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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2021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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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优秀施工、

施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技术创新先进企业 

2020年度下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

示范工地-郑州航空港区建港实验有限公司·兴

港·蒲公英东苑项目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工程省级安全文明工地-郑

州市侯寨水厂工程净水厂土建施工二标段、郑州市

郑东新区七里河南路（22KV滨河路-博学路） 

2020年度下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

工地-兴港·蒲公英东苑、渠南路十二标段 

实用新型专利-临边防护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建筑施工用拔钉装置 

1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劲钢柱对接调直装置 

2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2020年河南省房屋建筑项目“大干一百天”劳动

竞赛先进单位-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

二七区马寨镇富丽雅居项目（二标段）、中国文字

博物馆续建工程项目、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

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项目、昆仑望岳花园西苑

项目、绿都澜湾椿园（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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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民活动中心项目第一标段、机械工业第六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科技信息项目（一期）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项目施工

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福达路道路工程（前程大街-环

区东路）、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四海路道路工程（前

程大街-牟兴大街），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

工程省级安全文明工地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福达路道路工程（前程大街-环

区东路）、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四海路道路工程（前

程大街-牟兴大街）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市政工

程金杯奖 

3 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优秀施工、

施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先进企业 

2020年度下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

示范工地：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西四

环段施工一标段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工程省级安全文明工地：郑

州市凯旋路（渠南路-陇海路）道路工程、郑州市

文博大道（西四环-凯旋路）道路工程、南桂路（南

四环-天泰路）道路工程 

2020年度河南市政工程金杯奖：郑东新区龙湖森

林公园山体及隧道工程施工第二标段、郑州市农业

路快速通道工程（雄鹰东路-金源东街）施工第十

标段 

4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优良工程：郑州市民文化服

务区 18条道路 PPP项目：凯旋路（渠南路-陇海路）

道路工程 

实用新型专利：建筑基坑角部用支撑装置 

5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郑东新区南唐道路工程（龙源九街-龙源十一街）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优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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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优秀施工企

业、施工质量管理先进施工企业 

2020年河南省房屋建筑项目“大干一百天”劳动

竞赛工程建设先进单位 
6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优秀施工、

施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技术创新先进企业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 BIM的测绘放样装

置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 BIM的信息化的配

电箱 7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博丰.九玺台住宅小区南区 10#、15#、16#楼获评

2020年度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

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一种高强透水砖（实用新型专利） 

8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奥马广场 1#、2#、4#楼及地下车库 1被评为河南

省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9 
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郑东新区龙子湖区四条道路、白沙园区文明路工程

施工第七标段：行健街、艺慧街（姚桥路—贾鲁街）

荣获河南省市政优良工程 

10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五龙口项目安置区 S-01-03地块 2#楼被评定为

2020年度下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

示范工地 

11 河南五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一种建筑结构加固用砂浆混合设备实用

新型专利 

郑州市鼎盛大道（郑密路-大学南路）道路工程施

工第三标段被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认定为“河

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示范工地” 12 恒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优秀施工、

施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技术创新先进企业 

获得专利：一种装配式建筑预制件及专用设备 
13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获得专利：一种新风系统 

14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获得专利：一种装配式集成钢结构建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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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专利：水厂水质检测报警装置 

获得专利：一种数据中心局部等电位箱 

获得专利：一种污水处理站远程控制箱 
15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获得专利：管道标签的创建方法、装置、设备及计

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国家级标准图集：装配式桥梁设计与施工 

16 
郑州市市政工程勘测设计

研究院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进水检修一体化雨水检查井井

口 

17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8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专利：一种建筑表皮的控制方法 

二、个人信息 

1 
杨鹏飞（河南五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杨鹏飞同志被评为 2020年河南省房屋建筑项目

“大干一百天”劳动竞赛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2 
申振铎（河南五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申振铎同志被评为 2020年河南省房屋建筑项目

“大干一百天”劳动竞赛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3 
戚劲松（河南五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戚劲松同志被评为 2020年河南省房屋建筑项目

“大干一百天”劳动竞赛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4 
李勇敢（河南五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李勇敢同志 2020年河南省房屋建筑项目“大干一

百天”劳动竞赛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5 
刘少杰（河南五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刘少杰同志 2020年河南省房屋建筑项目“大干一

百天”劳动竞赛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6 
陈绍林（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管

理先进个人 

7 
高国超（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管

理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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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秦福兴（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管

理先进个人 

9 
邱峙（河南省第一建筑工

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管

理先进个人 

10 
闫怀峰（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管

理先进个人 

11 
高昊（河南国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被评为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质量管

理先进个人 

12 
蒋矩平（科兴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 

发明专利：一种自粘沥青胶结料及其制备方法及包

括所述沥青胶结料的可与潮湿基面粘接的裂缝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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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2021 年第一季度 
建筑市场诚信建设“黑榜”名单 

（公布有效期一年） 
 

序号 黑榜名单 上榜理由 

一、单位信息 

1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原区金地拾光春晓园工程，在建设单位未依法取

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施工，其行为

违反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

定;依据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的规定。 

2 广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原区金地拾光春晓园工程，在建设单位未依法取

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情况下，未及时

向郑州市城市综合执法局报告，其行为违反了《郑

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据了

《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3 
河南勇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郑州通讯管线架空线缆入地航海路向南 50米过碧

云路顶管 6直工程，施工单位违法分包工程，其行

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三款的规定；依据了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4 
郑州基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其行为违反了《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依据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5 
内蒙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其行为违反了《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依据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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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南华众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其行为违反了《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依据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