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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南京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成果获评

名单 

一等奖（58 项） 

序

号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类

型 
正副组长 

1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提高长江漫滩地貌下桩

基泥浆处理达标率 
攻关型 陈刚 刑澄 徐晓晖 

2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钢桁架杆件管箍焊接加

固新方法 
创新型 严宝峰 蒋文翔 

3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不同标号墙柱梁板

节点砼施工一次合格率 
现场型 巫敏 郑磊 

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预制剪力墙连通腔

灌浆质量一次验收合格

率 

现场型 林敏 刘健 夏正西 

5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提高网架高强螺栓紧固

一次合格率 
攻关型 宋敏 于洋 

6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型悬挑脚手架接火斗

的研制 
创新型 贾健 刘杰 秦忆璇 

7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降低锅炉片式管屏拼接

缝变形率 
现场型 刘海正 王金梭 

8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低位送风集成条缝（灯

具）风口研制 
创新型 王翠 张子群 薛涌亮 

9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提高预应力叠合梁叠合

板吊装施工质量 
攻关型 赵军 杨中华 赵本超 

10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现场用电能耗节约

率 
问题型 顾益朋 张智 

11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提高桥梁承台大体积混

凝土施工-次性验收合格

率 

现场型 马梦飞 谭敏捷 

12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双曲面采光顶施工

合格率 
现场型 刘震 王宇 邵伯康 

13 
南京市第九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新型电梯井工具式提升

工作平台的研制及应用 
创新型 江晓昕 崔指瑜 

14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混凝土叠合

板上金属电管安装合格

率 

问题解

决型 
滕堃 袁国新 

15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研制一种狭小空间保温

钉粘贴装置 
创新型 

徐佳佳 王翠 夏飞   

宫瑾 

16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屋面圆弧泛水施工

合格率 
攻关型 洪忠卫 陈克荣 薛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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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提高大型塔座预应力精

轧螺纹钢穿孔一次验收

合格率 

现场型 邢鹏 郄继凯 

18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高强螺栓连接板安装滑

道研制 
创新型 杨晓铭 高凡 吕龙耀 

19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劲性结构中倾斜钢

板剪力墙施工质量一次

合格率 

现场型 
龚云飞 彭东林      

刘建宇 

20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提高密肋楼盖模施工质

量 
现场型 曹文轩 李逵 赵本超 

21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沉降观测点标志装置的

研制 
创新型 张帅 范海军 王彬彬 

2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地下室外墙水平施

工缝施工质量 
现场型 

王永刚 徐善昌     陈

海华 

23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降低地下室混凝土裂缝

产生率 
现场型 

袁迎鹏 薛涌亮        

周晓红 

24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囊式扩体锚杆施工

质量 
现场型 陈爱明 袁明晨 

25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提高智能分流井混凝王

外观质量一次验收合格

率 

现场型 孙巍 常钟 

26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设备预埋地脚螺栓

一次安装合格率 
攻关型 秦国平 王从岭 

2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填充墙电气暗配管

理预埋一次合格率 
现场型 

戎建波 李奎 魏梦宇  

洪旭 

28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墙体抹灰合格率 现场型 周懿斌 袁卫兴 杨强 

29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装配式整体式剪力墙结

构装换层外墙平整度控

制 

问题型 史公勋 孙一鸣 

30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地下室底板后浇带施工

质量控制 
现场型 于东贵 李山 

31 
南京嘉年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提高 PC 墙与现浇剪力墙

之间施工缝成型平整度

一次施工合格率 

现场攻

关型 

徐知言 杨国伟        

刘三山 

32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预制叠合板一次安

装合格率 
现场型 张俊 杨国伟 赵凌波 

33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盘扣式模架体系早拆的

新方法 
创新型 宋松 张浩 

34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提高长江漫滩复杂地质

条件下地连墙施工质量 
攻关型 嵇旭东 冯敏 

35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与预制剪力墙交界

处现浇结构的合格率 
现场型 付振明 王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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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砼楼梯施工质

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攻关型 黄骏 黄兵 王铎 

37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复合填充模体

密肋楼盖的一次验收合

格率 

问题解

决型 
孙登松 吴敏捷 

38 
南京市第九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活用智慧工地技术，推进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管理型 陈凯磊 刘行兵 

39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长江漫滩地区基坑

降水效率 

问题解

决型 
宋华 张程 

40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装配式住宅叠合板

支撑体系一次验收合格

率 

现场型 张维国 吴小聪 

41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型钢梁空中安装定型化

吊篮施工平台研制 
创新型 袁桂生 张孝锐 

42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脚手架悬挑工字钢矫直

新方法研制 
创新型 闫成标 赵斌 

4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复杂管线抗震支架

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现场型 

戎建波 李奎 魏梦宇  

洪旭 

44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提高 PC 构件预留孔灌浆

饱满度 
现场型 陈思宁 李根 

45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预制柱钢筋套筒灌浆节

点灌浆质量控制 
攻关型 庞涛 沈正凯 

46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

司 

提高电气竖井桥架防火

封堵质量 
改进型 黄健 陈兴华 

47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提高铝合金模板现浇混

凝土一次成型质量 
现场型  张昊鹏 丁云斌 

48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降低抗浮锚杆垂直度与

桩位偏差值控制工具技

术创新 

创新型 
廖文 舒正文 孙林冲   

王宗浩 

49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 

提高住宅叠合板施工的

一次合格率 
现场型 李志伟 刘腾 

50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

司 

现浇结构楼梯施工质量

控制 

现场创

新型 
张超 付爱平 

51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丙烷脱氢反应器法

兰堆焊一次合格率 
现场型 邓浩吉 成飞 

52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箱型钢结构柱空中精确

拼接辅助装置研制 
创新型 袁桂生 张孝锐 

53 南京宁安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陶棍幕墙的安装质

量及一次验收通过率 
攻关型 

陈亚军 孙敏 刁鹏鹏 

郁锋君 

54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提高预应力旋喷锚索的

施工质量 
攻关型 宗俊 顾方尧 于小杰 

5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劲性梁柱节点钢筋

一次验收合格率 
攻关型 来庆磊 徐楠 孙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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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坡形楼板平

整度合格率 
攻关型 来庆磊 徐楠 张旭 

57 
南京国忠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电梯井作业平台的研制 攻关型 何洪根 陈小琴 

58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ALC 外墙板施工质量控制 现场型 

陈飞翔 马天静 齐国民 

杨飞 

二等奖（84 项） 

序

号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类

型 
正副组长 

1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屋面钢桁架地面拼装胎

架研制 
创新型 袁桂生 张孝锐 

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高大空间结构脚手架连

接件创新做法 
创新型 陈凯磊 陆汉时 

3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地下室耐磨地坪一

次验收合格率 
现场型 施德忠 刘波 

4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提高屈曲支撑安装效率 管理型 张鹏 石亚峰 

5 
江苏东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仙林幼儿园项目 QC 小组 攻关型 韦星 邵国全 叶兆飞 

6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屋面防水施工质量 

问题解

决型 
储开平 黄家河 

7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应用 QC 原理提高叠合板

施 E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攻关型 杨益民 赵高平 

8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确保基础卷材防水施工

质量 
现场型 李小俊 朱永平 

9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确保塔吊附墙杆安装质

量 

问题解

决型 
顾强 王彬彬 曹钱江 

10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金刚砂耐磨地坪成

型质量合格率 
现场型 许一峰 葛小明 

11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住宅外剪力墙一次

性成型合格率 
现场型 麻金峰 梁彬 

1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确保钢管桩与高强混凝

土组合柱的成型质量 
攻关型 陈凯磊 陆汉时 

13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一种小尺寸的剪力墙变

形缝模板安装方法 
创新型 闫要涛 徐正良 

14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混凝土楼板厚

度合格点率 
现场型 周桂祥 宗汝兵 彭澎 

15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超长曲面石膏板侧帮质

量控制 
问题型 申晓进 翁俊杰 

16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施工现场工人实名

制考核合格率 
管理型 麻金峰 梁彬 

17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降低水池构筑物池壁渗

漏率 
问题型 柯道兵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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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扬州天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全钢大模板剪力墙

门窗洞口混凝土观感质

量 

攻关型 刘亮 赵伟 何鑫 

19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大体积混凝土施工

质量 
现场型 石金星 马振宇 黄锐 

20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提高长江漫滩地貌单元

钻孔灌注桩合格率 
现场型 龚盛财 何先炜 

21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预制剪力墙预埋插

筋定位精度合格率 
现场型 付振明 王代尧 

22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屋面砖铺贴一次验

收合格率 
现场型 

朱家栋 刘佳杰        

杜长栋 

23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降低预制混凝土实心方

静压施工质量缺陷 
现场型 李曌 魏昂 俞善富 

24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地下室混凝土施工质量

控制 
现场型  潘浩 黄宏 

25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钢纤维耐磨地坪施工质

量控制 
现场型 赵加俊 董金龙 

26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高层住宅间隔式消

防连廊工字钢焊接质量

一次合格率 

现场攻

关型 
张俊 戴向阳 杜鹃 

27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市政道路沥青路面

面层平整度合格率 
现场型 朱飞龙 杨波 

28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提高工程竣工资料组卷

成册的效率 
管理型 郑彦兵 金立军 

29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固定模台生产预制构件

混凝土蒸养质量控制 
现场型 褚国政 朱霞 

30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厂房大面积地面施工质

量控制 
现场型 李海平 薛益宏 

31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梁底钢筋保护层施

工质量一次合格率 
现场型 曾强 潘景国 范伟 

32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助脚焊缝一次焊接

合格率 
问题型 

陈德正 孙剑 郭鑫    

杨红 

33 
江苏新蓝天钢结构有限

公司 

提高钢结构防腐质量一

次合格率 
现场型 徐进贤 陈龙 

34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溧水

校区建设项目施工总承

包 

现场型 杨顺 王康 

35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基础筏板大体积混凝土

施工质量控制 
攻关型 毛灿华 邵明明 

36 
江苏兴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蒸压轻质加气砼

（ALC）砌块砌筑质量 
现场型 郭斌 顾成锋 

37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 70mm 厚复合发泡水

泥保温板粘贴一次性合

格率 

现场型 魏国金 黄国林 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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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降低大型塔型现场立式

热处理变形率 
问题型 吴江 吉怀军 田野 

39 南京振高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水利房建工程砌体

抹灰合格率 
现场型 陈先全 周祥 

40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旋挖桩混凝土浇筑

标高合格率 
现场型 李林 蒋正林 

41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超长曲线造型混凝土结

构质量控制 
现场型 陈斐 杲晓 王文晋 

42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超大构筑物水池满

水试验一次合格率 
攻关型 孙鑫盟 

43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提高装配式外墙防水一

次验收合格率 
攻关型 史公勋 赵锐 罗沙龙 

44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建筑墙板安

装一-次合格率 
现场型 周仪 何鑫 

45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提高桩间挂网喷浆施工

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现场型 郑彦兵 纪成姣  

46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后锚固填充墙拉结

筋抗拔承载力合格率 
现场型 许峰 周勇 

47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大截面高标号框架

柱砼成型质量 
攻关型 周月波 陈超 

48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确保住宅工程室内净高

无偏差 
攻关型 张建林 昝玉峰 张雷 

49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铝模板混凝土成型

质量 
现场型 

李拥军 董兴智       

任鹏程 

50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减少重载路段检查井提

升施工的质量缺陷 
现场型 李广金 赵伟 

51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二次机构预埋电导

管、线盒、配电箱的一次

合格率 

现场型 戴忠华 王年旭  

52 
江苏锦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外窗防渗漏工艺创新 创新型 吕钢 杨劲松 戴军 

53 
南京市第六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控制剪力墙端头混凝土

施工质量 
现场型 周欢欢 周涛 

5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劲性结构中钢筋穿

越钢结构施工质量一次

合格率 

现场型 
龚云飞 刘建宇 袁伟 

黄瑜 

55 
南京武家嘴建设有限公

司 

提高 pc 外墙与现浇结构

连接质量 
创新型 花文林 丁邦显 邢辉 

56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刚性屋面观感效果 攻关型 郭明顺 刘余诚 朱永红 

57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基础底板超前止水

后浇带施工质量 
攻关型 袁桂生 张孝锐 

58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提高二次结构砌筑工程

施工质量 
攻关型 

杨帅帅 张晓龙        

蒋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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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砌体工程腰梁砼一

次浇筑质量 
现场型 

李卫华 刘超磊        

陈海华 

60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人工挖孔墩的施工

质量 
现场型 祁金金 王件根 

61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钢筋绑扎观感质量 现场型 
孙海军 冯亮亮        

尤鹏程 

62 
江苏大才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住宅工程二次机构

施工质量 
攻关型 陈世明 钱海 

63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超长超高挂板的成

型质量 
现场型 祁金金 朱星星 

64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

司 

运用 QC 方法防止路灯地

脚螺栓腐蚀 

问题解

决型 
黄健 陈兴华 

6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劲性柱梁柱节点钢

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现场型 候忠 韩阳 

66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减少高含水率软弱地基

高压旋喷锚索施工流沙

量 

攻关型 刘亚新 腾晓军 

67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厌氧反应器罐焊缝

施工质量 
攻关型 吴成兵 蒋以奎 

68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超高层外窗边防渗

施工质量 
现场型 徐方 唐威 陈新明 

69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外墙花篮拉杆上拉

式悬挑脚手架工字钢预

埋螺栓套管一次性定位

合格率 

攻关型 李拥军 甘金寿 祖斌 

70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全玻幕墙的质量控制 创新型 刘虎 袁源 

71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提高逆作法施工中格构

造柱的垂直度 
现场型 

桑胜利 刘建平        

刘维志 

7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确保焊接工艺合格率 现场型 曹佳华 鲁永林 

73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地下室防渗漏施工

合格率 

现场攻

关型 
段群林 杨海龙 吴飞 

7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 BIM技术在抢工工程

中的 4D 工期管理应用 
管理型 徐楠 李文强 孙斐 

75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降低超深基坑岩石基底

垫层厚度超标率 
问题型 夏小军 王亚东 

76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 

提高预制楼梯安装一次

合格率 
现场型 冯彦祥 李雪 

77 龙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结构施工质

量 
现场型 

陈开明 杨丽娟        

赵善红 

78 
扬州天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屋面防水卷材一次

施工合格率 
现场型 姚振 王慧 高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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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控制大面积混凝土楼板

成型尺寸偏差 
攻关型 赵国华 赵卫 

80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钢筋电渣压力焊接

头质量 
现场型 李大新 朱建 

81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提高 BIM模型的综合建模

效率 
现场型 王俊峰 王宇杰 

8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降低 SYJ保温隔声轻质混

凝土地坪质量缺陷率 
现场型 徐方 唐威 

83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降低产业化住宅工程叠

合板楼板施工不合格率 
现场型 高群波 韩正俭 

84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升外墙保温施工观感

质量 
现场型 李拥军 舒信海 黄安 

三等奖（113 项） 

序

号 
申报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类

型 
正副组长 

1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确保主体钢筋保护层厚

优良 
现场型 许峰 周勇 

2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混凝土底板超前止

水后浇带成型质量 
现场型 陈奎武 孔德功 

3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梁板、墙柱节点不同强度

等级混凝土浇筑创新 
攻关型 滕彪 陈晨 

4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提高榨油厂钢结构制作

和吊装质量 
现场型 陆锋 齐景春 

5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圆弧结构一次成型

合格率 
现场型 袁金海 蒋斌 

6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提高混凝土框架柱一次

验收合格率 
攻关型 

袁涛 魏云波 李超    

刘学 

7 
江苏锦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市政道路工程中路

沿石一次施工合格率 
现场型  杨稳生 俞晓华 

8 
南京市漆桥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ALC 蒸压加气混凝土内墙

板墙体裂缝质量控制 
攻关型 

孔令虎 高国阔       

吴新河 

9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以精细化施工促进超前

止水后浇带质量控制 
攻关型 李卫华 蔡忠勤 

10 
南京永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现浇钢筋混凝土坡屋面

施工质量控制 
现场型 

杜友宝 蒋敬敬       

杨建国 

11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基于 BIM的管线综合降低

管线碰撞率 
攻关型 吴凯 许峰 

12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墙体砌筑塞缝施工

质量 
攻关型 吴康 周峰 

13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提高蒸压轻质加气砼

（ALC）砌块砌筑质量 
现场型 

薛勇 高兴斌 陶生伟 

武海峰 

14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内墙抹灰施工合格

率 
现场型 戴忠华 王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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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应用 QC 方法提高填充墙

与砼接触面的裂缝质量

控制 

现场型 朱继友 李佳宾 

16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地下室承台砖胎膜施工

质量控制 
现场型 蔡向东 柏光正 

17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精细化施工大跨度预应

力混凝土梁 
攻关型 李卫华 蔡忠勤 

18 
扬州天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车库顶板上安装升降机

卸载技术创新 
创新型 辛增秋 刘亮 王飞 

19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后浇带施工质量 攻关型 孙健 王杰 

20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圆管柱对接横焊一

次性合格率 
攻关型 蔡峰 陈辉 王雷 

21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运用 QC 方法保证雨污水

管网施工 
现场型 徐强 

22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砌体填充墙抗裂效

果 
攻关型 袁桂生 张孝锐 

23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外墙干挂石材施工

质量 
现场型 石大平 周凡 

24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提高窗四周细部质量的

合格率 
现场型 何正荣 陶得钢 

25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混凝土板面裂缝的控制 攻关型 李维宏 徐凤祥 

26 江苏明淳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框架柱砼成型质量 攻关型 陶兴忠 何萍 

27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预制（pc）构件剪力墙质

量控制 
现场型 程爱保 顾文东 魏来 

28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型钢砼柱施工质量

合格率 
现场型 朱继友 周伟 

29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砌

体灰缝质量 
攻关型 许峰 周勇 

30 
南京国忠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混凝土结构钢筋保护层

厚度控制 
现场型 

何洪根 陈小琴        

梁小琴 

31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提高梁柱核心区叠合柱

柱脚安装合格率 
现场型 李盛 靳亚北 陈松 

32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地下室防水施工质

量 

技术攻

关型 

马伟峰 童仁斌       

顾益华 

33 
南京海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筏板基础大体积混

凝土施工质量 
攻关型 芮敏 徐志林 

34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

司 

地下室钢筋混凝土墙体

非结构性裂缝的控制 
现场型 陈国平 杨利伟 

35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屋面防水工程施工

质量 
现场型 刘忠平 尹涛 金洪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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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现浇混凝土空心楼

盖的施工质量 
攻关型 郑波 李超 

37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提高地下室外墙防水一

次施工合格率 
现场型 陈戎 何永 周伟 

38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降低特殊环境下深基坑

支撑梁拆除的事故次数 
现场型 陈春林 郑义浩 

39 
江苏大才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住宅工程地坪施工

一次成型合格率 
攻关型 王丽娟 俞德兵 

40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提高混凝土外观质量，确

保优质结构主体 
现场型 

梁臣 王开心 林明明 

吴骏阳 

41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创建优质工程的质量控

制 
攻关型 王国华 易跃华 

42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 

逆作法地下室通风施工

技术改进 
攻关型 张斌 曹小林 

43 
南京市漆桥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超高大跨度预应力梁的

施工质量控制 
攻关型 

孔令虎 高国阔        

吴新河 

44 
南京市高淳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提高施工现场环境保护

质量 
现场型 赵德平 殷瑞虎 

45 南京宁安建设有限公司 
探索外剪力墙竖向支模

接缝平整度质量控制 
创新型 季军 徐伟 周荣 

46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精细化管理 创建标准化

安全文明工地 
管理型 李卫华 蔡忠勤 

47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 SBS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一次施工合格率 
现场型 李拥军 张贵阳 刘超 

48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分公司 

提高二次结构锯形构件

定位放线精准度 
现场型 方昌伟 汪亚伟 

49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提高外窗防渗次验收合

格率 
现场型 

唐秋喜 徐明明        

张存乐 

50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降低现浇泵送混凝土结

构楼板裂缝发生率 
现场型 丁林 谢旭东 

51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屋面泡沫混凝土施

工质量 
攻关型 

邢卫华 李钰铨      

吴德菊 

52 
南京市漆桥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外墙窗台防渗水施工质

量控制 
攻关型 

孔令虎 孙寿林      

金荣波 

53 
江苏欧凯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钢筋绑扎观感质量 现场型 陈青 傅杰 

54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钢结构管桁架焊接变形

施工质量控制 
攻关型 魏广全 魏明 刘光伟 

55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钢筋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现场型 邵志华 曹国军 

56 龙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基层质量一

次性验收合格率 
问题型 

谷志刚 刘改林       

张爱国 

57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沉井施工速度 现场型 吴盛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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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沉井的偏差控制 攻关型 景开明 陈庆平 

59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大跨度管桁架球型

铰支座安装效率 
现场型 袁桂生 张孝锐 

60 
江苏兴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梁柱节点砼观感质

量 
攻关型 纪以新 王雪银 

61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大面积混凝土施工

质量控制的研究 
研究型 孙志强 罗先军 

62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大型榨油厂蒸发器吊装

施工技术创新 
创新型 齐景春 王俊峰 陆锋 

63 
南京海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外墙真石漆一次性

验收合格率 
现场型 徐志林 刘平平 

64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钢筋绑扎观感质量 现场型 谷杰 于小刚 

65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墙体砌筑工程施工

质量 
攻关型 石登峰 许峰 

66 
江苏大才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沥青砼路面平整度 创新型 胡圣龙 潘超 

67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高支模支撑体系施工质

量控制 
攻关型 王义元 周琪源 

68 
昆山市经协建筑装璜有

限责任公司 

运用 QC 方法确保干挂石

材幕墙安装质量 
现场型 孙伟 黄士开 

69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

司 

外墙保温一体面砖装饰

质量通病的控制 
现场型 陈伟 刘飞 

70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减少生态仿石铺装面层

接缝泛碱 
现场型 郭福建 汪洋 

71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现浇结构模板安装

合格率 
现场型 潘兆君 

72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提高超大型能源站管道

支撑布置质量 
现场型 陈超 郑晓勇 

73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混凝土楼面收光一次成

型，防治混凝土开裂 

现场攻

关型 
陈戎 何永 周伟 

7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基于智能化监测系统的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裂缝

控制 

攻关型 徐方 唐威 陈新明 

75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多层住宅特殊结构

防渗漏一次施工合格率 
现场型 蒋正林 曹大胜 

76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保温隔音地面的混凝土

裂缝控制 
攻关型 朱成 周志庆 

77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混凝土现浇面一次

成型质量 
现场型 陈奎武 孔德功 

78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 

二次机构砌筑成型质量

控制 
攻关型 张黎明 丁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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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混凝土楼梯成型质

量 
现场型 周新华 朱继友 

80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地下室外墙防水施工质

量 
攻关型 谷杰 于小刚 

81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提高楼梯踏步立面石材

铺贴一次成型合格率 
现场型 唐敏 郭骞 

8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大面积混凝土施工裂缝

控制 
现场型 来庆磊 徐楠 黄浩 

83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后浇带施工质量 现场型 李敏 陈超 

84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屋面施工质量控制 现场型 苏斌 肖振宁 王焕然 

85 
江苏锦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蒸压轻质加气混凝

土保温板（NALC)的施工

质量 

现场型 邢海福 史科春 

86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 YK 接头连接质量 现场型 何辉 巢忠 

87 
江苏锦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对在建工程项目安全生

产管理手段的创新 
创新型 杨稳生 邢海福 董芳 

88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侨谊河东侧经济适用房

（拆迁安置房） 
现场型 何正荣 陶得钢 

8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关于外木饰面板观感质

量问题的把控 
问题型 黄晓群 朱建其 

90 南京振高建设有限公司 
改善生态砌块安装外观

质量 
现场型 朱朝明 陈爱华 

91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混凝土模板安

装施工质量 
现场型 李小海 周亮 

92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沉井下沉质量控制 QC 课

题 
问题型 文以道 季建军 

93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电渣压力焊接头一

次合格率 
现场型 周勇 张永巧 

94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提高基础施工的运作效

率 
攻关型 唐言图 陈超 

95 
江苏东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回收螺杆应用在钢管脚

手架拉结点上的创新 
创新型 严国平 黄青龙 吴江 

96 
南京天泉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窗边渗水质量

控制 
攻关型 

曹光照 朱金根 陈晗 

张雪峰 

97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提高砂岩土层旋挖成孔

灌注桩赶作业施工质量 
现象型 沈晓春 张兴祥 

98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高层商业叠合板楼

板施工质量 
现场型 戴忠华 王年旭 

99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提高逆作法施工中

结构混凝土成型质量合

格率的研究 

攻关型 郑欣 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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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提高抹灰质量减少

空鼓开裂的新工艺研究 
创新型 杨贵沙 周彬 

101 南京振高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堤防预制块护坡施

工质量合格率 
现场型 俞荣 李代武 

102 南京振高建设有限公司 
降低棒磨基础大体积混

凝土裂缝发生率 
现场型 邢光星 李代武 

103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提高内墙抹灰施工质量 现场型 潘兆君 陈坚 

104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流水线生产预制墙板质

量控制 
现场型 褚国政 张涛  

105 
南京海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地下车库混凝土自防水

施工质量控制 
现场型 严陈明 贺园媛 

106 
南京海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对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裂缝的控制 
现场型 龚伟 张泰然 

107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浅谈内支撑梁拆除施工

优化 
现场型 

刘旭 吴永良 朱俊     

施博 

108 
扬州天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改进施工质量有效提高

工程渗漏防控 
攻关型 姚振 王慧 何鑫 

109 
江苏东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徐工消防车联合厂房屋

面底板安装工艺 
创新型 徐进贤 徐庭 

110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

司 
提高后浇带施工质量 现场型 陈军 周威 

111 
南京天泉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楼梯安装合

格率 
现场型 

宋虎 张文俊 刘宏      

陈银生 

112 
江苏通州二建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 公司 

PC 预制构件吊装质量控

制 
现场型 顾宗华 瞿建 

113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楼梯安装一

次合格率 
攻关型 刘启友 郑杰 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