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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开始大力倡导和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
粗放式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已经开始制约了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对于如今的经济发展，
国家提出又好又快的发展，讲究经济的发展质量，这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的
产品质量在国际和国内先后出现了许多事件，如轮胎、牙膏、奶粉、玩具等等的质量事件，深深地影
响着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声誉。

胡锦涛总书记为此做了多次批示，特别强调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并要求对质量管理工作要
“重在落实，重在持之以恒，重在严格管理”的三个重在精神，温家宝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
“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引导企业以品牌、标准、服务和效益为重点，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社会责
任。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诚信体系建设，努力把我国产品质量提高到新水平”。

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质量管理实践经验，研究总结国外成功案例和
失败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本地区、本行业以及本组织的质量管理工作，无疑是一条行之有效的
道路。对于中国质量工作者来说，超过半个世纪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管理实践，是国内企业和组织
开展质量工作的知识库，对于稳步、健康和快速推进质量管理工作进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立中国质量群体与国外质量群体之间全面、直接、系统和长效的交流沟通机制，以科学求实的
态度学习、研究和交流质量管理成功实践和失败教训，对于加速推进中国质量管理进程，促进中国质
量管理群体快速成长，意义重大而深刻。

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美国质量学会（中国代表处）和深圳
市质量协会将在深圳合作举办主题为“对话中美经济，交融质量文化”的“首届中美质量高端论坛”，
其目的是构建中美两国质量工作的交流平台，增进两国在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的运用和了解，
将美国先进的质量管理理论传递到中国，以提升我国的质量管理水平。该论坛将以中国质量管理界与
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管理为主体，以探讨质量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发展趋势为主要内容，以面
对面的沟通交流为主要形式，为中国和世界的CEO们搭建一个全面、科学和系统的交流平台。

美国质量学会（ASQ）是世界领先的权威质量机构，在全球拥有超过10万名个人和企业会员。这
笔丰厚的财富使得美国质量学会这一专业团体得以在质量学习和改进中持续领先，并在推动知识交流
改善经营成果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在全世界创建更加卓越的企业和团体。作为质量运动的拥护者，ASQ
为质量专业人士、质量从业人员以及日常消费者提供技术、思想、工具以及培训，鼓励他们Make Good 
GreatTM。此外，ASQ还在全球范围内与具有类似使命和原则的其他非盈利机构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努力
通过合作，协助满足全世界的公司、个人和机构的质量需求。ASQ会员曾向美国国会、政府机构、州立
法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提供质量相关的信息和建议。自1991年起，ASQ开始负责评选颁发美国最高
质量荣誉奖项——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该奖每年颁发一次，用以认可并鼓舞取得卓越绩效的公司和
组织。

关于ITEA

国际项目卓越团队奖（International Team Excellence Award，简称ITEA）评选活动由ASQ于1985年
发起，是美国唯一有关团队建设和QC小组评选活动并得到国际认可的一项活动。ITEA是美国世界质量
和改进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评审活动参考了美国国家质量奖的评审程序和要求。ITEA评选活动汇
集了全球优秀团队的成功经验，参加评选活动对于学习团队和QC小组运作经验、了解世界各国质量工
作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项目卓越团队奖将首次在中国进行选拔赛并在大会举办期间颁发ITEA中国冠军、亚军及季军
奖项，获奖团队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第二年国际项目卓越团队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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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America Quality Summit          

首届中美质量高端论坛
 

会议主题：对话中美经济　交融质量文化
会议地点：中国　深圳　喜来登酒店
会议时间：2011年03月24-25日

指导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深圳市人民政府

主办机构：美国质量学会（中国代表处）
    中国深圳市质量协会

承办机构：上海美质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特别支持：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中国质量协会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专业网站：深圳质协网、中国质量新闻网、六西格玛品质网（6SQ.net） 

友情支持：深圳市企业联合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市海外经济文化促进会、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深圳市外商投资协会、
           香港品质管理协会、深圳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

支持媒体 

中央媒体：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凤凰卫视
           中国质量报、经济日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质量杂志、产品与可靠性杂志
地方媒体：深圳电视台财经频道、深圳电视台移动频道
           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香港商报、南方都市报、香港盛世杂志、特区品质杂志
门户网站： 新华网、腾讯网、新浪网、深圳新闻网

顾问委员会成员：  

支树平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刘平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
张  纲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总工程师
车文毅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许  勤      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
袁宝成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生  飞      国家认监委认可监管部主任
惠博阳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质量管理司副司长
刘源张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质量专家
赵宗勃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秘书长
徐友军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郭晓渝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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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深圳市质量协会）出席人员：

邱   玫      原深圳市人大副主任、深圳市质协荣誉会长
周长瑚      广东省政府参事、深圳市质协荣誉会长
徐友军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郭晓渝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李     榕       中国深圳市质量协会会长
刘万涛      中国深圳市质量协会秘书长

主办方（ASQ）出席人员：

Mr. Pete Andres            美国质量学会（ASQ）管理委员会主席
Mr. David Spong            美国质量学会（ASQ）执行主席
Mr. John Fowler             美国质量学会（ASQ）国际部总裁
Mr. Fred Schenkelberg         美国质量学会（ASQ）可靠性技术委员会主席
Mr. Sanjiv Rai               美国质量学会（ASQ）电子与通讯技术委员会主席
Mr. HaDao                   美国质量学会（ASQ）汽车技术委员会主席
Mrs. Lori Dellinger           美国质量学会（ASQ）服务技术委员会主席
Mr. Kevin Wu                美国质量学会（ASQ）中国区首席代表兼总经理

大会合作机构出席人员：

Mr. Jeffrey Hilsgen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驻华消费品安全参赞
Mrs. Elise Owen              美国国家标准院（ANSI）国际事务总监
Kamikubo                     日本科学技术联盟（JUSE）总经理
Ken Takatori               日本科学技术联盟（JUSE）官方代表
Mr. Don Irvine               QuEST论坛市场总监
Mr. Monica Cui              全球儿童安全网络（Safe Kids）驻华首席代表
Dr. K.S.Chin 钱桂生         香港品质学会（HKSQ）理事、主席特派代表
Dr. Gavin K.Y.Chau           香港品质管理协会（HKQMA）主席

部分企业代表：

                            美国思科公司（Cisco）
Mr. Lloyd Barker            美国铝业公司（Alcoa）全球质量副总裁、ASQ管理委员会理事
Mr. Jay Zhou               美国福特公司（Ford）全球质量高级技术总监
Mr. Yasuski Kojima           日本富士通（Fujitsu）全球质量副总裁
张学斌先生                 深圳创维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陈志列先生                 深圳市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大跃先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质量官

大会组织委员会秘书长：

吴  迪                     美国质量学会（ASQ）中国区首席代表兼总经理 

大会组织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  榕                      中国深圳市质量协会会长
蔡振宇                       上海美质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会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

刘万涛                     中国深圳市质量协会秘书长

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

王  霄                      美国质量学会（中国）专员
张  文                      中国深圳市质量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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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美质量高端论坛”日程表

日期 时间 主题 形式

3月23日

13:30-21:00 注册 全体会议代表

14:00-15:00 赞助用品交接仪式 赞助商
18:00-20:00 欢迎晚宴 重要嘉宾、VIP、主要赞助商等欢迎晚宴

3月24日

08:15-08:30 入场

08:30-08:45
美国质量学会（ASQ）管理委员会主席 

Pete Andres
全体会议代表

08:45-09:00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领导 全体会议代表
09:00-09:15 深圳市政府领导 全体会议代表
09:15-09:30 签字仪式 ASQ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09:30-10:00 茶歇
10:00-10:30 美方企业CEO讲演 全体会议代表
10:30-11:00 中方企业CEO讲演 全体会议代表
11:00-11:30 美方企业CEO讲演 全体会议代表
11:30-12:00 中方企业CEO讲演 全体会议代表
12:00-13:30 合影留念及自助午餐会

13:30-15:30
质量战略
主持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院长
程虹

主题分会场A

美国铝业公司（Alcoa）全球质量副总裁、ASQ管理委员会理事 Lloyd Barker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车文毅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总工程师 张纲

13:30-15:30
企业社会责任
主持人：香港品质学会（HKSQ）理事、
主席特派代表 Dr. K.S.Chin

主题分会场B

国家认监委认可监管部主任 生飞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秘书长 赵宗勃

美国国家标准院（ANSI）国际事务总监 Elise Owen
ISO 26000特别组秘书长、中国标准研究院研究员 陈元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打假办主任 张少标
15:30-14:30 茶歇

16:00-18:00

产品安全及可靠性
主持人：美国四星集团（中国）产品质
量
与安全副总裁 Raymond Zhu

主题分会场A

美国质量学会（ASQ）可靠性技术委员会主席 Fred Schenkelberg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驻华消费品安全参赞 Jeffrey Hilsgen

Schneider亚太区副总裁 
香港品质管理协会主席 周家贤

16:00-18:00
波多里奇奖与卓越绩效模式应用
主持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郭晓渝

主题分会场B
美国质量学会（ASQ）执行主席 David Spong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总工程师 张纲

3月25日

08:15-08:30 入场

08:30-10:00 汽车与装备制造

行业分会场A
美国质量学会（ASQ）汽车技术委员会主席 HaDao

美国福特公司（Ford）全球质量高级技术总监 Jay Zhou
CPSM Global PCB Council Chairman，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 ISC ) of IBM

Daniel Chan（陈锦标）

08:30-10:00 消费电子

行业分会场B
日本科学技术联盟（JUSE）总经理 Kamikubo 

苹果公司副总裁
深圳市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列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IT通信
行业分会场A

美国质量学会（ASQ）电子与通讯技术委员会主席 Sanjiv Rai
QuEST论坛执行官

10:30-12:00 质量管理与服务
行业分会场B

美国质量学会（ASQ）服务技术委员会主席 Lori Dellinger
美国质量学会（ASQ）国际部总裁 John Fowler

12:00-13:30 自助午餐会
13:45-14:30 ITEA中国区选拔赛入场 全体会议
14:30-17:00 ITEA中国区选拔赛及颁奖仪式 全体会议

18:00-20:00 ASQ答谢晚宴

会务联系人： 程女士      电话：+86-10-84440660      Email：jcheng@asq.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