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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8 第 三 季度郑州市建筑市场诚信建设“红榜”信息汇总表 

序号 征信单位或个人 良好行为信息 认定依据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透水铺装应用技术规程 DBJ41/T161-2016  河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1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高层建筑断桥铝合金窗智能过滤换气装置 专利号：ZL201721023696.5 

2 
河南豫美建设工程检

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证书 河南省科学技术奖项 

郑大三附院“筑梦”QC小组荣获 2018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三等奖 
豫建协〔2018〕38号 

文创园 9#匠心 QC 小组荣获 2018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

管理小组一等奖 
豫建协〔2018〕38号 3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 

绿博 1号二期项目部 QC小组荣获 2018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 
豫建协〔2018〕38号 

飞腾 QC小组荣获 2018年度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 豫建协〔2018〕38号 

一种新型连接结构临边围挡 专利号：ZL201721130944.6 

可调高脚手架 专利号：ZL201720749836.0 
4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有限公司 

一种钢筋自动分段机 专利号：ZL20172075656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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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险房屋加固技术标准》 
JGJ/T426-2018 

（2018年 7月 1日实施） 

《后置混凝土保温幕墙连接件及施工方法》 ZL 2017 1 0141892.0 

2018年度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研究 豫绿建科（评价）字【2018】第 0033号 

地下工程预制构件质量控制研究 豫绿建科（评价）字【2018】第 0034号 

主体结构工程施工操作标准化质量保证技术研究 豫绿建科（评价）字【2018】第 0035号 

青年文明号 郑团文《2017》79号文 

新长征突击队 郑人社奖《2018》222号文 

文明诚信企业 奖牌 

先进单位 郑建文《2018》116号文 

质量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郑建文《2018》116号文 

青年文明号 郑建文《2018》116号文 

5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人先锋号 郑建文《2018》116号文 

诚信自律建设先进单位 荣誉证书 

河南省建设工程投标企业诚实守信单位 荣誉证书 

河南省建设科技工作诚信企业 证书 

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豫建协 NO.17-3-2 

河南省建筑安全先进企业 豫建协 NO.17-2-2 

6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业技术创新先进企业 豫建协 NO.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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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筑业先进企业 豫建协 NO.17-1-2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 豫建协 NO.17-2 

河南省工程建设 QC小组活动优秀企业 荣誉证书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奖状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荣誉证书 

杨向峰 QC小组荣获全国 2018年度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二等奖 
奖状 

发明专利-混凝土楼板预埋线管施工木屑自动收集装置 专利号：ZL201610712059.2 

QC小组活动成果优秀奖—李正正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优秀奖—二项目部星光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一等奖—郝道俊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一等奖—齐威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李清波 QC小组-ALC板材拼缝处裂缝控制施工技术荣获 2017年

度河南省工程建设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 
证书编号：2018kj3021 

王守贞 QC小组-提高钢结构地脚螺栓预埋一次验收合格率荣获

2018年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148 

李清波 QC小组-提高内隔墙 ALC板材安装质量荣获 2018年度河

南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252 

张克武 QC小组-提高屋面泛水施工质量荣获 2018年度河南省工

程    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149 



  - 4 -

贾攀磊 QC小组-外墙大窗口一次成型免渗漏施工技术荣获 2018

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124 

刘现灵 QC小组-提高后浇带施工质量荣获 2018年度河南省工程

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098 

QC小组活动成活二等奖—梁东明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魏刚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谢朝晖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玉兰大厦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李焕玉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李军强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李全忠 QC小组 获奖证书（省建筑业协会） 

李全忠 QC小组（高空大悬挑混凝土结构模架体系技术创新）荣

获 2018年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137 

李焕玉 QC小组（大截面框架柱无孔支模技术创新）荣获 2018

年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157 

张俊山 QC小组（提高结构与 EPC保温板一体化施工一次合格

率）荣获 2018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8QCxz7250 

一种自适应桥梁支座--发明专利 
专利号：ZL 2017 1 1320421.2  证书号：

第 3026564号   
7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一种建筑施工用管道打磨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 2017 2 1613051.7  证书号：

第 7630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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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机械用抹光机--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 2017 2 1620720.3  证书号：

第 7635479号 

一种可调节的建筑用洒水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 2017 2 1057291.3  证书号：

第 7730935号 

2018年度 AAA级信用企业 证书（合作信用联社） 

郑州市总部企业 奖牌 

河南建设行业十佳杰出贡献单位 证书、奖牌、大河报公示 

突出贡献企业 奖牌、文件 

守合同重信用 网站公示：附证书 

建筑工地用平板小车—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201720843509.1 

装配式移动洗手间—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201721053785.4 

自粘型防水卷材铺贴机—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201721054906.7 

科技进步—一种混凝土 T型吊车梁的吊装方法 证书编号：2018-JII05-D2/3、文件 

科技进步—复杂环境下超大深基坑地下连续墙“两墙合一”与

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体系施工技术 
证书编号：2018-JII30-D1/1、文件 

科技进步—南阳电信枢纽楼施工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证书编号：2018-JII19-D1/1、文件 

科技进步—郑州市三环快速化项目京广路互通立交工程第三标

段施工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证书编号：2018-JI26-D1/1、文件 

河南省建筑业优秀施工方案二等奖（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10#学生公寓楼高支模施工方案） 
豫建科（2018）20号、证书 

8 

  泰宏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业优秀施工组织设计一等奖（泰宏建业国际城城 12

号院（B1-01地块）二标段 19#楼工程） 
豫建科（2018）20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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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筑业优秀施工组织设计二等奖（科新苑 C区项目） 豫建科（2018）20号、证书 

建设优质工程—泰宏建业国际城 9号院（B2-01地块）1#楼工程 豫工建协（2018）17号、证书 

建设优质工程—合肥创新产业园二期项目 J区 2#楼工程 豫工建协（2018）17号、证书 

建设优质工程—润翔京沙广场项目 豫工建协（2018）17号、证书 

河南省建筑业前二十强企业 证书编号：NO.17-7 

河南省建筑业先进企业 豫建协（2018）22号、证书 

河南省建筑业技术创新先进企业 豫建协（2018）22号、证书 

河南省建筑安全先进企业 豫建协（2018）22号、证书 

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豫建协（2018）22号、证书 

河南省建设工程投标企业诚实守信单位 豫建招协字（2018）6号 

河南省第二届建设工程“中原杯”BIM大赛—单项奖一等奖 豫建协（2018）1号 

2018河南省工程建设 QC小组活动优秀企业 豫建协（2018）38号 

河南省建设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奖 豫建协（2018）34号 

2018年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交流成果 建协质（2018）6号 

河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铜奖） 豫建协（2018）39号 

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豫建协（2018）40号 

实用新型专利——可调滚轮式建筑勾缝器 专利号：ZL201720576714.6 

实用新型专利——可调式构造柱混凝土浇筑斗 专利号：ZL201720576864.7 

实用新型专利——地下车库用出入坡道 专利号：ZL201720467382.8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内防腐的围护结构 专利号：ZL201720467387.0 

9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

司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建筑装饰幕墙 专利号：ZL20172046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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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建筑用保温吸音板 专利号：ZL201720466478.2 

实用新型专利——鹰嘴形重力自落式闭门器及防护门 专利号：ZL201721415834.4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建筑地基基础结构 专利号：ZL201720466488.6 

10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杨宏伟    

（个人） 

郑州市劳动模范 荣誉证书 

 

2018 第 三 季度郑州市建筑市场诚信建设“黑榜”信息汇总表 
序号 征信单位或个人 不良行为信息 认定依据 

1 郑州康盛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且拒不停工整改

的 

1、局部暂停施工通知书                 

2、整改通知书 

2 
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融侨悦澜

庭南院项目经理王大祥 
项目经理不履职 约谈记录 

3 
润华建设有限公司 

锦荣中心五区 
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多次催缴并通报批评 

4 
河南闽兴建设有限公司锦艺金水湾观臻苑

（3.6.8.10-13、15号楼） 
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多次催缴并通报批评 

5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金地实现名邸 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多次催缴并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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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号楼，4号楼、地下车库 1） 

6 

湖北高启达建设有限公司              

（和昌林与城一号院 13#楼、15#楼、20-

23#楼、25-30#楼、幼儿园、人防楼梯

间、地下车库、辅住用房 2）（美好悦峰

商务中心工程施工）（和昌瑞景园工程施

工） 

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多次催缴并通报批评 

7 

河南瑞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恒祥百悦城一号院 6、7、9、10、11#

楼、幼儿园、地下室及北区商业 3 

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多次催缴并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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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1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