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建联〔2020〕5 号

关于烟台市建筑业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
评选结果的公示

各有关单位、会员企业：

根据《烟台市建筑业群众性质量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的有关要求，我会组织专家对申报的烟台市建筑业优秀质量管

理小组、烟台市建筑业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及质量信得过班组

按程序进行评审，经评审委员会审定，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

自公示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2020年3月20日-27日），

对所公示的结果有异议的，欢迎举报和反映。举报反映的情况

应实事求是，有具体事例内容。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

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应署明真实姓名、联系

电话。

通讯地址：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63 号 1008 室

邮 编：264003

联系电话：0535-6905983

联系邮箱：ytcia01@163.com



附件：1. 2020 年度烟台市建筑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名单

2. 2020 年度烟台市建筑业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名单

3. 2020 年度质量信得过班组名单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2020 年 3 月 20 日

抄送：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2020 年 3 月 20 日



附件 1

2020 年度烟台市建筑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和优秀成果评选公示名单

一 等 奖（49 个）

序

号
单位名称 小组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人员

1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万华磁山项目 QC 小组 车库混凝土锂级钢化地坪施工技术
王健、曲学良、原婷婷、陈坤、

刘海洋

2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蓬莱市新港街道新社区外墙保温装饰板粘

锚 QC 小组

提高高层住宅外墙保温装饰板粘锚

合格率

罗英浩、吴亚楠、李娟、张玉波、

蔡源

3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匠心 QC 小组 创新型全钢定型立面洞口防护
于伦晓、徐萍、李绪进、孙磊、阮

秀将

4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古现二小 QC 小组

提高外墙干挂铝单板施工质量合格

率

田浩、栾菲、乔飞、王永建、王筱

杰

5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启明 QC 小组 提高卫生间砼结构闭水实验合格率
宋修辉、杨永刚、赵建忠、于海正、

唐志浩

6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

院 EPC 项目 QC 小组

研发超重超高混凝土模板支撑体系

结构施工技术

姜海涛、徐伟滔、逄鹏飞、林园、

吴玮源



7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福山妇幼项目 QC 小组 提高卫生间反坎一体成型施工质量
王众、马名迎、于明超、孙源蛟、

鹿鹏

8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西港单身宿舍区齐保珠 QC 小组 提高高精度砌块施工质量合格率

齐保珠、徐绍洋、初强、陈鹏、初

兰芳

9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5 项目 QC 小组 提高砌体质量合格率
王文灿、李文豪、曾汇聚振、李昕

霖、王慧

10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桐林园 QC 小组
提高结构主体混凝土反坎一次成型

合格率

钱鹏 刘伟 李延磊 王盛军 战月

成

11 山东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嘉安力扬 QC 小组
可调节坡屋面防护脚手架立杆底座

的研制

刘旭艳、马贤起、康文臣、张益铭、

王欣

12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中医医院国医馆工

程 QC 小组

提高现浇混凝土结构预留套管质量

合格率

董志伟、孙修庚、李海腾、龚玉波、

刘伟新

13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崔军彬 QC 小组 提高高强度螺栓一次安装合格率

崔军彬、王涛、王福洋、张世磊、

李忠芳、

14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桐林园管线综合优化小

组
提高管线综合一次安装合格率

刘伟 邵含超 刘健 闫绪甲 于健

成

15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 QC小组 FS 外模板复合保温系统应用技术
林大伟、陈晶、秦菡誉、李卫卫、

孙英杰



16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创新小组 研制盘卷扁钢调直装置
姚安丰、黄惠敏、郭家冬、薛玉林、

迟美玲

17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王涛 QC 小组 提高杯型基础一次成形合格率
崔军彬、辛涛、王涛、崔俊磊、李

忠芳、林千翔

18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瑞景 QC 小组
创新型幕墙变形缝定型铝板组合构

件

孙学武、倪春波、胡杰、宋强男、

徐伟

19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烟台山医院新院项目 QC

小组
室内降水管井封堵质量管控

王昱、吕彩梅、初建荣、刘宁、盖

永浩

20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国际肿瘤医学中心

工程 QC 小组

楼板桥架、管道支吊架地面定位、

钻孔施工创新

徐瑞、杜晓克、李忠、初明水、贺

斐

21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烟台华润中心海豹 QC 小组
超大截面柱支模中方圆扣安装工具

的研制

张鹏飞、张景源、房凯、孙强、毕

卫东

22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创新小组 研制一种手动盘卷材料放料架
马开放、侯日辉、王晨、张勇、刘

燕

23 山东中交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中交航务工程有限公司第三项目部 QC

小组
提高胸墙顶面平整度合格率

张翔、王海亮、张超、马玉霞、张

继磊

24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齐河碧桂园 QC 小组 提高玻璃幕墙施工质量合格率

孟磊、梁孟政、宁轶杰、徐进、邢

旭



25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杨鲁群 QC 小组 《异形挂板免抹灰施工合格率》

杨鲁群、张林城、张志康、张冯玉、

薛芙佐

26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六公司QC小

组

提高螺纹钢焊接检验批质量验收合

格率

王升平、王晓辉、陈成震、刘辉、

王欲娜、

27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双创产业园 QC 小组

提高密肋楼盖（模壳）安装质量合

格率

孟立彬、曲俊、韩飞、金龙、崔洪

禄

28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王晓宁QC小组提高剪力墙钢筋保护层合格率 王晓宁、朱作春

29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市周村区永安办郑

家棚改项目 QC 小组

提高现浇混凝土复合保温板模板施

工质量

孙焕洲、王升涛、陈洪涛、胡志海、

张龙洲

30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威海金猴项目电气安装

QC 小组

提高精装修工程一次结构内线盒安

装的合格率

张振勇、王玮、臧琳、沙江涛、赵

宝昌

31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万科翡翠长安 QC 小组 降低平屋面出气孔渗漏率

孙青鹏、单海龙、唐齐、付翔飞、

唐路明

32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集团有限公司桐林园 QC 小组 降低转角处石膏板吊顶开裂率
盖宝毅 吴伟杰 初丰腾 闫绪甲

邵含超

33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王真真 QC 小组

《提高工程归档资料一次交验合格

率》

王真真、张林城、王洋、战智芹、

林清琴

34 山东新兴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晋科 QC 小组 检查井工具式盖板的研制 吕晋科 徐培满 李岩 隋英男 周树



35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泰未来城项目 QC 小组 提高外墙外保温质量合格率
王文灿、于桂荣、王来刚、王慧、

李亨

36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烟台华润中心海豹 QC 小组 提高安装立管吊洞质量一次合格率
张鹏飞、张景源、陈吉光、孙强、

牛壮

37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艾迪外墙内保温节能研究小组 提高外墙内保温节能施工合格率
隋志盛 邵含超 唐伟 于建成 邹

广林

38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泰启航 QC 小组 降低钢结构屋面板渗漏率
宋修辉、赵科峰、刘晓、王文龙、

王强

39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探索者 QC 小组 屋面排气道施工技术创新
蒋士祥、徐伟、苑国涛、张涛、魏

西强

40 烟台立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探索小组 降低塔式起重机钢索损坏率
蔡琨、柳肖林、尹志良、曲新蕾、

孙树霞

41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艾迪砂浆抹灰防空鼓 QC 小组 降低水泥砂浆抹灰空鼓率
高琪 田海明 潘宋健 李杰 王少

敬

42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泰和新材QC小

组
提高大截面高层高砼柱实测合格率

初旭东 王明智 赵明光 刘玉辉

林圣策

43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科城市之光防渗漏研究小组 降低卫生间反坎渗漏率
王国良 于振军 林晓伟 丛胜涛

王钧



44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李忠芳 QC 小组 降低工程室内墙体饰面砖损耗率
崔军彬、吕昌梅、李忠芳、辛燕海、

王涛

45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 QC 小组 双壁玻纹管加工砼圆柱模板应用
汝建、王京河、杨莉、孙广强、沈

俐秀

46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

分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苹果乐

园 QC 小组
降低生活区消防隐患率

李轶、毕夏辉、韩雪松、王海宇、

王德智

47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飞鸿融创蓝天壹号 QC 小组
提高平板预留时线盒、止水节定位

合格率

刘旭 初善学 刘城宏 田延超 刘

凯

48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

分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工程

者”QC 小组
钢筋调直机防护罩的研制

李轶、蔡体森、曹淑周、李少嘉、

王庆华

49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朱东柱QC小

组
现浇混凝土楼板裂缝的防治 朱东柱、树斌、华杰、郝玲玲

二 等 奖（63 个）

序

号
单位名称 小组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人员

1 烟台德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朱学琳 QC 小组
运用QC方法对剪力墙木模板施工质

量控制

朱学琳、盖明帅、张静、郝晓光、

黄晓莲

2 烟台品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禧嘉园 QC 小组 悬挂式悬挑脚手架施工质量的控制 刘宏权 林文丽 巩洪庆 吕培玲 葛彦琳



3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市周村区郑家棚改

项目 QC 小组
提升肋梁盖塑料模壳拼装合格率

胡志海、王升涛、陈洪涛、张龙洲、

孙焕洲

4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齐心合力 QC 小组
提高铝合金模板混凝土表观质量合

格率

孙玉政、刘高凯、邢彦富、于国亮、

杨静

5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 C-5 小区 QC

小组
提高叠合板中线管安装合格率

王海军、王海波、孙明涛、马天、

王旭光

6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蓬莱碧桂园二期三标段

QC 小组
降低内墙抹灰裂纹的控制措施

姜飞、王晓东、赵富生、费志成、

董振杰

7 山东金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招远市殡仪馆

项目 QC 小组

提高屋面波形沥青防水板一次施工

合格率

李兆庆、李亭豫、赵金波、谢鹏程、

王常春

8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市周村区郑家棚改

项目 QC 小组
提高砂加气精准砌块施工质量

张龙洲、王升涛、陈洪涛、胡志海、

孙焕洲

9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孙建书 QC 小组 《提高分户验收一次交验合格率》

孙建书、张林城、刘孟、张立成、

高辉

10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精工 QC 小组 施工临时爬梯技术创新研究
王一鸣、杨珂、盖林松、王仁明、

生焱鑫

11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龙湖葡醍海湾 QC 小组 提高铝模止水台定位精度
宋海山、李牧航、王家伟、于国亮、

杨方旭



12 烟台立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富伦小组 提高机制砖合格率
王强、贺传浩、曲学诚、杨萍、孙

强、林波

13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郝文嫣QC小组提高电气施工监控系统安装合格率 徐志成、徐悦仁

14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刘双 QC 小组 提高铝合金窗防水质量
刘双、朱晓亮、杨丽平、吕晓燕、

于江涛

15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五公司质量管理QC小组确保地下防水工程零渗漏
刘超、王旭光、王岩、刘霞、邢占

臣

16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威海金猴项目给排水 QC

小组
降低排水管道根部渗漏率

张振勇、沙江涛、王玮、臧琳、赵

宝昌

17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A-45 小区项目 QC 小组
提高预铺反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施工质量

解增清、曹宏良、杨国滨、吕加林、

鞠大为

18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质量处 QC 小组 降低电气安装管盒的损坏率
宫海宁、初燕、刘剑、宫茂良、于

江涛

19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安雪兵 QC 小组 《提高抗浮桩抗浮合格率》

安雪兵、张林城、秦贞东、张冯玉、

王云飞

20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腾飞 QC 小组 创新型混凝土泵管清洗管道
刘磊、孙磊、赵玉峰、张显峰、姜

福花

21 山东中交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中交航务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 QC 小组 提高沥青混凝土路面平整度的合格率 李德锋 刘镇东 谭钰刚 朱年海 李绍菁



22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威海雅居乐冠军体育小镇提高外墙保温一

体板施工质量活动小组

提高 80 厚 TD 挤塑石墨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外墙保温一体板）施工质

量

邵文涛. 魏巍 . 安凤娟. 高伟

晋.高龙 .

23 烟台品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禧嘉园 QC 小组 基础后浇带施工质量的控制与提高
刘宏权、林文丽、巩洪庆、吕培玲、

葛彦琳

24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大郝家旧村改造项目 QC

小组
提高叠合板安装位置的合格率

张德香、王丽红、王翔、刘春阳、

盖晴

25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龙海新区项目 QC 小组 采用 BIM 技术提高砌体的施工质量
张静、高广政、辛奎林、李成龙、

张岩

26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哈工大安装项目 QC

小组
提高高精度要求池壁套管安装质量

孙健军、齐晓帅、路鹏鹏、李卫鹏、

姜智博

27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恒大海上帝景 QC 小组
优化铝合金模板窗企口提高防渗漏

施工质量

于丽强、历彦辰、牟家俊、窦青林、

韩明旭

28 烟台德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姜松 QC 小组
运用QC方法控制高层建筑物的垂直

度

姜松、朱学琳、张大威、姜伟红、

刘月开

29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逸城山色 QC 小组 提高外墙真石漆一次自检合格率
孙川、姜元虎、黄正鹏、翟富生、

孙楠楠

30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勇往直前 QC 小组 提高现浇混凝土反坎淋水合格率
郝光翔、刘长达、李佳霖、吴德凯、

姜文海



31 烟台立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创优小组 提高挤塑聚苯板外墙保温施工质量
侯新春、孙福云、王丰武、王强、

刘鹏

32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蓬莱碧桂园二期四标段

QC 小组

降低楼板开裂和防水部位渗漏的控

制措施

姜飞、刘玉坤、殷华东、王瀚民、

赵天佑

33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莱州瑞莱首府三期QC小

组

提高铝合金模板施工混凝土成型质

量

刘京方、隋中旭、王欢、刘高峰、

赵炳佳

34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基地 QC 小组 新型排水沟研制
王琛瑶、杨九尘、刘建、周成卫、

张晓瑜

35 烟台品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桃源里 QC 小组
混凝土小型预制构件施工质量的控

制与提高

杨永波、姜玉刚、纪文军、张勇、

林文丽

36
莱州市西由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
西建集团 QC 小组 提高内墙抹灰合格率

邓军、吕中敏、李军成、任海堂、

徐磊

37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王卫中 QC 小组 《提高推拉窗扇安全要求合格率》

王卫中、张林城、杨玉乐、杨海涛、

方薇

38 山东中交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中交航务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 QC

小组
降低室内装饰地砖铺贴空鼓率

徐晓龙、郑佳君、李福、翟德文、

王彦超

39 烟台盛泰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盛泰·绿叶制药刘朋飞 QC 小组 提高现浇平板成型施工质量
刘朋飞、陈吉猛、闫晓迪、张猛、

任需坤



40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北方华和家园项目QC小

组

提高外墙螺栓孔自粘网格铝防水胶

带封堵施工质量

孙朝阳、来勇健、戚大峰、王栋、

王伦

41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瑞河新城建项目QC小组
提高叠合板现浇板带接缝及平整度

控制措施

宫润科、王辰、谢长安、刘云飞、

朱少艺

42 烟台双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双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双鹏翱翔QC小

组

提高 PVC 地面混凝土基层施工一次

性合格率

宫来日、王立荣、王君磊、张军凯、

黄隆兴

43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张顺延 QC 小组 《提高威卢克斯窗安装合格率》

张顺延、张林城、王俊斐、江润广、

姜政

44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第三 QC 小组 提高喷涂真石漆的施工质量
宫海宁、宫茂良、吕晓燕、杨玉伏、

张伟芹

45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设计创新小组 二保焊机设计改进
高洁、宫茂良、王文通、盖玉磊、

程璐

46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大都汇ＱＣ小组 降低施工现场签证不合格率 刘双、王磊、高洁、于姣、盖玉磊

47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宋修辉 QC 小组 提高内墙抹灰施工质量合格率
宋修辉、葛洪义、李辉、宋继浩、

林昭志

48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A-25 小区学校扬尘治理 QC 小组 提高施工道路喷淋系统扬尘治理率
刘旭 林伟 田海明 姜海军 林圣

策

49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艾迪 QC 小组 提高封闭母线施工质量 孙利 杨天佑 邵志祥 柳仪伟 闫永坤



50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科城市之光安装 QC 小组 提高铝模板套管预埋坡度合格率
杨天佑 孙利 邵志祥 柳仪伟 闫

永坤

51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之光-QC 小组 降低石膏抹灰空鼓率
薛英磊 李永文 孔祥生 孙太阳

张毓峰

52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万科西雅图 QC

小组
提高石膏线条实测合格率

盖宝毅 刘长锋 刘成林 曲林轩

赵浩男

53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地 3B-QC 小组 提高地暖分水器瓷砖质量合格率
于家洋 盖宝毅 王盛 隋浩洋 左

小龙

54 山东泰鸿置业有限公司 天泰·学府壹号项目 QC 小组 地下室外墙开裂控制
顾元康、胡凯旋、王聪、宋一南、

莫满余

55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QC 小组

水泥混凝土屋面空鼓裂缝质量通病

治理

孙春波、鲍青云、张鹏云、高蕾、

董力尧

56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尚德中学工程 QC 小组 提高混凝土地面施工质量合格率
李守雷、王冲、王龙臣、林行、马

洪伟

57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QC小

组

提高混凝土框架结构实测实量合格

率

李守雷、杨晓磊、王冲、张国川、

林行

58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务实求进 QC 小组 C20 超缓凝混凝土的研制应用

唐运奇、李江波、王文杰、刘彦廷、

史宁宁



59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海知孚里 QC 小组 降低卫生间混凝土渗漏率

王振兴、张国振、张晓丽、王旭亮、

王垚

60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云峰壹号 QC 小组 提高车库种植顶板防水质量合格率

张斌、王亓禹、谢可磊、冷辉杰、

曲家良

61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蓝海水产 QC 小组 提高钢结构基础预埋螺栓准确度

马凤波、汤洪军、孙伟伟、张杰、

柳广良

62
山东新兴市政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
翔宇 QC 小组

提高小半径曲线现浇箱梁腹板钢筋

一次验收合格率

张威旺、郝宏超、栾江涛、蒋国江、

曹潇静

63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莱州人民医院老年病房楼、教学科研楼及

食堂餐厅项目 QC 小组

提高钢筋直螺纹连接接头一次合格

率

刘泉江、王磊磊、郝殿寿、万思源、

林钧凯

三 等 奖（76 个）

序

号
单位名称 小组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人员

1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锐泽化学 QC 小组
提高钢结构压型横装板安装平整度

定位合格率
纪朋、孙饶、张恩聚、宋晓飞

2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氯碱生产办公楼项目 QC 小组
卫生间地漏改进措施，解决卫生间

墙体及门口渗漏问题

于舟、孙茂伟、刘晓辉、宋景涛、

李照善

3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提高轻钢龙骨石膏板吊顶质量合格率 张居胜 李新丹 田日军 吕晓明 杜春来



综合服务中心暨人力资源产业园 QC 小组

4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瑞凯环保材料生产车间项目 QC 小组
提高钢结构厂房围护结构防渗漏性

能

黄广海、王福波、吴少鹏、任伟、

张恩聚

5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洪元QC小

组

提高高基础筏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

质量

杨洪元、姜文超、刘晓斌、杨冰、

吴林林

6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洪元QC小

组
减少混凝土现浇板裂缝的方法

杨洪元、杨冰、刘晓斌、姜文超、

吴林林

7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志兵QC小

组
提高现浇结构模板安装合格率 张志兵、华卫国、凌仕超、仲维杰

8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孙文文QC小组提高模板安装质量合格率 孙文文、修云朋

9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姜元亭 QC 小组 《提高建筑工程铝板拼装合格率》

姜元亭、张林城、孙彬、赵辉、苗

晓政

10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吕晓红 QC 小组 《提高不锈钢内天沟安装合格率》

吕晓红、张林城、杨明珲、石冰、

李萌

11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李振宁 QC 小组

《提高倒置式叠合地基放线准确

率》

李振宁、张林城、王培发、张顺延、

林玉辉

12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翡翠健康城 QC 小组 提高模壳工艺施工混凝土外观质量
姜波、盖正伟、姜宏鹏、李宗盛、

崔腾



13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张少栋 QC小组 《提高 FRPP 排水管安装合格率》

张少栋、张林城、宋文清、邢玲敏、

张华、宋杨、陈莲皎

14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5 小区 B区项目部 QC 小组 降低脚手架搭设伤亡事故的发生率
纪峰、田吉胜、宋文湘、宋馨鹏、

王慧

15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洪升QC小组提高土方开挖施工质量合格率 李洪升、刘书光

16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A-45 小区项目 QC 小组 提高叠合板施工质量
解增清、殷积广、王海峰、王传坤、

李福军

17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大都汇 QC 小组
电气电线、电缆导管敷设安装质量

控制

宫海宁、宫茂良、程璐、王文通、

朱晓亮

18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品园 QC 小组 工具式预制楼梯成品保护盖板研制
温宏建、田文杰、孙磊、黄少骅、

牟蝉

19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心连心 QC 小组 降低现浇混凝土楼板裂缝发生率
王凤连、杨家政、王瑛珺、方家禧、

黄瀚文

20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王磊 QC 小组 降低混凝土楼面裂缝率
王磊、初燕、杨丽平、吕晓燕、盖

玉磊

21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第二 QC 小组 预防卫生间渗水问题
朱晓亮、杨丽平、王磊、张伟芹、

吕晓燕

22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大都汇商业 QC 小组 解决现浇剪力墙“烂根”问题 刘剑 卫茂竹 初燕 朱晓亮 于姣



23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王文通 QC 小组 空心楼盖施工质量提高
王文通、卫茂竹、宫海宁、王磊、

高洁

24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姜先兴 QC 小组

《提高外墙水包水施工验收合格

率》

姜先兴、张林城、王洋、牛大鹏、

蓝晓飞

25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可敬不自量 QC 小组 降低砌体工程砌块损耗率
孙川、姜尚合、杨永刚、刘积岩、

赵建忠

26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徐瑞平 QC 小组

《提高预制楼梯一次定位安装合格

率》

徐瑞平、张林城、王群东、郝威特、

孙晓阳

27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王悦 QC 小组

《提高小规格套管精准预留合格

率》

王悦、张林城、董海莲、于涛、张

立庆

28 烟台德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姜伟红 QC 小组
运用QC方法控制室内给水管道安装

质量

姜伟红、刘月开、兰斌、黄晓莲、

郝晓光

29 烟台德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百年华府工程 QC 小组 提高外墙真石漆施工质量
张大威、姜松、兰斌、盖明帅、张

静

30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苹果嘉园安装项目QC小

组
提高配电箱安装观感质量

王怀震、王鹏伟、王成、刘文科、

孙传民

31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时俱进 QC 小组 提高地暖地面面层合格率
孙成军、张庆涛、汪洋、林怀涛、

杨得志



32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刘剑 QC 小组 提高屋面防水工程质量
刘剑、李美英、朱晓亮、杨丽平、

吕晓燕

33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高洁 QC 小组 砼剪力墙、柱阳角施工质量提高
高洁、刘剑、朱晓亮、李美英、杨

丽平

34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高洁 QC 小组 提高混凝土地面分隔缝质量
高洁、卫茂竹、初燕、刘双、杨玉

伏

35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技术部 QC 小组 墙体砌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宫海宁、宫茂良、王文通、王磊、

杨玉伏

36 山东世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南尧小学装饰 QC 小组 如何提高机喷石膏砂浆施工质量
王国友、刘文章、张家辉、李金燕、

赵婷婷

37 山东世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钢构 QC 小组 提高螺栓球钢网架施工质量
董志强、马蕾、纪辰章、胡豪霞、

刘真杉

38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王磊 QC 小组 确保钢筋保护层质量
王磊、王文通、刘剑、朱晓亮、张

伟芹

39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租赁分公司陈微 QC 小组

提高群塔作业下 QTZ80 塔式起重机

安装效率

陈微、倪文良、赵新妮、陈登科、

崔茂国

40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鑫都·香山悦 QC 小组 提高楼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合格率

蒋富强、门文松、崔佳馨、孙福琳、

张发龙



41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铭仕城项目

QC 小组
降低施工现场扬尘污染

徐加庆、吕彩梅、初建荣、黄瑾毓、

吕慧翠

42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开发区金桥派出所郑江松 QC 小组 提高木饰面板安装合格率

郑江松、冷青、吕淑杰、姜明朋、

贾倩云

43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通姜路 QC 小组 提高沥青路面施工质量合格率

刘玉良、巩磊、姜远洋、张晓斌、

赵朋雷

44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富春山居配套路 QC 小组

提高水泥稳定级配碎石的施工质量

合格率

胡路辉、刘洋、陈晓君、丛群、于

晓文

45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质量处初兰芳 QC 小组 提高公司竣工资料归档合格率

初兰芳、王永海、尹浩诚、王小龙、

孙德洲

46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融创·蓝天壹号项目 QC

小组
提高后浇带施工质量

高琪 李杰 王余余 王旭龙 潘薇

伊

47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桐林园联合支架方案研

究小组
利用联合支架优化机电布置

辛德超 刘玉昊 邵鹏飞 曲延泉

邢雨

48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地华盈星

空 QC 小组

减少毛坯交付房户内地暖砼面层不

规则裂缝率

战月成 王伟杰 李艳涛 李科峰

翟凯凯

49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飞鸿集团金地华盈尚景安装 QC 小组 提升桥架穿墙洞封堵合格率 张浩 孙利 温斌 张军 杨天佑

50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湖葡醍海湾-QC 小组 降低轻质石膏抹灰气泡产生率 王盛军 林圣策 任邢飞 孙浩原 范永健



51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桐林园 QC 小组 提高圆柱干挂石材合格率
盖宝毅 刘成纲 马林涛 王艺博

纪晓东

52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隆泰大厦 QC 小组 提高砼表面平整度质量
吕其臣、王永明、孙明志、姜均生、

于科君

53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职业学院实训基地项目 QC 活动小组 提高混凝土外观质量
李松波、王延鹏、刘玉明、刘玉禄、

王道翀

54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辛龙伟 QC 小组 提高止水后浇带施工质量
辛龙伟、蒋晓东、张志宾、王永明、

于俊杰

55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张世磊 QC 小组 大型预制柱吊装施工质量控制
张世磊、栾图、李飞、孙耀健、王

永明

56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纪鹏QC小组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质量 纪鹏、朱东柱、郝玲玲、华杰

57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杨玉付 QC 小组 降低水泥路面裂缝率 杨玉付、张绍宏

58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大郝家小学项目部 QC 小组 提高梁柱交接处的钢筋安装合格率 王中成、刘辉

59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莱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QC 小组 卫生间防水施工质量控制 张绍宏、丛海祥



60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洪元QC小

组
提高梁、柱节点观感质量

杨洪元、李国盛、胡芹芹、吕建松、

吴林林

61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洪元QC小

组
空腹楼板（BDF 箱体）施工质量

杨洪元、吕建松、郭朋里、吴林林、

胡芹芹

62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洪元QC小

组
控制柱头模板工程质量

杨洪元、郭朋里、吴林林、李国盛、

吕建松

63 山东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嘉安创新 QC 小组 提高外墙真石漆施工质量
刘尚阳、高宁、强继峰、王丽志、

谢竹航

64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莱州福昌·紫云兰

庭工程 QC 小组

提高悬挑结构混凝土观感质量一次

合格率

韩春波、赵辉、杨栋凯、杜怡萌、

李玉娟

65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莱州人民医院老年病房楼、教学科研楼及

食堂餐厅项目 QC 小组

提高现浇高大柱混凝土一次成型合

格率

刘泉江、王磊磊、郝殿寿、万思源、

林钧凯

66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福昌·紫云兰庭工

程 QC 小组

控制地下车库混凝土地面开裂、空

鼓

刘良民、陈振泽、任秀蕾、鞠建波、

吕冠政

67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中昌建设二分公司云峰天和苑商住楼

QC 小组
提高止水后浇带施工质量

由国涛、李翔、李鹏、贾云飞、王

玉琪

68
山东新兴市政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
锋刃 QC 小组 提高单组路缘石码垛效率

林圣超、栾江涛、蒋国江、高立明、

王娜娜



69
山东新兴市政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
流浪 QC 小组 降低预应力空心板混凝土的损耗

杨季华、王书长、柳贵懋、王胜东、

闫立峰

70
烟台奥斯勃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奥斯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磁山御水雅

都 F地块 QC 小组
提高安装线管疏通率

邵进高、刘志远、姜元波、柳建忠、

王建国

71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
瑞银信项目 降低砼地面裂缝率

韩智 赵登辉 于涛 陈龙 朱

文琴

72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
万泰项目 地下室防水质量

修先顶 吕贵昌 牟希文 韩

磊 朱文琴

73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绍宏 QC 小组 提高人工挖孔桩施工质量 王中成、张绍宏

74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志兵QC小

组
怎样提高止水后浇带施工质量 张志兵、朱东柱、仲维杰、刘琛

75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莱山区第二实验幼儿园项目张绍宏QC小组提高砌体施工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张绍宏、丛海祥

76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泰晤士新城 B座商务办公楼项目 QC 小组 提高轻质墙板施工质量合格率
杨君、王富强、林旭、马洪伟、李

明



附件：2

2020 年度全市建筑业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

烟台盛泰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刘朋飞

烟台双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宫来日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升平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洪元

烟台德庆建筑装有限公司 朱学琳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孙春波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鲍青云

烟台品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永波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张冯玉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孙晓阳

山东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尚阳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王大良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学强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付双建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凤娇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孙 娜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侯黎明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任龙龙

山东金都建筑有限公司 李兆庆

山东金都建筑有限公司 王风帅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王邦喜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张世磊

山东泰鸿置业有限公司 娄树权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张鹏飞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

郭爱平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

辛春斋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顾松林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京河

山东世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友

山东世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高 涛

莱州市西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任海堂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宋修辉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 辉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宫海宁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王文通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毕夏辉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陈吉光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 佳

烟台奥斯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进高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李绪进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温宏建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伟杰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 利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彩梅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建荣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田 浩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海龙

烟台立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孙树政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晓宁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郝文嫣

山东新兴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林圣超

山东新兴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吕晋科

莱阳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周小琳

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刘 强

蓬莱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卢成涛

烟台市莱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邹本春

栖霞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王 彬

龙口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姜宏伟



烟台市牟平区城乡建设事务服务

中心

孔凡利

莱州市建设工程事务服务中心 宋 杰

烟台市芝罘区建筑业联合会 袁 健

招远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刘如峰

福山区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韩秀卓



附件：3

2020年度全市建筑业优秀质量管理信得过班组

烟台盛泰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盛泰·绿叶制药刘朋飞 QC 小组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雅居乐冠军体育小镇提高外墙

保温一体板施工质量活动小组

烟台双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双鹏翱翔 QC 小组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六公司 QC 小组

烟台德庆建筑装有限公司 姜松 QC 小组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学胜项目部 QC 班组

烟台品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禧嘉园刘玉刚钢筋班组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张少栋水暖安装班组

山东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嘉安创新 QC 小组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积鹏外墙保温装饰板粘锚班组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中昌悬挑结构施工班组

山东金都建筑有限公司 闫复桂防水班组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崔军彬 QC 小组

山东泰鸿置业有限公司 张泽强班组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烟台华润中心唐登安班组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

砌体班组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莱州同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混凝土

施工班组

山东世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南尧小学装饰 QC 小组



莱州市西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西建集团抹灰班组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宋修辉 QC 小组

烟台洪信建工有限公司 木工班组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何玉林抹灰班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开发区第十小学工程 QC 小组

烟台奥斯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磁山御水雅都 F 地块 QC 小组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人社局项目幕墙班组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处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古现二小 QC 小组

烟台立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桩基施工班组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晓宁 QC 小组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信家园四期 87、88、89#楼、3#商

业（含部分 4#地下车库）项目部钢筋

班组

山东新兴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锋刃 QC 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