用户满意工程A

C 公共安全及能力评估

C
管理优化及管理认证解决方案D

计量体系建设咨询E

知识产权服务F

品牌故事演讲比赛活动B

用户满意工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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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质量协会加大了对会员单位

的宣传和推广力度，目前已拥有属于自

己的宣传和推广媒介——东莞市质量协

会网站、东莞质量学院、东莞质量微信

和《东莞质量》刊物。

通过协会网站、《东莞质量》刊物、

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媒介，市质量协会积

极为会员单位传递国家和地方的质量信

息，同时为会员单位提供最新的行业标

准信息；市质量协会还在协会网站及《东

莞质量》刊物上发布会员单位最新动态

消息并进行品牌推介。

宣传平台06

由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管、东莞市质量协会主
办的《东莞质量》刊物

《东莞质量》栏目展示

东莞质量微
信公众号
东莞质量微
信公众号

东莞市质量协会官网



15

协会荣誉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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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贵单位加入东莞市质量协会。东莞市质量协会是经东莞市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团组

织，于 2000 年登记成立，主管部门是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协会作为沟通和协调的平台，

为广大会员架起联系政府和质检机构的桥梁，促进全市质量管理、产品质量和检测技术水平的

提高，为东莞质量全面提升服务。

坚持“以质量为主题，以服务为宗旨”的指导思想。本协会拥有东莞市质量协会和东莞

质量学院网站、“东莞质量”微信公众号、《东莞质量》杂志等平台传递质量信息、在线学习

及为会员发布广告信息；组织专家帮助会员做好技术基础工作和质量监督抽查后处理整改工作；

开展质量评估活动，推广先进的管理模式，为会员提高质量水平；组织质量考察、学术交流和

质量技术研讨等活动；会员可优先获得协会提供的刊物资料和质量技术等资料；会员可享有协

会战略合作伙伴及相互间提供的优惠折扣。

为便于给会员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会员实行分级管理，不同级别的会员承担相应的义务，

享受相应的权利。（详见东莞市质量协会会员权益明细表）

附：

1. 东莞市质量协会入会申请表 ( 单位会员 )

2. 东莞市质量协会会员权益明细表

3. 东莞市质量协会质量专家申请表

如何入会08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我会的资讯，请登录协会网站查询：http://www.dgzl.org.cn

联系电话：0769-22668112  22668113

传    真：0769-22668115

电子邮箱：dgzlxh@dgzl.org.cn

微信公众号：东莞质量（微信号：DGZLXH）

联系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主山社区莞温路 552 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东城办公区 ) 三号楼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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