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市建筑业协会文件

沈建协发[2021]5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沈阳市工程建设质量

管理小组成果竞赛活动成果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企业：

为提升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水平,提高我市工程科技含量

和企业施工技术管理水平，促进企业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

根据《辽宁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管理试行办法》

（辽建协[2009]4 号）的有关规定，经过会员企业自主申

请，通过我会邀请行业专家,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沈阳市工

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成果竞赛活动。

经专家评审委员会对企业申报质量小组活动成果进行审

查评价，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卓越 QC 小组编写

的《提高桥梁梳齿型伸缩缝一次安装合格率》等 41 项质量

小组活动成果评价为 2020 年度沈阳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

组成果竞赛活动成果，现予公布。

希望各相关企业、会员单位继续做好我市质量管理小组



活动成果的开发应用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总结、分享

有益经验，推广应用优秀成果，扎实推进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深入、持续和健康发展。

特此通知。

附：《2020 年度沈阳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成果竞

赛活动成果名单》。

2021 年 1 月 29 日



2020 年度沈阳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成果竞赛活动成果名单

序号 QC 小组名称 QC 课题名称 小组成员

1
中建五局东北公司沈阳恒大御珑湾项目攻坚

QC 活动小组
降低叠合板拼缝部位五点极差超差率

彭伟民、李洪宇、王选东、徐世光、
荆 拓、张利猛、武金刚、邢顺铭、

李 莹、巩向恩

2
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钢结构

QC 小组
提高大跨度钢拱梁一次安装合格率

杨金林、尹苏江、张 莉、侯 捷、
刘畅宇、栾 华、冯明辉、王裕翔、

刘琳琳、魏晓发

3 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卓越 QC 小组 提高桥梁梳齿型伸缩缝一次安装合格率
刘诗迪、孙连宇、邢文涛、黄 宇、
于清峰、贺 浦、全行之、赵春梅、

罗召帅、孙源文

4
辽宁省城乡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府城铭邸项目部“提升铝合金模板

混凝土观感质量”质量管理小组
提升铝合金模板混凝土观感质量

张永辉、沈功强、王天嵩、田袈男、
孙仲一、赵守成、冯 博、崔胜杰、
赵海亮、王发森、崔士勇、孙守全、

常金山、张海春

5
辽宁省城乡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品尚”质量管理小组
利用 BIM 技术降低桥梁工程各专业的

碰撞率

王志余、赵春雷、寇 新、梁晨光、
李天乐、祁鹏飞、王 迪、代 涛、

解丁袭

6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沈阳市铁西宝马项目品质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楼承板混凝土施工质量

王 亮、雷 明、冯春雨、巩向恩、
李友才、姜国志、宫天宇、陈东阳、
李雨杭、李景辉、苏 昊、吕家伟、

吉 森、张 壮、李文宇

7 中建五局沈阳首创禧悦大境项目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外墙保温模板一体化施工板缝拼接

一次合格率

王 亮、雷 明、金 明、吴小鹏、
巩向恩、周 宁、王馨宇、尹崇印、
展 昊、雷文志、陶春宇、武文敏



序号 QC 小组名称 QC 课题名称 小组成员

8
中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沈阳）

贵阳房建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内墙面抹灰合格率

许庆君、佟 强、寇永为、裴兰勇、
赵志全、杨传胜、郑 智、潘 鑫、

金毓红、郭慧珍

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

中海和平之门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叠合楼板电气预留预埋质量一次

验收合格率

刘 驰、陈 晨、王 超、江 鹏、
王兴涛、刘 强、姜晓孙、潘祖研、

王 浩、张子健

10
中建五局东北公司苏家屯中粮项目部“团结”

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楼板厚度一次性合格率

刘克光、岳 强、陈宏宇、王海鹏、
李秋阳、崔文艳、郭忠华、石 磊、

荣厚平

11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铁岭恒大林溪府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混凝土降板成型质量
薛信飚、马森炎、张奇峰、韩林宏、
张晓旭、范成龙、张宏宇、刘浩男、

王 翰、左 彬

12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鞍山新世界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外墙小面砖铺贴质量
彭 庭、张 昊、蒋 涛、吴晓明、
崔超群、冯永亮、肖 伟、常 军、

裘家怡、卢洪壮

13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抚顺恒大华府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坡（复杂造型）屋面混凝土成型质量
龙志勇、姜懿珊、龚智欣、田 野、
毕海梅、李 健、王 鹏、卢洪壮

14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金昌商务中心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预制叠合楼板顶板水平度合格率
葛 虎、马 凯、闫宝玉、解洋旭、
钱鸿明、卢 胜、高 仁、卢洪壮

15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恒大御峰质量管理小组、卢洪壮
提高窗下口防漏水合格率

王浩杰、申 展、陈惠博、夏承娟、
王 勇、邢仁永、王 岩、李青锋、

李景河

16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恒大盛京珺庭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叠合楼板接缝处混凝土质量合格率

马一方、张索龙、陈 刚、张广鹏、
李剑鑫、姚俊杰、赵佳明、汪洪利、

倪敏航、卢洪壮



序号 QC 小组名称 QC 课题名称 小组成员

17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越秀星汇云锦质量管理小组
降低混凝土成型气泡率

金 磊、葛 虎、乔 勃、乔国家、
赵利剑、张 宁、刘朋林、包立国、

强博勇、刘 婷

18
江苏信拓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韩良军沈阳第一质量管理小组

降低高磁环境水准仪测量误差率
韩良军、张红桂、马如友、戴世友、
柯后春、王宏池、胡井泉、武 阳、

史雪松

19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吾悦华府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外窗洞口防水质量

夏德双、胡 齐、王 磊、吴持华、
韩正恳、李 虎、付 伟、赵力行、

王楚迪、张金柱

20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星河湾三期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卫生间反坎二次浇筑质量

张大虎、郭俊奇、李 虎、周光照、
于锦浭、孙鸿恩、韩正恳、付 伟、

赵 博、李树国

21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星河湾三期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外墙螺杆洞防渗漏封堵质量

王楚迪、张金柱、郭俊奇、韩正恳、
张大虎、刘 鹍、李明远、李 虎、

付 伟、李树国

22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龙湖新市府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现浇混凝土成型质量

赵力行、胡清水、李 虎、韩正恳、
付 伟、刘 鹍、李明远、王 棋、

管志祥、刘 刚

2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方公司沈阳融创西城宸阅项目 QC 小组
提高叠合板板带成型质量合格率

何雨明、李 琦、武飞龙、王 强、
陈 晨、钟书磊、田旭光、孙成龙、

谢东朔、范铁峰、曹世纪

24
中建五局东北公司

沈阳中粮锦云项目部信和 QC 小组
提高砼结构屋面 SBS 卷材的细部节点

施工质量

张文华、顾玉龙、胡 明、成 帅、
闫旭升、王丽娜、盛 钰、彭 详、

李 帅、肖 聪



序号 QC 小组名称 QC 课题名称 小组成员

25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沈阳保利海德质量 QC 小组

提高蒸压加气块砌体砌筑质量
彭 彪、姜 治、刘兴广、崔 浩、
付先林、张鹏泰、刘佳启、陈明浩、

石国利、陈 亮

26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住宅、商业
（二期-3）（1）区保利茉莉花园项目提质

QC 小组
提高结构质感 QC 成果

侯乃峰、张国良、庞文阳、张添龙、
尹 航、蒋广林、姚 兰

27
中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市快速路 PPP 项目第二标段

第一质量管理小组

一种临近地铁超长大直径桩基永久钢
全护筒成孔扩孔装置的研制成果

王 祥、张洪涛、孙 康、赵文浩、
耿玲敏、宋昱良、梁雨露、闫许许、

王文琳

28
中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市快速路

PPP 项目第二标段第二质量管理小组
嵌入既有运营道路路基边坡深基坑支护

方法研究创新成果

王 祥、张洪涛、吴红林、赵文浩、
耿玲敏、宋昱良、梁雨露、徐东云、

王文琳

2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新世界王奎 QC 小组

钢栈桥安全运行管理
王 奎、王小红、邹小兵、刘 健、
赵有平、胡梦杰、陈秋鸿、张佳琦、

杜雨阳、王 佳

30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提高框架梁纵筋与劲性钢柱

连接合格率 QC 小组
提高框架梁纵筋与劲性钢柱连接合格率

张春辉、敖军华、许井辉、王 浩、
任 超、张 森、唐 群、桂乐强、

周建辛、李克华、柳新奎

31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提高幕墙埋件合格率 QC 小组
提高幕墙埋件合格率

张春辉、许井辉、王 浩、任 超、
李克华、敖军华、井庆东、史广峰、

张 森

32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提高梁柱节点处高低标号

混凝土拦截效果质量 QC 小组
提高梁柱节点处高低标号混凝土拦截效果

张春辉、敖军华、许井辉、王 浩、
任 超、张 森、唐 群、桂乐强、

周建辛、李克华、柳新奎



序号 QC 小组名称 QC 课题名称 小组成员

3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

铁西华晨宝马质量管理活动小组
提高钢结构屋面 TPO 防水卷材施工一次验

收合格率

王长磊、陈会平、薛 雯、王 众、
胡 波、李 莹、王 琦、蒋鑫鑫、

李 冰、姚 丽

34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

铁西华晨宝马质量管理活动小组
提高隔汽膜铺设合格率

王长磊、陈会平、薛 雯、王 众、
胡 波、李 莹、王 琦、蒋鑫鑫、

李 冰、姚 丽

35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

铁西华晨宝马质量管理活动小组
提高设备预埋件安装合格率

王长磊、陈会平、薛 雯、王 众、
胡 波、陈子牛、李 莹、蒋鑫鑫、

贾子健、姚 丽

36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

铁西华晨宝马质量管理活动小组
狭窄位置混凝土地面振平机研制

王长磊、胡 波、陈会平、薛 雯、
王 众、陈子牛、李 莹、蒋鑫鑫、

姚 丽、张海振

37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辽西北供水工程输水配套工程屋面拱板吊装
QC 小组

提高预应力屋面拱板吊装一次合格率
任占军、刘成汉、黄士波、刘豪辉、
田美顺、王长城、赵 磊、张 啸、

吕 君、王 亮

38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西部净水厂（二期）项目

大跨度网架结构 QC 质量管理小组
提高大跨度网架结构一次性拼装合格率

徐 冰、陈 奎、刘成汉、侯广迪、
杨凯麟、孙冠峰、李春龙、张 野、

熊昌贺、李冬生

39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沈阳西部净水厂
（二期）项目提高圆形水池构筑物混凝土

施工质量 qc 小组
提高圆形水池构筑物混凝土施工质量

徐 冰、陈 奎、刘成汉、侯广迪、
杨凯麟、孙冠峰、李春龙、张 野、

熊昌贺、李冬生

4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东北公司•飞驰人生质量

管理小组
降低墙面抹灰开裂空鼓率

吴 骞、崔之谦、王纪龙、纪 源、
金兆卫、魏 冬、张淳劼、王顺勇

41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 IC 产业项目混凝土平整度控制 QC 小组
基础筏板及华夫板混凝土施工平整度

控制 2mm/2m
陈连武、王彦明、贠浩波、马起昌、

程 权、郑湘琦、刘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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