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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 2020 年第二季度建筑市场诚信建设 

“红榜”名单 
（公布有效期三年） 

序号 红榜名单 上榜理由 

一、单位信息 

1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二

等奖 

2019年河南省金杯奖：郑州市郑东新区北三环—龙

湖中环路东立交桥工程施工第三标段(道路工程) 

2019年河南省金杯奖：郑州市郑东新区北三环—龙

湖中环路东立交桥工程施工第三标段(桥梁工程) 

2020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郑州市郑东新区

森林公园山体隧道工程施工第二标段 

2 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红日路道路工程（前程大街-金沙

大街）荣获2019年度河南省市政工程金杯奖 

中阀科技大厦质量管理小组(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

理小组活动成果大赛二等奖） 

四海路质量管理小组(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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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成果大赛二等奖） 

地质科技园项目质量管理小组(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

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大赛三等奖） 

持之以恒质量管理小组(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

组活动成果大赛三等奖） 

宇内质量管理小组(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

动成果大赛三等奖） 

3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郑东新区龙湖外环路-北三环（东）跨线桥工程评为

2019年度河南省市政优良工程 

南三环东延工程（南台路至107辅道）建设工程荣获

2019年度河南省市政工程金杯奖 

2020年郑州市工人先锋号 

支持郑州“安老、扶贫”慈善事业22万 

对荥阳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进行爱心捐赠 

4 
河南国基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施工电梯防护门（专利号：ZL 

2019 2 0955377.0)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箱式房室外空调架（专利号：

ZL 2019 2 1412098.6) 

5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 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架子工团体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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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明专利 ZL201810290243.1混凝土坎台预制装配

施工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建筑施工用物料提升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92102796.74可调式网架顶升

支撑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ZL20192142006.2用于四棱锥形网架

的施工平台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921131285.7节段箱梁调平装

置 

岩棉外墙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施工工法豫建协

（2019）70号 

6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钢筋砼构件装配式建筑构件钢

筋连接套筒（专利号：ZL 2019 2 0642458.5)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土木工程用的基坑支护连接装

置（专利号：ZL 2019 2 0642459.X)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预制混凝土结构的预制混凝土

楼板（专利号：ZL 2019 2 0642454.7)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施工电梯防护门（专利号：ZL 

2019 2 0955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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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箱式房室外空调架（专利号：

ZL 2019 2 1412098.6)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防潮耐腐蚀的基坑支护装置（专

利号：ZL 2019 2 0643087.2)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可以快速吊装的装配式建筑构

件（专利号：ZL 2019 2 0642453.2) 

承建的郑州市三环快速化项目京广路互通立交工程

第七标段，被评为2019年度河南省市政优良工程 

7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

有限公司 

参与制定标准《河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寒冷

地区75%）》（DBJ41/T184—2017） 

河南省安全生产、示范单位 

8 中原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遇见中

原”QC小组） 

9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全生产、示范单位 

10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建筑工地用电线卷线器）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建筑给排水管疏通装置）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建筑给排水管管壁清淤装置） 

11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基础封闭式支模结构和工艺 

 一种建筑工程作业现场蹲便器、坐便器保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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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压式屋面检修口盖板结构 

一种桥梁支座螺栓预留孔定位装置 

一种基于 BIM 的可拆除的现浇箱梁支撑装置 

一种清理脚底污泥的踏步平台装置 

 一种基于 BIM 的模板垂直度校核装置 

可拆卸膨胀螺栓 

一种电渣压力焊变径卡具 

一种铝模拉片去除器 

一种基于 BIM 的建筑临边洞口安全防护装置 

一种基于 BIM 的卫生间地面防渗漏构造系统 

基于 BIM 的快拆式混凝土排水管管枕钢模 

基于 BIM 的移动式混凝土浇筑溜槽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中州杯（省优质工程）（郑

州市京广快速路（北三环-连霍高速）工程桥梁第一

标段）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中州杯（省优质工程）（安

纳西庄园建设项目二标段）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中州杯（省优质工程）（颐

嘉园1#-3#、5#-11#楼及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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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中州杯（省优质工程）（航

空经济服务中心）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中州杯（省优质工程）（郑

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等奖（筑梦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等奖（王威利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等奖（沁园春•

电暴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等奖（007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等奖（不负韶华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等奖（北极星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扬帆起航

质量管理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蒋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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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望湖郡

05-03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鸿运湾创

优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05QC 小

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三等奖（尖刀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匠人 QC

小组） 

河南省工程建设科学技术成果（地铁线路近距穿越施

工及障碍处理综合技术研究） 

12 
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成

果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三等成

果 

13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提高剪力墙楼层水平

施工缝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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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降低住宅工程外窗渗

漏率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提高住宅小区绿化树

栽种一次成活率 

14 
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

程有限公司 

2020年获得“河南省建设劳动奖状” 

2020年被评为“河南省安全生产示范单位” 

国家发明专利：小半径铁路曲线单元的箱桥架空结构

及现浇施工方法 

国家实用专利：一种新型台车行走装置以及台车 

国家实用专利：一种台车转向装置以及台车 

国家实用专利：一种单侧水沟电缆槽模板 

国家实用专利：一种单侧水沟电缆槽的行走装置 

国家实用专利：一种单侧水沟电缆槽台车 

国家实用专利：一种深基坑支护结构 

国家实用专利：一种体外预应力转向装置 

15 
新郑市建安工程有限公

司 
2020年被评为“河南省安全生产示范单位” 

16 恒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龙湖区龙源六街跨魏河桥等三座桥梁及其连接

道路工程施工第一标段被评为“河南省市政优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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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才高街（金水东路-正光路）、正源街（众旺路-

东风南路）道路工程施工（二次）被评为“河南省市政优

良工程” 

郑东新区龙湖区龙源六街跨魏河桥等三座桥梁及其连接

道路工程施工第一标段被评为“河南省市政工程省级安

全文明工地” 

郑东新区龙湖外环路（龙源五街-龙翼一街）等道路工程

施工第五标段被评为“河南省市政工程省级安全文明工

地” 

二、个人信息 

1 
卢永豪（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架子工第三名 

2 
张清明（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总工会关于表彰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和命名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3 
唐汝得（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总工会关于表彰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和命名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4 
穆宁伟（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5 蔡妍（河南五建建设集团 2020年度郑州市五一巾帼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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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6 
梁创（河南五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度河南省建设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7 
李纪中(郑州市正岩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