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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某电网企业为例，通过对质量监督现阶段业务的研究和其业务流程的梳理，发现业务存在的漏洞
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举措。通过研究能够及时应对新的形势和需求，对于进一步落实质量管控责任、
加大质量管控力度、把好设备入网关口奠定基础，对有效提升电网物资质量管控质效，不断提升采购设
备质量，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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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ook a power grid enterprise as an example. The writer found out the business vulnerability and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measures through researching present material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sorting out operation flow. Trough the research, power grid enterprises can response to new situations and needs timely. It is of great sig文章引用: 左亚南, 孙峻, 费良骏, 帅健尧, 戴维佳, 赵瑀. 针对电力企业物资质量监督业务的优化研究[J]. 现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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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ce to the strategic target of improving quality control of power grid materials and quality of
procurement equipment, ensuring safe and healthy operation of electricity and achiev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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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力工业对于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技水平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对
于电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供电服务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电网企业承担着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
电、维护公共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随着全国城乡用电量的增加，电网建设速度也随之加快，
规模也不断地扩大。电网物资质量监督业务作为国家电网公司供应链管理的重要业务环节，同时也是保
障采购物资质量，严把设备入网关口的核心业务环节，开展质量监督业务流程梳理优化是具有深远意义
的。

2. 相关理论
2.1. 国内研究情况与最新进展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是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
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制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
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
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抽取的样品应当在市场
上或企业成品仓库内的代销产品中随机抽取。要求随机抽取样品，则可以防止生产者、销售者弄虚作假，
保证抽样检查的客观性、公正性[1]。
(2) 监理
建立监理制度是为了解决我国建设项目传统管理模式存在问题(即投资、进度、质量目标的严重失控)，
改革旧有建设项目管理体制。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外部因素，一是聘请国外的项目管理专家进行项目
管理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银行等银行的贷款条件之一；二是海外工程承包的教训，主
要是在管理、合同上的失误。国家推行强制监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对监理企业法律责任的规定，促
进建筑市场的规范，制约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建设行为[2]。

2.2. 电力公司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国网公司物资质量监督管理是指物资部门、项目管理部门(总部项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
度、标准等，对物资生产制造质量进行监督，服务于物资招标采购、电网建设及安全稳定运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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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公司根据总部要求，结合自身业务需求及组织结构，制定年度质量监督策略，进一步扩大质量
监督范围，对采购的物资进行监造、催交催运、抽检等的质量监督活动。同时结合电工装备智慧物联、
电商物资质量监督等新的业务需求，不断优化质量监督工作开展模式。

3. 某电力企业物资质量监督业务的研究
3.1. 业务背景及现状
质量监督作为保障电网物资质量的重要业务环节，对于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实现电网高质量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电力企业在开展物资质量监督业务相关工作的同时，也需结合电工装备智慧物联
平台建设及应用工作，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物资全生命周期质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3]。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公司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国
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国际领先的发展支撑我国电力强国建设，为供应链创新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与此同时，国网物资部关于 2020 年物资质量监督及供应商管理有关重点工作中
提出要深化落实质量管控责任。督促供应商落实质量保证主体责任，通过平台宣传、合同约定、供应商
大会等形式，加强《产品质量法》宣贯，引导供应商树立以质取胜经营理念。
面对新形势下，电力公司对于质量监督业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包括监造、催交催运及抽检业
务。一是深化落实质量管控责任，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努力做好质量管控工作；二是要持续开展质量监督
策略优化，实现质量监督工作的差异化、精准化；三是要积极扩展质量监督覆盖范围，针对电商物资等
新的管理对象及时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四是创新质量监督工作模式，运用电工装备智慧物联等手段，
打造全方位质量管控新模式，有效提升质量监督工作质效。

3.2. 质量监督封样送检流程
电力公司应该组织和完善物资质量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例如；编制项目物资质量管理计划，维护
物资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分析物资质量信息，建立信息库，并根据质量监督业务的抽检计划做好封样工
作(图 1)。封样送检是质量监督管理体系里重要的环节之一，其送检流程如下：
(1) 封样方案制定。项目单位根据供应计划信息及抽检计划，制定方案，明确封样的地点、时间、数
量、费用和抽检预期目标等信息。
(2) 现场封样实施。项目现场进行现场封样。抽检封样人员至封样现场，抽取样品，填写封样记录(封
样记录表、余料单等)，留取影像资料，完成封样。
(3) 封样样品保管。公司派指定专人负责样品保管工作，杜绝供应商送样，确保样品本体及封样状态
的完好性。
(4) 送检信息报送。电科院根据封样信息，办理样品运输及检测委托手续；根据检测报告向物资公司
反馈检测结果。

3.3. 存在问题
针对质量监督业务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调研，对业务现状进行诊断分析，明确目前的问题和解决方
案：
3.3.1. 质量监督业务提升方向
一是质量监督业务提升方向是否明确。随着电网企业不断地发展与提升，对于物资生产质量管控业
务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质量监督的业务量不断增大，需要更详细完整的质量监督策略来支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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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企业而言，物资生产的质量监督问题会伴随着企业的进步而不断地存在，只有明确企业质量管控的
提升方向和策略，才能为企业后续的质量监督计划展开奠定基础，从而保证企业物资生产质量的不断提
升。

Figure 1. Flow chart of routine sealing and inspection by project unit
图 1. 项目单位常规封样送检流程图

因此，需要明确质量监督业务提升方向。包括明确深化落实质量管控责任、持续开展质量监督策略
优化积极扩展质量监督覆盖范围创新质量监督工作模式等方面的目标。
3.3.2. 质量监督业务模式创新
二是质量监督业务模式是否创新。在明确质量监督优化策略的前提下，对整体的业务模式进行探索。
传统的质量监督模式明显无法满足现阶段的电力企业需求，在效率和质效两方面都不能很好地与目前的
质量监督业务相匹配。
在原有的业务模式基础上，需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将质量监督业务模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逐步扩大业务范围，满足质量监督覆盖要求，实现与现有业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不单单局限
于质量监督业务本身，对业务相关的不同专业进行协同机制的建立，从而保证质量监督业务与物资供应、
供应商关系管理、履约结算、招标采购等业务之间的全面贯通，从业务流程对接、业务数据共享、在线
协同联动等方面，为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3.3.3. 职责分工合理设置
三是职责分工是否合理。由于业务线的增加以及对业务模式的创新，电力企业各个单位的职责分工
相应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调整
基于新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何进行相应调整。针对监造、催交催运、关键点见证、抽检、质量信息收
集上报等业务，明确物资部、物资公司、电科院、项目单位、监造实施单位及供应商等各方的职责分工。
3.3.4. 质量监督业务操作手册
四是质量监督业务流程是否明确。从质量监督的策略制定研究一直到各方的职责明确划分，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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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本身来进行分析研究的。但最终业务落地时，则需要相关的现场工作人员负责业务的推进。因此，
需要将质量监督业务优化的成果宣贯至现场工作人员，相应的质量监督业务操作手册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质量监督业务优化后的业务状况，对原有的质量监督业务操作手册进行修编，针对修改或新增的条
款目录进行整理，帮助相关工作人员更好地理解业务并执行。

3.4. 优化建议
基于业务现状的分析，针对新的业务发展需求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以下重点提升业务，制定相
应的业务优化提升举措：
一是扩展业务范围。针对到货前质量检测、电商物资质量检测、电工装备智慧物联等新的业务，逐
步扩大业务范围，满足质量监督覆盖要求，实现与现有业务体系的无缝衔接。
二是创新业务模式，强化质量数据的分析应用。基于原有业务及创新业务，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
质监信息采集，进一步推进质量数据的归集、分析与应用。通过移动应用软件再抽检封样、关键点见证
等质量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实现质监影像图片文件的实时传输、数据的及时上传、结果文件的自动生
成、地理位置的自动识别等功能，及时、准确、全面、高效的开展实时信息采集，为形成一体化、结构
化和智能化的质监信息数据库奠定基础。可以采用 RFID 电子标签，进一步提升抽检封样的真实有效性，
有效关联分布于不同环节的物资全寿命周期质监信息。同时与实物 ID 进行融合，实现批量质量验收。实
时推送抽检封样实施信息，为预警实施风险，及时调整质量监督实施方案，确保质量监督工作高效开展
奠定基础。
三是强化质量数据的分析应用。基于原有业务及创新业务，进一步推进质量数据的轨迹。分析与应
用。打造完整质量数据链条，实现数据资产从积累到价值创造的过程。
四是深化跨专业协同机制。包括质量监督业务与物资供应、供应商关系管理、履约结算、招标采购
等业务之间的全面贯通，为供应商整体运作效率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针对监造、催交催运、关键点见
证、抽检、质量信息收集上报等业务，明确物资部、物资公司、电科院、项目单位、监造实施单位及供
应商等各方的职责分工，使得提高各方合作和协同的积极性，保证整个流程高效运行。

4. 总结和展望
电网物资质量监督业务作为国家电网公司供应链管理的重要业务环节，保障了采购物资的质量，所
以重视电力企业物资监督管理，优化质量监督举措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主要通过对质量监督现阶段业务
的研究和其业务流程的梳理，提出业务优化的建议。通过建立物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可以不断提升采
购设备质量，确保电网运行安全，为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不仅仅是某个特定部门的职责，而是跨部门跨专业协作的管理体系，所以在完善和
健全物资管理体系的过程中，要不断深化专业协同机制，例如质量监督业务与物资供应，招标采购等业务，
各部门和单位之间也需要职责分工明确，相互协作。针对质量信息采集业务，可继续利用移动互联网等技
术，推进质量数据的归集、分析与应用。利用移动互联网 app 进行远程封样，采用 RFID 电子标签提升抽
检封样，与实物 ID 进行融合，实现批量质量验收等创新模式为确保质量监督工作高效开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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