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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QC 小组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管理办法规定了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QC 小组

活动的管理职责、管理内容与要求、检查与考核等。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所属二级单位

QC 小组活动的管理，鼓励围绕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

五个层面，组建专业团队、课程团队、教师团队、学生团队，开

展诊改与课题研究。

第二章 职 责

第三条 质量管理处是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QC 小组活动

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QC 小组的注册登记，对全校 QC 小组

活动进行检查、指导，组织全面质量管理教育培训，负责学校

QC 小组成果发布的组织、评审及表彰奖励等。

第四条 人事处负责配合质量管理处进行全面质量管理教育

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参与 QC 成果评审工作。

第五条 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工作处、质量管理处负责

组织对 QC 小组活动中有关专业、课程、教师、学生诊断与改进

中的科技、技术等内容的指导工作，做好有关科技、技术改进活

动项目的协调工作，资产财务处负责对 QC 小组成果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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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效果等进行论证，参与 QC 成果的评审工作。

第六条 各部门领导应高度重视 QC 小组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并将这项工作同提高教职工教学能力、技术创新、业务素质、加

强团队建设、开展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及学校育人

工作重点等结合起来。

第三章 管理内容与要求

第七条 QC 小组的类型

QC 小组有五种类型：

1.管理型 QC 小组：成员以管理人员为主，以提高工作质量

和提高管理水平为目的，如提升某专业就业率、提高某专业用人

单位满意度、提升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符合度等选题。

2.现场型 QC 小组：以教师和企业人员为主，以稳定工序质

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资消耗和改善生产环境为目的。

3.攻关型 QC 小组：以教师和企业人员为主，以解决工艺、

技术、质量关键问题为目的。

4.服务型 QC 小组：以从事服务性的职工为主，以提供优质

服务、加快资金周转和开展多功能服务等内容为活动课题。

5.创新型 QC 小组：以教师和企业人员为主，是运用全新的

思维和创新的方法研制、开发新的产品、工具和服务，以提高企

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不断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新需求，提高

企业经营绩效。

第八条 QC 小组的选题原则：开展 QC 小组的活动要提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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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小、实、活、新”的原则，其具体内容：

1.小课题、小题目、小成果。

2.求实、务实、扎实。

3.活动和发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4.活动方式、内容及发表形式有创新。

第九条 QC 小组的组建

1.QC 小组的组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自愿结合或行政指导

相结合的原则。

2.各专业群团队至少成立一个 QC 小组，鼓励专业、课程团

队组建 QC 小组。专业群团队 QC 小组的覆盖率应达 100%。

3.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组建 QC 小组。

4.每个 QC 小组成员一般以 3—10 人为宜。

第十条 QC 小组的注册登记

每年1月份由质量管理处组织对全校QC小组进行注册登记。

第十一条 活动课题的确定

1.所选课题应是急待解决的生产技术服务或教学育人工作

中的质量问题。不能选择已完成的改造或改进的项目。

2.专业群、专业、课程 QC 小组活动要密切联系实际，活动

课题侧重选择解决生产技术服务中的实际质量问题、重复性出现

的质量问题或育人工作中很难解决的问题。

3.各职能部门的 QC 小组，活动选题侧重于管理、工作中的

薄弱环节或综合技术、质量等问题，一般以管理性活动课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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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接到指令（指导）性课题时，小组应优先选择指令（指

导）性课题。

第十二条 活动课题的审定和注册登记

1.活动课题的预审、复审。各小组选择的课题必须经所在部

门领导预审（跨部门的小组直接报质量管理处预审）签章后，由

部门汇总交质量管理处。

2.活动课题的复审。质量管理处会同人事处、教务处、资产

财务处、就业与校企合作处等有关人员对“现场型”课题的必要

性及可行性进行复审；会同学校办公室等相关部门人员对“管理

型”、“服务型”等课题的必要性进行复核。

3.活动课题的审定。活动课题通过复审后报分管副校长，组

织质量管理委员会等相关人员，从课题的可行性进行审定。

4.活动课题的注册登记。课题通过审定后，由质量管理处对

课题进行统一的注册编号，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对各 QC 小组活动

给予相应支持。

5.课题编号规则。小组的注册号由四个字母和两组数字组

成，前二个字母为 GT，后二个为 QC，前一组数字为当年年号，

后一组数字为注册顺序号，如 GTQC2001。各小组注册号由质量

管理处统一登记编号。

6.课题未通过终审的 QC 小组应按照以上程序重新选题，并

依次进行预审、复审、终审。

第十三条 QC 小组活动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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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C 小组活动程序分八个步骤，即现状调查——设定目标

——分析原因——确定主要原因——制订对策——按对策实施

——检查效果——制定巩固措施。

2.QC 小组活动的要求

(1)小组成员要分工明确，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小组每个成

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2)小组活动时间要有保证，可结合日常工作进行活动，一

般每月至少活动一次（连续六个月未活动的课题予以注销）。

(3)小组活动时要做好全过程的活动记录。各 QC 小组活动记

录要力求反映当时现场实际情况，为总结小组活动成果和检查活

动效果提供原始依据。活动中要根据课题实际需要，正确使用新

老七种工具（检查表、层别法、柏拉图、因果图、散布图、直方

图、控制图），做到工具使用得当。

第十四条 QC 小组活动过程控制及教育培训

1. QC 小组活动过程控制

(1) 质量管理处负责 QC 小组管理的日常工作。每季度首月

的 10—15 日对各部门 QC 小组活动情况进行抽查，并依据质量管

理处相关要求进行考核，计入各单位年度质量考核。

(2)各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认真组织

开展 QC 小组活动，使该项工作逐步规范化，切实提高部门生产、

服务质量。

2.QC 小组活动教育培训

http://www.so.com/s?q=%E6%A3%80%E6%9F%A5%E8%A1%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1%82%E5%88%AB%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A3%E5%B8%83%E5%9B%B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E%A7%E5%88%B6%E5%9B%B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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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管理教育是小组活动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部、质

量管理处根据实际需要或各部门的要求不定期对 QC 小组负责

人、骨干、成员进行分层次的深化教育。

(2)质量管理教育的考试成绩存入职工技术档案，并作为技

术考核的依据之一。

第十五条 QC 小组活动成果总结及成果评审推荐

1. QC 小组活动成果总结

(1) QC 成果报告是小组活动全过程的真实写照，其内容结

构原则上应按 PDCA 循环的八个步骤进行总结编写，不能违反活

动要求，出了成果再“倒装”编写。

(2) 围绕课题中心阐明活动情况，尽量用数据说话，不宜用

口号或广告性语言。

(3) 成果报告文字要精炼，条理要清晰，逻辑性要强，能用

图表形式表达的决不用文字叙述。

(4)技术方面的名词术语、计量单位、符号等应遵循有关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优秀 QC 小组的评审推荐

(1)优秀 QC 小组成果原则上是自下而上逐级进行评选和推

荐。有条件的二级单位每年可召开一次部门 QC 成果发布会，组

织具有诊断师资格的或熟悉质量管理、有实践经验、办事公正的

同志组成评审组。

(2)质量管理处根据各二级单位 QC 小组排名，并结合日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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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QC 小组活动检查的情况进行现场评审。

(3)QC 成果的认证。通过现场评审的 QC 成果须经学校有关

职能部门进行成果认证。得到职能部门认证的 QC 成果方可在学

校 QC 小组成果发布会上发布成果。

(4)质量管理处每年 12 月底组织召开一次全校性的 QC 成果

发布会。

(5)学校 QC 成果发布会上获奖的 QC 小组，质量管理处根据

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择优推荐参加省地质局及以上级别的 QC

成果发布会。

第十六条 优秀 QC 成果(先进个人)的奖励。质量管理处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对获得学校及以上的各级优秀 QC 成果的小组(先

进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控制在参与人数的 30%以内。

奖励参见《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第四章 检查与考核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质量管理处负责落实与督办，并按本办

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检查与考核。

第十八条 质量管理处对本办法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并

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第五章 附 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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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质量改进活动注册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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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 年质量改进活动注册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填报日期：202 年 月 日

序

号

小组（集体）

名称
注册时间 成员

负责人

及联系电话

201 年

活动主题
活动形式 备注

说明：

1．“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各种形式的改进活动均应登记注册。

2．注册为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后期活动的组织、评审及交流均按照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要求执行；非质量

管理小组活动的，据实填写具体活动形式。

3．小组所属二级单位及其他情况在“备注”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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