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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建筑业协会文件 

    

沈建协[2022]2 号 

 

关于表彰 2021 年度沈阳市工程建设 
优秀 QC 小组的决定 

 

各会员单位： 

根据辽宁省建筑业协会工程质量管理分会文件《关于开展

2022 年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竞赛活动的通知》（辽建协质

[2021]21 号）文件要求，我会经各会员单位推荐、审核发布、

评委会审定，授予中建五局东北公司沈阳中瑞府项目“信和”QC

小组等 35 个 QC 小组荣获 2021 年度沈阳市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

称号，现予表彰。（名单见附件 1） 

希望全市广大工程建设企业以获奖单位为榜样，继续积极开

展 QC 小组活动，并将开展 QC 小组活动作为提高企业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手段，进一步提高 QC 小组成员整体素质

和小组活动科技含量、扎实推进、不断创新、努力开创我市工程

建设行业 QC 小组活动新局面。 

 

沈阳市建筑业协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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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沈阳市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东北公司沈阳中瑞府项目“信和”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外窗口防渗漏质量控制合格率 

     成员姓名    赵彬、雷明、梁彬、姜卓越、佟庆、崔俊桐、张颖超 

2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东北公司沈北中瑞府项目工程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钢筋直螺纹连接一次合格率 

     成员姓名    白宇、程杨、张寻、孙涛、马忠巍、程虎、王昊天 

3    小组名称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沈海热电厂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屋面幕墙安装合格率 

     成员姓名    曲宝川、李伟光、纪亮、张宇宏、张健、龚绪贤、陈占川、杜邦 

4    小组名称    中铁九局六公司沈阳风生水起 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钢桁梁高强螺栓施工合格率 

     成员姓名    栾志光、修政、徐鹏、刘兵、杨镔、柴铭泽、庄文轩、李潇、韩楚天、马书明 

5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东北公司沈阳碧桂园东湖项目质量控制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降低高强混凝土外窗角部开裂风险 

     成员姓名    覃雪峰、辛星、高中德、孙路鹏、李洪泽、张利猛、刘洋、孙震宇 

6    小组名称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项目部 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十字型钢柱一次安装合格率 

     成员姓名    滕鑫、卢文波、裴云龙、刘天、李艳阳、王春杨、曾宪义、董双喜、刘恒、王开元 

7    小组名称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项目部 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倾斜圆管柱一次安装合格率 

     成员姓名    杜郁葱、裴云龙、张贝、卢文波、吴海全、马中原、滕鑫、李奥然、杨素华、王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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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组名称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关村务实 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路缘石安装合格率 

     成员姓名    王维涛、鞠彬、陈玉洋、秦东亮、张鹏、陈健、张金鑫、张善庆、李洋、刘浩 

9    小组名称    中国二十二冶庠序翠园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降低外墙预留孔洞渗漏率 

     成员姓名    于正靖、刘文忠、李波、翟晓宁、栾广民、马立国、韩磊、黄宇、徐昊、范华明 

10   小组名称    中国二十二冶庠序翠园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研制外窗下槛成品保护的工具 

     成员姓名    于正靖、鲍海波、李波、翟晓宁、栾广民、马立国、韩磊、黄宇、徐昊、范华明 

11   小组名称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丹东市第六人民医院异地新建建设项目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降低坡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预留插筋偏差率 

     成员姓名    王金龙、刘天夫、霍彬、尹晓丛、徐佳、栾广民、陈师尧、权庚戌、吕东起、周玉飞、

刘彬彬 

12   小组名称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沈医二院 QC 小组 

     成果名称    降低地下防水混凝土渗透率 

     成员姓名    谢迁、纪少炎、栾广民、白雪峰、朱博文、张立国、赵诗慧、范慧颖、高平、李双兴 

13   小组名称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沈阳保利丁香湖明湖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单侧支模预埋件安装一次合格率 

     成员姓名    曾小鱼、孟晋辉、孙延国、郭云伟、汪莹、宋珺、邹家福、韩金龙、陈旺 

14   小组名称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沈阳保利丁香湖明湖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单侧支模加固体系混凝土施工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成员姓名    曾小鱼、孟晋辉、孙延国、郭云伟、汪莹、宋珺、邹家福、韩金龙、陈旺 

15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沈阳国瑞项目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内墙抹灰空鼓、开裂合格率 

     成员姓名    王金男、张庆生、杜长利、王雷、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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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沈阳地铁 3 号线 4 标段“匠心”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混凝土灌注桩质量合格率 

     成员姓名    王亮、巩向恩、关耀、曲志红、王爽、王雲鹏、王瑞南、孙鑫、吴显艳、桑晓志 

17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沈阳地铁 3 号线 4 标段“匠心”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后张法预应力管道压浆的饱满度 

     成员姓名    王亮、巩向恩、曲志红、王爽、王雲鹏、王瑞南、孙鑫、吴显艳、解琪山、王帅 

18   小组名称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探索者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围墙混凝土基础施工效率 

     成员姓名    王海龙、陶帅、徐延晶、王名洋、于雷、赵岩、齐建策、刘燊、刘庆、徐海潮 

19   小组名称    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卓越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快速路声屏障一次安装合格率 

     成员姓名    邢文涛、邹兆董、刘诗迪、孙连宇、张岩、刘沅赓、胡亮、宋旨健、赵春梅、全行之 

20   小组名称    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人工手掘式顶管施工一次顶进合格率 

     成员姓名    王义平、李辉、张凤谦、郭云鹏、孟阳、李英男、王进坤、姜厚任、刘永、孙静 

21   小组名称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雄安郊野光明 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防水线盒灌装注胶密封质量合格率 

     成员姓名    李春雪、宋鹏、杨永明、李响、金兆燃、裴根极、李博、马四海、商蒙 

22   小组名称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长春青怡坊 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电气线管预留预埋施工质量合格率 

     成员姓名    孙宏洋、滕佳启、邱佳栋、郭雪莹、林星、王砚冬、李航、韩佳慧 

23   小组名称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沈阳保利高官台总承包项目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装配式叠合板安装顶板五点极差验收一次合格率 

     成员姓名    姜治、荆拓、徐峰、卜天舒、王键、张燕、石钰泽、魏殿阁、杨航、彭详、李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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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组名称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沈阳保利丁香湖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叠合板安装板带处水平度一次验收合格率 

     成员姓名    李宗强、孙健、张青森、张有志、才佳明、孙晓伟 

25   小组名称    中建四局北京公司（闽商中心）QC 小组 

     成果名称    研发深基坑局部降水施工新方法 

     成员姓名    薛信飚、赵印刚、金磊、张磊、王瑜泽、张晓旭、张天笑、袁磊、向军、邹恩胜 

26   小组名称    中建四局北京公司（沈阳星河湾）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屋面防水质量合格率 

     成员姓名    金磊、贾业鑫、张大帅、孙琪、刘岩、杨帆、宋奇、李洪岳、李欢、廉瀚 

27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乌拉”QC 小组 

     成果名称    研发一种装配式结构板内预埋可拆解线盒 

     成员姓名    赵伟航，牛锋，刘鹏鹏，孙玉洁，刘振焘，李鸿涛，吴鑫，尹希谦，杨文强，李海元 

28   小组名称    中建五局安装公司威震逍遥海 QC 小组 

     成果名称    研发一种多通桥架装置 

     成员姓名    吴鑫，石超，李发，刘鹏鹏，李鸿涛，赵伟航，赵伟，于琪，牛锋，高鑫波 

29   小组名称    中核华兴沈阳“遇物持平”QC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外墙抹灰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成员姓名    靖大周、刘佳、韩鹤、赵晓月、申之璞、贾成朝、张秀芳 

30   小组名称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辽沈铁军”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外墙清水砖施工质量一次合格率 

     成员姓名    艾欢欢、王新程、李非、霍新安、吴仁猛、刘子玉、付佳、施为政、杨薇、吴志伟 

31   小组名称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辽沈刀锋”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 GRC 构件安装质量 

     成员姓名    李明、孙振华、代永清、吕英智、范东洋、王许、张平、杨璐、宋振鑫、涂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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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组名称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通榆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人行道铺装质量 

     成员姓名    付万千、冯志新、刁连江、郑明兴、关天昊、霍琦、初童明、刘成、张春雷 

33   小组名称    辽宁省城乡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阜新市清河门项目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新旧道路搭接施工质量 

     成员姓名    王志余、寇新、邢伟强、姜磊、王思、解丁袭、何美乔 

34   小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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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小组 

     成果名称    提升抹灰石膏内墙一次验收合格率 

     成员姓名    张永辉、沈功强、王天嵩、李雨龙、赵守成、冯博、张德胜、孙建国、赵斌、王宝库 

35   小组名称    辽宁省城乡市政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昌图县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量管理

小组 

     成果名称    提高生物有机肥在土壤改良工程中的施工质量 

     成员姓名    温超群、张磊、田力强、王迪、姜磊、梁晨光、韩绍伟、顾然惠、张文强、刘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