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智能建造优秀BIM施工案例赛组（特等奖、一等奖）（02赛组）

获奖编号 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 参赛人员 获奖等级

B0001
BIM 正向设计+施工一体化助力湾区总部经济带
超低能耗智能建造——南山科技创新中心二标施

工总承包

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丽、李定凤、曹诗蕾、李

盈、胡玺、杨昌顺 特等奖

B0002 新建福厦铁路莆田站房屋建筑及配套工程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平、左世军、张志俊、刘

腾飞、武伟伟、陶文金 特等奖

B0003 临安区人民医院及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一期）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万平、王波、吴俊泽、韩升
升、秦文灏、杨裘震 特等奖

B0004 厦门白鹭体育场全过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罗钦富、林中兴、张佳琪、
黄伟宏、唐  洪、赵  胜 特等奖

B0005
BIM技术助力兰州榆中生态创新城科创大道道路
及综合管廊新建工程数字化加转型及精细化管理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曹鹏飞、吕雨、邵传林、赵

国辉、夏家庭、干明 特等奖

B0006
钢筋深化量控RDQCD在沈阳88#项目施工中的研发

与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宙进、孙鸿恩、韩正恳、
樊冲、朱辉、张磊 特等奖

B0007 4-1-01研发楼等43项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优比智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龚应波、丁海龙、谢小东
、侯宣宣、赵宇鹏、李丹 特等奖

B0008

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六合村项目行政办公地块
（C08）行政办公部分及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
目（0701街区）行政办公地块（C08）商业配套

项目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仑、焦磊、刘天雪、刘统
统、王党迎、杨立战 特等奖

B0009 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  上海与之科技有限公司
刘浩、於程席、潘刚 特等奖

B0010 济南高新区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陈应飞、王建国、尹  峰、
唐桂宝、高红霞、孔光远 特等奖

B1001
基于BIM技术辅助太原市扬帆双语学校一期项目

智慧建造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 志、陈振海、陈耀东、
杨珍珍、王 锴、张 昊 一等奖

B1002
济南明水古城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商务会展

产业区工程总承包（EPC）项目一期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

彭荣和、裴亚运、贾洪鑫、
梁永超、张廷钰、尹培宇 一等奖

B1003
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项目智能建造BIM技术

综合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宋筱、杨阳、侯朝、陈嘉鑫
、孙维源、杜金鹏 一等奖

B1004
南宁市万科金域国际一期项目BIM技术施工精细

化管理实践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亮、张绍先、王桂勇、潘
润东、蓝芝任、刘家武 一等奖

B1005 合肥运河新城西城海棠苑工程总承包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姚逢节、王庆祝、潘辰、付

云朋、任天翔、马腾飞 一等奖 修改项目名称



B1006
世界最高多组不对称钢悬挂结构超高层建筑──

贵阳201大厦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罗  杰、夏健平、王  伟、
龙海威、邓小兵、黄清泉 一等奖

B1007 昆明万达持有A1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庞拓、文韬、邓成波、阳林

、李洪、马秀玲 一等奖

B1008
超大体量房建综合体项目施工阶段BIM智慧建造

应用—雄安容东片区2号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于健、刘欢佳、张治杰、商
通、宋世新、陈耀辉 一等奖

B1009 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BIM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备安装

分公司
汪海龙、刘古鹏、倪浩、邹

建国、张宇航、吴桐 一等奖

B1010
智能建造融合BIM技术助力亚运会工程-杭州西站

建设提速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童宇超、蔺军、杜理强、郑

明、邹海涛、严心军 一等奖

B1011
基于BIM的数字技术在哈尔滨金地峯范施工中的

精益化管理融合运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宙进、孙鸿恩、韩正恳、
王本仁、朱辉、韩兴旭 一等奖

B1012 深圳市大鹏新区人民医院项目BIM技术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威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戴泰绵、郭子仪、隗心茶、
杜官通、林伟钦、洪文娴 一等奖

B1013 运河大剧院A区工程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闻玮、黄灿明 、孔维星、 
余怀玉、何泽权、陶晨曦 一等奖

B1014 厦门新会展中心-展览中心Ⅰ标段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赖木火、陈景镇、张坤荣、
梁松红、林殊欣、吴学毅 一等奖

B1015 东山公寓1#、2#、3#楼室内精装修工程 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岳晓申、李明、张磊、杨帆 一等奖

B1016 明发北站中心超高层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訾建涛、陆群甫、常志铖、
陈永林、周建峰、周冰洋 一等奖

B1017 新伊高速公路项目XYTJ-3A标段BIM施工应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攀、林福生、王黎、刘艳
林、张刘永、宋原野 一等奖

B1018
基于BIM技术的智慧建造—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

行区黄河大道一期项目工程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李嘉伟、王希龙、吴玉洲、
樊宝洞、王禄、王凯 一等奖

B1019 一次料场环保治理项目 安徽天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王国松、孙洁、管能俊、方

韬、彭霄、孟宪果 一等奖

B1020

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六合村项目行政办公地块
（C03、C05）行政办公部分及北京城市副中心住
房项目（0701街区）行政办公地块（C03、C05）

商业配套项目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米宏、于彬、梅淼、赵猛、
徐金平、胡朋飞 一等奖

B1021 广州北江引水工程（水源工程）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原水供应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张瑞申、区永刚、罗焰、邢
鹏、张萝丹、柯莉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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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22
数智BIM平台与大型综合文化双馆建设——深圳

美术馆新馆 深圳第二图书馆项目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符翔、曾召民、蒋智宇、钟
文杰、李游、梁锦皓 一等奖

B1023 滁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幕墙工程数字化应用 中建八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欧安涛、王红成、马爱民、

何俊峰、安栋、梁杰 一等奖

B1024 开州至云阳高速（江口-云阳-龙缸段）PPP项目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易守维、秦华明、胡文波、

陈芮、吴彬、刘永祥 一等奖

B1025 四川泰康西南医院项目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范丝斯、于成红、韩超、李

荣、李存、陈程 一等奖

B1026
上海火车站北广场C1地块项目综合机电工程的智

慧建造应用体系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陈亚迪、张宏晨、何嘉、陈
常泽、曹霞珍、王荧 一等奖

B1027 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杨楚桐、彭华、刘凤祥、肖

正东 一等奖

B1028
BIM技术在京杭运河施桥船闸至长江口门段航道

整治工程施工阶段中的综合应用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中交(苏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邬德宇、田会静、曲贝贝、
李金峰、赵建豪、王华原 一等奖

B1029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黄华、蒋成、车瀚、陈达、
范俊洋、周驰晴 一等奖

B1030
“BIM+GIS+IOT”技术在武昌滨江地下空间环路

EPC项目中的智慧化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程文硕、吴樊、姚熙梦、卓

鹏飞、彭天驰、袁博 一等奖

B1031 BIM技术助力于深圳机场数字化建造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刘长宝、胡贤国、刘伯鹍、

龚铖、曲元魁、李其青 一等奖

B1032
雄安启动区EA1EA2NA10市政道路、综合管廊、给

排水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田新国、吴艳凤、邢士奇、
林坤、陈伯元、单忠洋 一等奖

B1033
广州粤剧院-非常规水袖凤冠型剧院工程BIM技术

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胡亚宇、龙尚儒、梁全雷、

张龙、刘威锋、印亚军 一等奖

B1034 茅台广场一期住宅（一标段)BIM技术综合运用
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理工学院
陈长福、吴晗、杨斌、刘静

山、汤雨衡、龙亮 一等奖

B1035
借助BIM技术建造国际首座异型钢木混合空腹桁
架拱与彩色ETFE 膜屋面完美融合的中国天府农

业博览园主展馆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海勃膜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苗子良、刘文军、刘焱、李
鹏、仁思杰、刘峰 一等奖

B1036
北京城市副中心住房项目(0701街区)A#地块第一

标段BIM+GIS+智慧建造一体化创新性应用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华策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甄瑞龙、高峘、尹亚鹏、李
俊达、林志强、滕飞 一等奖



B1037
水库新村征返地项目罗沙南地块施工总承包BIM

技术应用
吴川市陆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文杰、毛宗均、韦博文、
杨森林、林盼、肖真 一等奖

B1038 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周志志、段开祥、刘萧峰、

刘剑、张文阳、黄展欣 一等奖

B1039
浙江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一期项目施工阶段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杜泽航、曹嘉颖、季大鹏、
何登超、唐伟童、任飞鹏 一等奖

B1040
BIM技术在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排练配套设施

项目机电安装工程的全过程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平、张宇航、邹建国、 
田瑞野、谭健、吴桐 一等奖

B1041 成都市排水公司洗瓦堰再生水厂及调蓄池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韩奎、金峰 一等奖

B1042
亚洲最大地铁车辆段-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
线二期（北延）工程公明车辆段施工BIM技术应

用

中建地下空间、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长沙科欧德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刘伟敏、宋启华、袁家强、
彭程锦、谢飞洋、江致礼 一等奖

B1043 BIM技术赋能重庆养和教育项目数字化建造
重庆科恒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安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叶登友、王昌权、李治伟、
罗韩安、石元敏、魏长庆 一等奖

B1044 宜家购物中心上海临空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英格卡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凯谛思建设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唐恺、毛英武、王阳、胡为
超、谢天璞、任庆龙 一等奖

B1045
BIM技术在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10标前期施工

阶段的深度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刘强、危静强、徐亚峰、何
洋、潘远林、弓德朝 一等奖

B1046 柳叶湖国际会展中心工程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刘素军、李晓华、陆建飞、

齐雨迪、聂宇帆、郭靖 一等奖

B1047 国航飞训基地二期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杨玉涛、李悦阳、马嘉霖、

左梁、马云飞、朱志华 一等奖

B1048
BIM技术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期）工艺设

备及管道安装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张飞、何嘉、张宏晨、李娜
、符晓霞、唐晨晨 一等奖

B1049
复杂环境下大型会议中心BIM建造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曾平、林奋彬、马仁刚、邱
硕勋、乐永钰、孙建豪 一等奖

B1050
厦门白鹭西塔超高层项目全阶段BIM技术综合应

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国华、范博闻、张斌、汪
钲东、姚康、张薇 一等奖

B1051 商业项目（G1901-11#）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东、祝永辉、贺延、冯转

霞、高振振、张燕龙 一等奖

B105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建设项目（一期）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秦皇岛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秦皇岛秦建建筑信息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李瑞丰、王洪涛、高金星、

李博熙、王安、刘悦 一等奖



B1053 重庆吾悦广场二标段项目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吕威江、刘丹、林康明、王

宝岩、黄婷、林宇浩 一等奖

B1054 前海交易广场南区总承包BIM技术综合应用
深圳市前海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月、杨东、崔江峰、段伟

、安会丽、杨传党 一等奖

B1055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配套项目（B23）地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边辉、刘思、陈刚、张慰慈
、蔚敬、赵月 一等奖

B1056 广州轨道交通地铁12号线施工管理数字双生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雍毅、李永亮、林登辉、许

永祥、陈华杰、张纬生 一等奖

B1057
BIM技术在北京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03合同段施工

管理中的应用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高新市政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蔡志勇、刘腾、吕金彪、司
典浩、赵瑞晨、孟祥韬 一等奖

B1058
南京双子座EPC总承包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

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林、张忠浩、易川东、郭
鹏飞、李永贺、张利刚 一等奖

B1059
XDG-2011-71号地块建设商业、办公用房（新发
大厦）项目在施工阶段基于bim技术的综合管理

应用

江苏新慧恒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刘宝浩、申青、南针、卞光
华、陶星宇、袁亮 一等奖

B1060 中科院光电所科学城园区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
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赵连祥、钟力、杨志、吴晓
奇、王帅 一等奖

B1061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一期）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马文浩、余德浩、赵连祥、

燕利珍、杨志、吴晓奇 一等奖

B1062 中冶集团西北区域总部项目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博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朱骏峰、乔小明、袁军文、
戴立鹏、岳世雄、赵玉林 一等奖

B1063 基于BIM技术在高层建筑中的综合应用实践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祝祥、吴文锋、周颖、蒲

闽兰、赵国辉、刘玉龙 一等奖

B1064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供电标段和机

电二标段项目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刘伟伟、张兵涛、高泽广、
刘壮壮、张望、韩超 一等奖

B1065
BIM助力中国首座特大型戏剧公园智慧建造—只

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张国旭、徐巍、童晶、刘登
辉、王磊、邢爽 一等奖

B1066 红坳村整村搬迁安置房工程
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仲敏、蒋斯粟、谢泽仁、卢
礼剑、周永佳、陈浩昊 一等奖

B1067 张江“科学之门”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伟导、俞荣仁、吴启晨、

牛朝乾、刘硕、谢天璞 一等奖

B1068 广州市第五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及配套设施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黄永鹏、卢志杰、曾志、刘
根深、黄志堂、刘文召 一等奖

B1069 BIM 技术在济宁农村污水治理项目的综合应用
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市政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陈哲红、段玉三、万志勇、
张超凡、黄 镭、龚立夫 一等奖



B1070 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核电建设分
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
、

中建二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邓亮文、孙胜伟、杜玉萍、
黄松鹏、余启燕、李典高 一等奖

B1071 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熊攀登、刘晶、王君、张梓

嘉、韦文森 、宋培源 一等奖

B1072
黄河三角洲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基础设施项目施

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东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贾振生、金泉、张海涛、田

武、朱乃蕾、王玉龙 一等奖

B1073 青岛伊甸园项目-热带雨林馆施工BIM管理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韦苧、孙雨、周彦春、刘学

帅、石建喜、刘玉峰 一等奖

B1074
宜宾市三江口CBD中央商务区一期工程（SJK-A-

5-1）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

司
袁内蒙、赵培元、李航、唐

仕川、刘跃勇、朱光强 一等奖

B1075 汕头大学东校区暨亚青会场馆项目（三期）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唐健、谢元勋、朱吉喜、蒋

颖雪、陈树江、吴垞燊 一等奖

B1076
BIM技术在丘陵地貌复杂场地群体建筑施工阶段

的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家齐、李昀隆、周颖、蒲
闽兰、吴俊、王腾 一等奖

B1077
BIM技术助力忠县电竞场馆及配套设施项目智慧

建造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谷洋、李川、湛楠、陈枭靖 一等奖

B1078 BIM技术在深圳地铁5号线西延工程的综合应用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冯振鲁、陈凡、赵东阳、胡

月、许哲、谢鹏 一等奖

B1079
广州空港中央商务区一期会展中心项目施工阶段

BIM技术的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孙金辉、田琨、孙东杰、闫
未云、吴恒、唐玮骏 一等奖

B1080
西安国际港务区丝路全球贸易港（一带一路）

BIM助力高效建造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飞、田坤、邵锋、王保卫
、刘轩、方本举 一等奖

B1081
兰州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级集中医学观察
隔离点、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BIM技术

应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詹磊、胡祖强、刘万帅、岳

谦、杨智明、陈斌 一等奖

B1082 四川中铁地中海度假村酒店项目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刘永、李亮科、成雨浓、

张丰超、张磊、朱轩 一等奖

B1083 福州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 阵坂站BIM施工应用
福州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赵跃文、陈志斌、程文楷、
许小端、罗杰雄 一等奖

B1084
长江大保护岳阳水环境治理项目GIS+BIM综合信

息化集成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蒲伟、李川、杜鑫、刘晟、
刁慧兰、邓夏雨 一等奖

B1085 京滨铁路“四电”系统集成一标项目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杨桂林、贾亮、高泽广、刘

壮壮、韩超、马浩 一等奖

B1086 赣电贵府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吕佳、杨尧柳、刘芳、彭振

峰、何强龙、郑成梁 一等奖

B1087 TOD综合交通枢纽广州白云站数智化研究与实践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站房建设指
挥部、

刘建华、钟万才、蒋鹏程、
刘俊、宋耀、叶超 一等奖



B1088
自贡市富荣产城融合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智慧建

造

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自贡市政工程C、D

段总承包部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张陶、崔华英、王世超、赵
鹏、徐浩、张柯 一等奖

B1089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敏学、田冰、廖雅、扬晓

、李渤、李星亮 一等奖

B1090
梦想天境工程总承包（EPC）项目BIM技术综合应

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匡浩、张晓东、林畅宇、赵
家豪、张晓亮、丁雅鑫 一等奖

B1091 广西儿童医疗中心项目BIM+数字建造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南方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林冲、黄之鸣、钟真盛、程
海林、梁东景、马燕冬 一等奖

B1092 深圳市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工程 中交一航局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杨勇、陈阳、许国才、平赛

、褚英健、闫硕 一等奖

B1093 愉景东方酒店及愉景君豪汇公寓项目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沈修文、赵瑞峰、袁金慧、

刘瑞伟、冯帅、郝旭龙 一等奖

B1094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01标段城际

车站I区 BIM+GIS+信息一体化管理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策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钟远享、李小鹏、王媛、杨
兴宝、陈新华、钱晶晶 一等奖

B1095
曲靖三宝至昆明清水高速公路（曲靖段）工程土

建2标段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骁、文韬、何柯、胡亚军
、李川、刘爽 一等奖

B1096 BIM技术助力超高层商业综合体项目落地应用
中建五局（山东）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欧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骆胜祥、刘婷、杨得建、薛

莲、夏兴荣、李奇广 一等奖

B1097
生物城污水处理厂及污水干管一期工程设计-施

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秦成龙、朱天送、杨志、阳

林、吴晓奇、毛恒 一等奖

B1098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1号线二期中大八院站BIM

施工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圳市前海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娄闪、邓永斌、万聪、任辉
、李瑞雨、陈焕洲 一等奖

B1099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一期）精装修工程BIM

应用及落地实施
深圳时代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申颜波、但亚华、李伟健、
严湘䥡、林雪鸿、乔辉 一等奖

B1100
BIM技术在佛山地铁桂丹路站复杂老旧管线、多

期分次交通疏解盖挖顺作车站中的应用
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赖永标、王彩、王飞、乔海
鹏、苟志健、冉启辉 一等奖

B1101 博鳌成美国际医学中心项目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腾天慧科技术有限公司
王鑫、安龙刚、马玉鑫、孙

久帅、陈宁、高旭 一等奖

B1102
益阳市“一园两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

合应用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谢科吾、周叙伦、舒明华、
苏会刚、张媛媛、解莎莎 一等奖

B1103 BIM技术在超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刘翔、李芒原、马松、李金

昊、刘峻铭、李琮 一等奖



B1104 梦想尖山湖EPC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匡浩、张晓东、林畅宇、赵

家豪、张晓亮、丁雅鑫 一等奖

B1105 TFT-LCD 8.5代线高科技洁净厂房BIM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李迪安、齐兆云、常斌、吴

一涵、刘旺、王阿维 一等奖

B1106 南航综合培训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黄振鄂、冯庆、王晨、田永
科、赵杨杨、蒋斯粟 一等奖

B1107 青岛信息与金融产业示范区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段镇、王李辉、李佩、曹森

、杨峰、张毅 一等奖

B1108
BIM技术在临夏州科技馆、档案馆、美术馆建设

项目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智明、火高德、张  鑫、
赵明明、苏健恒、周  敏 一等奖

B1109 中韩(长春)智慧医疗创新基地EPC项目BIM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艾涵、吕帅、孙雨、苏立建

、魏晓东、姜天野 一等奖

B1110
BIM技术助力五粮液酒厂大型群体性工业厂房总

承包高效施工组织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

司
樊玙、邵刚、赵戈亚、李航

、黄霞、杨猛 一等奖

B1111
基于天府新区核心区综合管廊及市政道路工程
（二期）项目的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雄飞、刘冬冬、游新兴、
程琼、田木兰、刘弘毅 一等奖

B1112
BIM技术在南京兴智项目临建和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的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秦亮亮、丁晓勇、李元坤、
罗中、曹健、曾豪 一等奖

B1113 中山农商银行大厦项目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乔鸣宇、夏威夷、岳轮、汤

巍、黄家俊 一等奖

B1114
“环球大动脉”—BIM技术与智慧管廊在通州文

化旅游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中综合应用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卢意、白磊、王翊涵、任正
录、张彬、辛亮 一等奖

B1115
三塘安置房项目-基于BIM的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

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谢志龙、季泽华、黄航斌、
黄钢、任国庆、梁佳辉 一等奖

B1116
BIM技术在萧政储出（2019）14号地块施工全生

命周期运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季旸、李文乾、李志成、茆
玉卓、程欢、陈宇生 一等奖

B1117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

II标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数云科际（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黄文卓、段宗柱、李祝庆 一等奖

B1118 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
中建海峡（厦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杨挺杰、黄志河、林秋平、
陈晓明、余嘉琪、王小颖 一等奖

B1119
北京焦化厂剩余地块保障房项目装配式产业化全

生命周期BIM协同应用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杰、李孟男、邓宝军、张
春宝、郭磊、张涛 一等奖

B1120
基于BIM技术在南飞鸿广场DK-1-B项目的综合管

理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李龙超、韩忠康、张康、王
磊鹏、宿杰、钟成帅 一等奖



B1121
BIM技术助力大型商业综合体工程安庆万达广场

项目智慧建造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曹祖东、吴凡、徐健、王超
、常勇、袁伟 一等奖

B1122 02 河海大学长荡湖大学科技园（一期）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祁迪、韩龑、丘先德、马德

兆、刘圣威、李驰宇 一等奖

B1123 烟台大学开发区科教园区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李富庆、常荣嘉、姜童桐、
夏呈驰、秦江涛、马滔 一等奖

B1124
福田群众文化中心-全国最高文化中心全周期BIM

实践多维度虚拟建造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思阳、颜威、刘灿阳、姚
頔、岑志权、王信康 一等奖

B1125 南京国际健康城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崔琳杰、陈丽红、刘珺璐、

潘恒凌、金树楼、林佼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