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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空调事业部品质管理部文件 
空品字[2014]068 号 

关于电子关键物料供应商可靠性考试结果通报 

为使各电子物料供应商品质管理人员能了解可靠性专业知识，并在后期能顺利推进产品

可靠性的工作开展，有效预防市场质量问题的发生。对原确定的 14类关键物料供应商的品质

部第一负责人（部长、经理）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14:00-16:00 由美的品质管理部组织进行

可靠性工程考试，现将考试结果公示如下： 

一、各供应商可靠性专业知识考试结果 

序号 物料类别 供应商简称 
参加考试

人员名字 
考试分数 备注 

1 瓷片电容 风华 张锦洪 96.5 合格 

2 PCB（双面） 番禺启利达 曾庆东 96 合格 

3 变压器 晶石 李占勇 94 合格 

4 继电器 旺荣 游平 94 合格 

5 瓷片电容 新玉跃 黄江燕 93.5 合格 

6 电解电容 众之城 朱淑华 92.5 合格 

7 电解电容 艾华 崔宇 92 合格 

8 接线座 利自加 万冬林 92 合格 

9 风机电容 顺太 邓富才 91 合格 

10 PCB（双面） 番禺启利达 张永宏 90.5 合格 

11 电解电容 艾华 汤浩明 90.5 合格 

12 电解电容 众之城 龙广云 90.5 合格 

13 变压器 至卓 张大玉 90.5 合格 

14 电解电容 艾华 徐兵 90 合格 

15 显示模块 国星光电 金润枫 90 合格 

16 变压器 德珑 王贺举 89.5 合格 

17 引线电阻 山达士 刘涛 89 合格 

18 变压器 万信 韦开祥 89 合格 

19 PCB（双面） 惠州星之光 陈玄浦 88.5 合格 

20 引线电阻 三环 张小利 88 合格 



 

21 变压器 汇能 张乙兵 88 合格 

22 触摸屏/液晶/模块 宇顺 张精 87.5 合格 

23 PCB（双面） 常州澳弘 胡国庆 87 合格 

24 轻触开关 维特利 樊剑淼 87 合格 

25 线体类 乐清国鑫 刘亚南 87 合格 

26 电解电容 永立  宋小根 86.5 合格 

27 PCB（双面） 中山宝悦嘉 汪洋 85.5 合格 

28 线体类 芜湖崭亮 胡晓龙 85 合格 

29 线体类 常州美华 黄成 84.5 合格 

30 触摸屏/液晶/模块 晶讯 周君华 84.5 合格 

31 线体类 华虹 黄国强 84 合格 

32 电解电容 江浩 李仁菊 83.5 合格 

33 电解电容 江浩 冯世敏 83.5 合格 

34 变压器 至卓 荣月朝 83.5 合格 

35 PCB（单面） 常州海弘 姚军 82.5 合格 

36 引线电阻 山达士 何喆 82.5 合格 

37 显示模块 建滔 陈琼 82.5 合格 

38 线体类 顺德崭亮 曾军祥 82 合格 

39 接线座 凯都 何争峰 82 合格 

40 轻触开关 东强 彭晓泉 81.5 合格 

41 线体类 顺成 田春连 81.5 合格 

42 引线电阻 厚声 赵武顔 81 合格 

43 风机电容 丰明 陈安伟 80 合格 

44 风机电容 科晟 谢荣 80 合格 

45 继电器 美硕 卿新华 79 合格 

46 线体类 武汉崭亮 李燕山 78.5 合格 

47 接线座 源峰 杨文 77.5 合格 

48 变压器 佳扬 童洪斌 77 合格 

49 继电器 中汇瑞德 林茂豪 77 合格 

50 触摸屏/液晶/模块 合力泰 林浩朗 77 合格 

51 引线电阻 帝欧宝 吴建刚 75.5 合格 

52 线体类 佛山珠城 李悦 75.5 合格 

53 晶振 雅晶 应金会 75 合格 

54 轻触开关 精萃 邓骅翊 74 合格 

55 线体类 邯郸崭亮 王琨 74 合格 

56 PCB（单面） 佛山骏达 余仕伦 72.5 合格 



 

57 继电器 三友 孟少锋 67.5 需补考 

58 变压器 大忠 李甲亮 67 需补考 

59 PCB（双面） 中山兴达 丁发奎 43.5 需补考 

60 触摸屏/液晶/模块 日光 罗金新 40 需补考 

61 PCB（单面） 珠海骏德 周德虎 / 未参加考试 

62 线体类 盈明 覃琦 / 未参加考试 

63 线体类 合肥建成 林峰 / 未参加考试 

64 接线座 静格 杨小锋 / 未参加考试 

二、总结 

1. 本次参加考试的供应商人数共 60人，参考人员成绩绝大多数处在 80—85分之间，平

均分数为 82.8分，最高分 96.5分，最低分 40分（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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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考试成绩优异（≥90 分）的供应商：风华、番禺启利达、晶石、旺荣、新玉跃、

众之城、艾华、利自加、顺太、至卓、国星光电，进行通报表扬；对考试成绩不达标（≤70

分）的供应商：中山兴达、大忠、三友、日光， 要求立即完成可靠性专业知识学习，查漏补

缺。 

3. 以上考试达标（合格）的供应商，由参加考试人员对内部进行培训并主导开展可靠性

相关工作，美的品质管理部将随时进行现场稽查。 

4. 根据前期美的品质管理部下发的《空品字[2013]756 号 关于对电子关键物料供应商

推行可靠性品质管理的通知》与《空品字[2013]799 号 关于电子关键物料供应商参加可靠性



 

考试的通知》要求：对没有参加可靠性考试的物料供应商，直接考核 5000 元人民币（由财务

部从货款中扣除），考核厂商名单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代码 考核金额（人民币） 

1 珠海市骏德电业有限公司 K.A 756008 -5000元 

2 佛山市顺德区盈明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K.A 757094 -5000元 

3 合肥市建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K.A 553833 -5000元 

4 乐清市静格电气有限公司 K.A 577034 -5000元 

5. 对于本次考试不达标的供应商、没有参加此次考试的供应商要求进行补考，补考名单

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序号 供应商名称 

1 中山兴达线路板厂 5 珠海市骏德电业有限公司 

2 东莞市大忠电子有限公司 6 佛山市顺德区盈明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3 东莞三友联众电器有限公司 7 合肥市建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4 深圳日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8 乐清市静格电气有限公司 

补考时间： 2014年 3 月 28日 下午 14:00—16:00 

考试地点：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镇林港路 22号美的空调研发园区研发大楼一楼

002 洽谈室。 

6. 对考试不达标且不参加补考的供应商将考核 5000 元，第一次未参加可靠性考试仍不

参加补考的供应商将加倍考核；补考不达标者由总经理参加再次可靠性补考考试，直至合格！ 

特此通知！ 

 

 

 

 

 

  家用空调事业部 

                                                       品质管理部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发：六地工厂、各供应商（由供应链管理部转发） 

送：供应链管理部、财务管理部 

报：美的集团科技与品质管理部 

呈：事业部总裁、副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