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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文〔2020〕232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 

关于发布郑州市 2020年第三季度建筑市场 

诚信建设“红黑榜”名单的通告 

 

按照《郑州市建筑市场诚信建设“红黑榜”发布制度》（郑

建文〔2020〕37 号）有关规定，由市城建局联席办公会议依照

有关程序审核、告知，经郑州市城乡建设局研究决定，现对郑州

市 2020 年第三季度建筑市场诚信建设“红黑榜”名单予以公开

发布。现将结果通告如下： 

一.“红榜”单位： 

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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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惠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二.“黑榜”单位： 

    河南朗驰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通告。 

      

附件：郑州市 2020年第三季度建筑市场诚信建设“红榜” 

      名单 

 

 

 

                                 2020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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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郑州市 2020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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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达路 QC小组荣获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

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1 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海路 QC小组荣获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

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郑州市民文化服务

区18条道路 PPP项目：长椿路（丹水大道-雪松路）道路工

程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郑州市四环线及大

河路快速化工程 PPP项目大河路标段 

实用新型专利：超长超大钢筋骨架加工装置及吊装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跨越现有道路的运梁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现有桥梁上新建上层桥梁的运梁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运梁上桥转轨结构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壹等奖-

风雨同舟 QC小组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壹等奖-

匠运 QC小组 

2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2021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壹等奖-

市政先锋 QC小组 

3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批河南省省级工法-超高层型钢-混凝土结构

跳仓式施工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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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第一批河南省省级工法-高层建筑变形缝墙体定

型钢模反支撑安装施工工法 

2020年度第一批河南省省级工法-薄抹灰高精砌筑墙体施

工工法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伟业上城1号院2#楼 

建筑施工和探照灯（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筏板基础养护基础（实用新型专利） 

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郑州市农业

路快速通道工程（雄鹰东路-金源东街）施工第三标段） 

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航空经济服

务中心） 

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月湖商业中

心二期） 

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碧源月湖荣

园1#、2#、5#-7#、10#-13#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2020年度上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沁

阳碧桂园凤鸣府总承包工程） 

2020年上半年度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

（郑州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土建施工06标段） 

发明专利-一种地砖铺设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构造柱穿筋预留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盘圆钢筋原材调直过程中的防缠绕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销钉销片收集器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满堂架立杆顶丝安装预调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 BIM的剪力墙模板定位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室外隐藏式空调机平开百页窗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有组织排水露天石材台阶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临近既有建筑物深基坑新型钢结构组

合支撑 

实用新型专利基于 BIM的快速可周转管道吊洞工具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楼梯砂浆饰面层施工工具 

实用新型专利新型铝模墙柱根部封堵装置 

4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伸缩式电梯井硬防护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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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地铁车站基坑土方开挖用全覆盖可移动

防尘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工地用可移动装配式的垃圾分类微型回

收站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 BIM的剪力墙施工缝处模板支托加

固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 BIM的标准化楼板线盒预埋定位模

具 

实用新型专利挤出型砼纤维板安装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拆卸伸缩式防护栏杆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直线段预应力管道通孔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曲线预应力管道通孔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移动式悬挑升降工作平台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无障碍通行负重小车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盾构机出洞施工的新型钢套筒连接机构

及连接装置 

河南省省级工法(现浇楼板管线优化免剔凿压槽施工工法) 

河南省省级工法(大弧度溢流面复杂结构钢筋混凝土梁桥

拆除施工工法) 

河南省省级工法(地铁车站轨行区后浇板封堵施工工法) 

河南省省级工法(绿色全封闭超大体量砂石料仓储存输送

施工工法) 

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郑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土建施

工04标段) 

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

新郑综合保税区）八号安置区小学、第九初级中学施工总

承包) 

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复杂地质预制沉管井施工技术) 

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建筑企业集团一体化财务管理系

统) 

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市政桥梁节段预制梁悬臂施工关

键技术) 

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南三环东延工程（南台路至107辅

道）建设工程第六标段) 

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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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YJ-2019-05QC小组） 

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ZZYJ-05QC

小组） 

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愚公移山

QC小组） 

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追梦者 QC

小组） 

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滨河西路

QC小组） 
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杨长青 QC

小组） 

二〇二〇年度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启智 QC

小组） 

二〇二〇年度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三等奖（金沙国

安府项目 QC小组）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银奖（天伦开元城三期76#楼）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铜奖（郑州市金水路西延（嵩

山北路至金水路）道路工程施工一标）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金奖（欧洲工业园公共服务配

套项目一期工程）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银奖（郑州东区未央220千伏变

电站工程）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银奖（郑州航空港（航东）220

千伏变电站工程）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银奖（郑东新区锦绣路小学项

目）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银奖（安纳西庄园建设项目第

二标段） 

河南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银奖（中牟产业园区白沙安置

小区工程项目 BS17-06-02地块） 

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豫发·国园玖号院） 

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合格（河南企业联合大厦） 

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合格（郑州东区未央220千

伏变电站工程） 

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合格（航空经济服务中心） 

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合格（郑东新区锦绣路小

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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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威枫香庭西院2#、3#、4#、5#楼”获得2020年度河南

省建设工程中州杯（省优质工程） 

2019年度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房屋建筑工程低

损耗施工技术创新与应用） 
5 

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2020年度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河南公路港务局

2#3#立体仓库） 

清华大溪地10号院（住宅六期）建设项目 A标段19#楼河南

省建设工程中州杯 

昌建东外滩建设项目（三期）8#楼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 

大正鲲园（1#-10#楼、15#楼、地下室及地下车库）河南省

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永威瑞和苑3#楼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6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郑地美景东望五期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2019年度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行业质量诚信企业 

7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一等奖-

筒仓质量管理小组 

中国移动（河南郑州）数据中心项目（BO1号数据中心生产

机房、BO2号数据中心生产机房、CO2号生产动力中心、FO1

号消防水池水泵房）项目荣获2020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

“中州杯”奖 

郑发大厦项目（一期）工程荣获2020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

“中州杯”奖 

金领·九如意项目荣获2020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

奖 

纬四路18号院（丙院）住宅楼改造工程7、8号楼及地下车

库工程被评为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 

纬四路18号院（丙院）住宅楼改造工程9、10号楼及地下车

库工程被评为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 

恒大悦龙花园7#楼被评为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

优质工程 

富田·九鼎世家18#楼项目被评为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

程建设优质工程 

郑州市马头岗污水处理厂一期一级 A升级改造工程土建施

工一标段项目被评为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

工程 

8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郑州市马头岗污水处理厂一期一级 A升级改造工程土建施

工二标段项目被评为2019-2020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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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目6#、7#、8#、9#、10#、11#

楼及地下车库项目被评为2020年度上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

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东京大道道路建设（十三大街至十五大街）及综合管廊建

设项目被认定为2020年度上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

化示范工地 

绿都站马屯翰苑三期工程被认定为2020年度上半年河南省

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中机六院高科技信息园项目 BIM技术应用荣获首届工程建

设行业 BIM大赛（建筑工程综合应用类）二等成果奖 

和昌盛世城邦28#地装配式项目 BIM技术应用荣获首届工

程建设行业 BIM大赛（建筑工程综合应用类）三等成果奖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校区综

合实验楼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天骄都市广场8#10#工程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郑东新区金光花苑 I期棚户

区改造项目工程施工五标段 A16#楼工程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郑州京广快速路（北三环-连

霍高速）工程桥梁第三标段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郑州市京广快速路（北三环-

连霍高速）工程桥梁第八标段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郑州市马头岗污水处理厂一

期一级 A升级改造工程土建施工一标段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郑州市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

施工第四标段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郑州市双桥污水处理厂工程

厂区施工二标段 

2020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科新苑 A区 

2020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天一鑫港1#2#3#4#5#6#7#

楼会所及地下车库工程 

2020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郑州市颈肩腰腿痛医院郑

东院区项目 

2020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郑州市农业路快速通道工

程施工第四标段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优秀奖

——（猎鹰 QC质量管理小组） 

9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度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优秀奖——

西四环二标段 QC小组“提高节段预制拼装桥梁现浇0#块纵



- 9 -

向预应力管道施工合格率”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壹等奖

——西四环二标段 QC小组 

2020年度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西四环二

标段 QC小组 

2020年度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贰等奖

——紫荆山 QC小组 

超大跨度飞标准断截面预制节段梁拼装无边跨施工工法-

豫建协（2020）68号 

搁置式型钢平台凌空混凝土结构施工工法-豫建协（2020）

68号 

门式起重机节段梁悬拼施工功法-豫建协（2020）68号 

预制节段梁1#块拼装施工工法-豫建协（2020）68号 

预制节段梁可移动式不平衡支架施工工法-豫建协（2020）

68号 

装配式建筑转换层预留钢筋定位施工工法-豫建协（2020）

68号 

装配式框架预制外墙板拼缝防水施工工法-豫建协（2020）

68号 

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原阳县人民医院综合

建设项目第二标段-豫建协（2020）49号 

河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淅川县人民医院异

地迁建工程 

2020上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东干

城城中村改造村民安置房项目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鸿园·银杏苑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西四环二标段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郑州市颈肩腰腿

痛医院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综合实验实训组

团 

实用新型专利  具有调平功能的支撑装置

ZL201921976514.5 

实用新型专利  砂石过滤装置-ZL201921891918.4 

实用新型专利  用于桥梁防撞墙的伸缩缝盖板

ZL201921823045.3 

实用新型专利  预应力钢绞线防张器 ZL201921824392.8 

2020年上半年度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



- 10 -

——航南创新服务综合体项目三标 

2020年上半年度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

——宏宇国际城二期（北区） 

2020上半年度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

——河南师范大学综合实验实训组团 

2020上半年度河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

——新乡医学院图书信息楼建设项目 

博丰.九玺台住宅小区10#、15#、16#项目获“2020年全省

建筑工程安全文明                                                        

标准化示范工地” 10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技术在恒大得崔华庭项目中的应用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 三等奖 

高速地产和园二标段，荣获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

程 （豫建协[2020]49号） 

郑州市郑东新区南塘中学教学综合楼，荣获河南省建筑业

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豫建协[2020]48号） 

高速地产和园二标段，荣获河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

工程 （豫建协[2020]48号） 

11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河南国基突击分队 QC小组  荣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2020年度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一等奖 

郑州市消防指挥暨应急救援中心室内装饰工程获得2020年

度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省优质工程） 12 
河南惠美装饰集团有限

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环保建筑装修用安装设备 

一种大断面隧道三台阶七步法向双侧壁导坑法转换的施工

方法（省级工法） 

基于 BIM技术基坑自动化监测施工工法（省级工法）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环保沥青回收装置） 

13 
中交一公局第七工程有

限公司 

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混凝土输送管的支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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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2020年第三季度 

建筑市场诚信建设“黑榜”名单 

（公布有效期两年） 
 

序号 黑榜名单 上榜理由 

一、单位信息 

1 河南朗驰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开发的智能科技园项目中，未及时足额向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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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