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2016年上海市QC小组发表赛结果公布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2016年上海市QC小组发表赛特等奖
单位

QC小组名称

成果（课题）名称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星辰”QC小组

星敏支架精密控温研究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蜘蛛人”QC小组

提高光网用户协调单自动化处理率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扬帆起航QC小组

提高Model-H车型雨淋检验合格率

上海市南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金山分公司
求实 QC 小组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检修部
世博能源QC小组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八分厂
技术质量室QC小组

水泥杆悬吊牵引装置的研发
研制燃烧器主电磁阀门
提高排气阀低温介质环境试验一次合格
率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彩虹QC小组

高效砷化镓太阳多层减反射膜研制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Viantige QC小组

淋米工艺的研发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Wisdom QC小组

缩短输电电缆交接参数试验时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网络优化中心
规划优化部欣星向荣QC小组

提升4G网络流量驻留比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船舶月池结构研制QC小组

深水多功能水下工程船月池结构的研制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网络运行部
兰色天使 QC 小组

提高用户故障线上自助受理占比率

2016年上海市QC小组发表赛一等奖
单位

QC小组名称

成果（课题）名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移动互联网部QC行动
小组

提升沪宁高铁4G下行速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南供电公司绿萝QC小组

缩短莘北路营业厅居民业务办理时间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卓越QC小组

提高钢板预处理首制件合格率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红外仿真实验室QC小组

提高某飞行器抗多发干扰半实物仿真试
验系统精度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升效QC小组

缩短技术出版物手册发布时间

上海三航奔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陵港永丰港区新兴际华码头工程QC小组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机电信息保障部安科QC小组

提高混凝土面层外观合格率
减少行李分拣机的滞件率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锐意进取QC小组

提高经分应用需求分流率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部分段装焊QC小组

提高分段构架安装的一次合格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青浦供电公司求索 QC 小组

变电站压板状态监视管理系统的研发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轻舞飞YOUNG QC
提高C919飞机系统支架减重效率
小组
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质量疏浚技术装备国 提高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高
家工程研究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经理部质量创优 大薄壁混凝土墙板合格率
QC小组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精鹰QC
降低凸轮轰轰颈囿度超差率
小组
较厚硬土层上锁扣式U型钢板桩沉桩工
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QC小组
艺的研发
尼西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追梦QC小组

降低电镀失色不良率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质量提升QC 小组

提高EA211机油泵的一次装配合格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区电信局
销售支撑中心QC 小组

提高东区电信wifi 网络资源利用率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配网技经QC小组

提高10kV架空线工程概预算编制准确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破冰前行QC小组

地面结冰气象条件模拟系统自动控制研
制

上海申嘉湖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有限公司申新QC小组 提升梳齿板伸缩缝的维修质量

2016年上海市QC小组发表赛二等奖
单位

QC小组名称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工检修部DCS班QC
小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工艺改进
QC小组
中建港务第三分公司QC小组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PT R&R QC小组
上海久隆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变压器修试分公司
求实 QC小组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烟草储运公司
魔方 QC小组

成果（课题）名称
减少12号炉磨煤机出口温度故障次数
降低滑阀组件的返工率
提高港池工程防水卷材质量验收合格率
降低某增压汽油机曲轴轴颈与轴瓦在
GCSD试验中的磨耗
电力变压器油位指示带电检测装置的研
发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 QC小组

建立两烟作业状态下烟叶原料新型备货
方式
降低长沙公交混合动力公交车H系列发
动机启动困难和冒黑烟的故障率
提高质子中心混凝土墙板的外观质量合
格率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充”上高峰QC小组

提高现场焊缝背面充氩质量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蓝天QC小组

上海达华测绘有限公司PHC管桩沉桩定位精度研究
提高PHC管桩沉桩定位精度
QC小组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小苹果QC小组

降低电缆材料损耗率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烟草储运公司精准
减少扫码叉车进仓耗时
QC小组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热处理金刚石
提高滑轮绳槽淬火硬度合格率
QC小组
非同型式光连接器与适配器集成组件通
上海电力高压实业有限公司电光达人QC小组
用产品开发
提高M-M 复印机图像输入终端机架的
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超越QC小组
投入完成率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管理部汽机
新型启动旁路闸阀研制
QC小组
中国电建集团上海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
降低筒体式锅炉给水泵漏水台数
HPT型给水泵结构优化小组
提高曳引机制动器安装面共面垂直度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奋进QC小组
合格率
延锋汽车内饰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创益”QC小
新朗逸FL门板排序生产应用
组
上海市南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测绘公司茗川测绘
缩短工井测量时间
QC小组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创新QC 小组

提高铠装电缆一次送检合格率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水处理分厂
厚板点检JK小组

降低宽厚板循环水滤液池自吸泵故障次
数
提高刹车壳体粉末合金扇形片铆接成功
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二四工厂精益求精QC小组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铁军技师”
QC小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知行合一QC小组

降低上海地铁一号线弯道接触线故障数
提高SZorb装置产品汽油辛烷值损失合
格率

2016年上海市QC小组发表赛三等奖
单位

QC小组名称

成果（课题）名称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纳米”QC小组

纳米大阻尼碳纤维蜂窝板研制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激光导引头QC小组

激光半主动导引头自动化测试平台开发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光电接收机设计QC小组

某型号光电接收机设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卓越QC小组

光路核查新方法的研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强抗干扰能力激光引信研制
强抗干扰能力激光引信研制
QC小组
降低VW321车型左前门漏水月平均返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汽大众领航QC小组
工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第八〇四研究所
某型号新型宽带多通道发射组件的研制
通用化T组件QC小组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电源科技QC小组

微小卫星高重量比功率PCDU研制

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心蓝色畅想QC小组

银行 IC 卡在 AFC 系统中的支付应用研
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先锋QC小组

4G备卡写卡新方法的研究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构精塑册”QC小组

提高IPD数据模块编制一次通过率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五分厂工艺组QC小组

提高中电38所冷却面板搅拌摩擦焊一次
合格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区电信区
GALAXY攻坚队QC小组

降低IPTV用户申告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松江供电公司银河 QC 小组

配网最优运行方式专家系统的研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心贴心QC小组

云平台数据库创新架构研发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系统与仿真QC小组

提高导引头灵敏阈指标合格率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汽机检修部本体
降低#9机发电机氢系统故障次数
一班QC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设计一所船装甲装QC小
舷梯压重试验新工艺探索
组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点火控制QC小组

新型电磁铁控制设备研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嘉定飞跃QC小组) 提高嘉定地区PTN成环率（
中国电信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 “增值无限”
QC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移动互联网部护翼QC
行动小组

降低多媒体呼叫中心产品定制化开发项
目的公式消耗率
提升国家会展中心网络优良感知率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泛亚车身铝动未来小组 解决某车型门槛总成SPR开裂问题
市南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一组火星QC小组

高压变配电站新型局部放电在线监测系
统研发

上海送变电工程公司调试分公司铁拳QC小组

变压器局方试验测量装置的研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畅通无限QC小组

提高提醒短信发送成功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金山供电公司智采QC小组

自诊断接线故障采集器的研制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运行部试验班
QC小组

减少预处理泥清运次数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Spider man”QC小组

船舶分段高空精度测量技术研究

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质量疏浚技术装备国
提高电渣压力焊一次焊接合格率
家工程研究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经理部质量创优
QC小组
提高SOP8 金手指使用寿命
尼西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烈焰QC小组
上海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轨交5号线5标QC
减少地铁车站结构渗漏点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信息网络部机器猫QC小
降低网络设备维修成本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你我同心QC 小组 提高政企专线前后台数据一致率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岩土设计
QC小组

快速插板枪的研制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擎天QC小组

多支柱起落架地面载荷设计技术研究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安意
QC小组

减少T2国际转国内托运行李的检查时间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拼板QC小组

提高厚板焊缝UT一次合格率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艺展宏涂”QC 小组

飞机涂装全景互动展示工具的开发

上海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精品购物村QC小
组

提高高支模搭设首次验收合格率

上海航天技术基础研究所灵创QC小组

提高科研生产管理搜索响应速度

上海新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QC小组

提高开关柜拼装一次合格率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雨燕QC小组

缩短航材通关时间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ACK 比翼翱翔QC 提高IDEAL 平台国外供应商产品数据接
收率
小组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探索QC小组

降低黄酒产品投诉量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先锋号”QC小组 减少高新产品346LD安装工时
缩短减压器类产品环境试验一次测试冗
余时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第八O四研究所 缩短小批量多品种产品表面贴装生产时
间
SMT 高效QC 小组
上海久隆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久隆工程分公司
光缆工程管理系统的开发
励精图治 QC 小组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环试精创QC小组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南桥先锋QC小组

缩短直流输电系统故障分析时间

提高预制装配式桥梁中预制立柱的安装
精度
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公司变电修试活力 QC 小 真空泡及避雷器专项绝缘试验平台的研
制
组
中国电建集团上海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降低FK4E39SC型给水泵故障次数
调试维修QC小组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搭积木QC小组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安全卫士QC小组

民用飞机轮胎爆破试验引爆装置研制

上海乳品四厂有限公司乳品四厂QC小组

降低杯5线杯封口压痕不均漏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帐务中心资金回收QC 小组 降低线下渠道支付占比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 复合材料机身舱门开口区新型补强方案
的研究
中心Stress+ QC 小组
提高某型号固体火箭发动机复合绝热层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绝热层成型QC小组
贴片合格率

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方圆QC小组

开发SPCC认证管理可视化系统

上海高扬国际烟草有限公司卷接日班旭日QC小组

插片式钢印体校验工装的研制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飞翔QC小组

关于串联柔性工装定位器的研发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状态评价QC
小组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松江供电公司变电运维QC小
组

特高频检测用绝缘延长杆的研制
手摇式防坠落安全装置的研发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步步近星QC小组

卫星用胶粘剂优选研究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装卸料机QC小组

新型压水堆装卸料机控制系统样机的研
发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闵行联合项目部
QC小组

提高钢拱肋拱脚预埋件安装质量

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魔力QC小组

新产品选配件生产工数低减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低易损QC小组

提高HTPE低易损性推进剂合格率

国网上海市北供电公司 电费账务组

提高大客户电费回收率

上海中心大厦置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
工程部 QC小组

降低供暖系统能耗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收发站物流作业区苯装卸QC活动小组

减少原料苯卸车超时次数

上海电力高压实业有限公司消防水龙 QC 小组

变电站消防报警空气采样机接口装置的
研发

国网市北供电公司电缆卫士QC小组

提高35千伏及以下电缆认敲线精度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铜墙铁壁”QC小组

90储液器直管泄漏低减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设计研究院QC小组

提高设备基础预埋螺栓安装合格率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新进QC小组

工艺路线参数化系统的开发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决策支持QC小组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方兴QC小组成果

研究大型客机智慧生产数据可视化的工
具
提高铝合金模板机电预埋电线盒一次合
格率

2016年上海市QC小组发表赛优胜奖
单位

QC小组名称

成果（课题）名称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焊接技术攻关 QC
FAB 技术焊材的研发
小组
上海市电力公司路灯管理中心路灯安全卫士QC小组 路灯电缆安全接线端子的研制
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一片透明”QC
降低路虎L538后门GP12不良率
小组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制造部特船焊接QC
提高铝合金铰链安装的合格率
小组
降低ARJ21-700后梁连接支架的报废率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新支线QC小组
—新支线QC小组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非烟卖场 QC 小组

“一号店”供应链信息整合工具研发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微提升QC小组

延长互穿网络衬层的适用期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
典型零件批量建模工具的研制
中心
“Designer”QC 小组
缩短人事档案检索时间
上海烟草集团闸北烟草糖酒有限公司维他命小组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探索QC小组

提高成品箱物流受控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阳光QC小组

降低SCADA系统频发信号的发信频率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巨人护航QC
小组

降低岸桥总装后整改数量

上海高扬国际烟草有限公司零备件计量“5s”QC小组

SODIM综合测试台通分度/吸阻单元测
量头研制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精工 QC 小组

全自动焊接工装的研发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拇指QC小组

缩短工程泥浆配制时间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核新QC小组

提高核级支架焊接一次合格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诉”战“速”决QC
提高95598业务处理及时率
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攻坚克难QC小 降低武胜变频冷水中央机组“喘震”停机
组
次数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智囊QC小组

降低室外广场照明用电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大量 POWER
降低电能计量柜专用门锁故障率
QC 小组

上海三电汽车空调有限公司骑士小组

TR线产能提升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矩形顶管QC小组

减少障碍物对基坑围护加固的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〇五工厂军械修理厂勇于创新 提高某型舰炮摇架本体孔加工一次合格
率
QC小组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啄木鸟QC小
提高电能表流水线检定成功率
组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宏图QC小组

降低委托付款未销账率

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防爆小分队

降低伟巴斯特S700天窗爆边废品率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综合试验所
化学试验QC小组

提高不锈钢材料的光谱分析质量

皮尔博格(昆山)有色零部件有限公司铸梦QC小组

降低江淮1.3缸盖内废率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热轧厂三热轧分厂板加甲班
降低1880 自动行车上料故障次数
JK小组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中国好核泵QC小组

离心泵配套电机功率选取程序研发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联合QC小
电厂供热管路减温系统的研制
组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质量先锋”QC 小组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漕泾发电项目部脱硫
QC 小组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沪）诸暨万达广场
QC小组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
水信QC小组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猫头鹰QC 小
组

质量问题多方联合解决机制
提高石灰石浆液细度
提高剪力墙伸缩缝施工合格率
提高水文仪器设备校时精度
提高台帐准确性排名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混合动力”青年QC小组 降低Model-H后桥机加工报废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公司西区中心站QC小
金属铠装式开关柜操作手柄的研发
组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冲峰QC小组

冲压P4铝板拆垛分张改进

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雏鹰之星QC
降低BT炉编织套单耗-005
小组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三大舾装件下水安装率
9400TEU三大舾装件精度控制QC小组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材料工程公司QC 小组 提高钢材采购的盈利水平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创新QC小组

提高LVDS电缆一次交验合格率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通号分公司青春无线

减少十一号线列车与AP 丢失通信数量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降躁QC小组

住宅小区防噪声屏障的优化设计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〇五工厂军械修理厂设备攻关
降低设备总务处用电量
小组
汽车导航 显示框（钢琴黑 ）良率提升
保力马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涂将QC小组
改善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日汽车板能介车间运丁JK
小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2#催化节能先锋QC小组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烯烃联合装置裂解丙班QC小组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设计研究院QC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营维合一
QC小组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手指QC小组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马上改善QC小
组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锅炉专业进取创新QC小组

降低煤气站脱硫塔煤气置换排放量
降低装置能耗
降低新区稀释蒸汽发生器检修频率
提高集约化水池满水试验合格率
提升营维人员人均效能
降低生活给水箱故障率
降低真空接触器故障率
提高分扩油站运行可靠性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啄木鸟QC小组

降低昆山维亚对重架焊接不良率

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司启明星1组

风扇罩壳（上）与转子相碰不良的降低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质量攻坚小组

转向节X轴方向尺寸质量改进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化验室焦油萘QC
提高残炭接收器的再次使用率
小组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装配式结构设计研究 提高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深化设计图纸
QC小组
质量.
降低虹桥机场信息管理网
虹桥机场公司机电信息保障部工程QC 小组
月故障平均报修次数
Rosler 光饰机传动总成部件国产化研制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造币一部机电QC小组
与创新改进
华域三电汽车空调有限公司锐新QC 小组

主轴离线区域作业流转&效率提升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化试班QC小组

降低1#机给水溶解氧含量的波动幅度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叶片MQCP优化”QC小组

缩短压气机5-15 级叶片检验周期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致远QC小组

提高主盖板轧弯成品率

保力马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凝聚力

PCAP1B 气泡不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〇五工厂上海船厂机制分厂
提高艇用电机轴端盖冷焊效率
“深蓝”QC小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〇五工厂上海船厂船木车间机
降低风动切割枪的维修费用——
配组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提高已建城区排水系统设计标准
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QC小组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希望QC小组
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供应商质保持续改进
QC小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1蒸馏降低蒸汽单耗QC小组
上汽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北盛南厂QC
小组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天天向上”QC小组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涤纶部1号聚酯稳运行工作小组
上海浦江桥隧大桥管理有限公司 杨浦大桥工程QC
小组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造币三部彩印QC小组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碧海蓝天QC小
组

万用熔丝棒的改制
MG GT支架轴承异响改善
降低蒸汽单耗
整合车身紧固件，降低成本
降低L型环因焊接变形造成的返修率
提高浆料调制泵的使用周期
提升大桥防雷性能专项维修技术（杨浦
大桥）
改进彩喷工艺合理提升彩喷批量生产效
率
提升主板拼板合格率

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司锅炉QC小组

减少锅炉辅机疏水管失效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计费突破QC小
组

集团计费运营能力提升

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司生技二组

R6高压气密故障率降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二四工厂二次电源攻关小组 永磁电枢充磁方法改进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拆弹特工QC小组

解决龙里主轴异响问题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管理部热控一班务实进取QC小组

提高燃煤热值设置准确性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ASG压焊改善”QC小组

ASG密封接线柱压焊改善

上海浦江桥隧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南环分公司
养护管理部QC小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研发漫步QC小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2#制加氢蓝天QC小组
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U207灌装机钻石装莫斯利安横封不良零化小组
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200ml优倍新鲜杯在B005灌装机上打印客诉零化
上海浦江桥隧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东南郊环质量管理QC 小组
上海浦江桥隧大桥管理有限公司 南浦大桥分公司
南浦大桥QC小组

新型材料桥梁伸缩缝EP-100
提高单官能度亲水聚醚的精制合格率
2#制加氢蓝天 QC 小组
U207灌装机钻石装莫斯利安横封不良
零化
200ml优倍新鲜杯在B005灌装机上打印
客诉零化
利用网络、二维码技术提高分包队伍的
控制管理
大桥主塔内湿度自动控制系统的应用
（南浦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