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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0 首届成都市建设工程“蓉信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区（市）县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施工企业：
2020 首届成都市建设工程“蓉信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于 11 月 19
日圆满完成，赛事经策划启动、专题培训、施工企业自愿申报、协会
组织专家资料初评、成果发布终评答辩等程序。充分调动了会员单位
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引导 BIM 应用在企业经营管理、项目现场管控
等方面实现“落地”，起到了提升行业信息化水平的目的。经审定，
本次大赛施工应用综合组、单项组共评选出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9 项、
三等奖 12 项、优胜奖 15 项。现将大赛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希望获奖单位以本次大赛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不断提升 BIM
技术应用水平；加大技能人才培养，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各建筑
业企业要学习先进，注重信息化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推广，为
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2020 首届成都市建设工程“蓉信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获
奖名单
成都市建筑业协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

2020 首届成都市建设工程“蓉信杯”
BIM 技术应用大赛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施工应用综合组
（一等奖）
参赛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主要完成人

EPC 模式下的 BIM 应用-成都金牛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
人才公寓
公司

于成红、范丝斯、李存、邓兴钊、
李方平、李天豪

航电枢纽工程精细化施工 BIM 技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
术应用
限公司

赵云飞、孙林智、梁勇、张彬、郑
友华、简震、徐永旭、蒙富康

施工应用综合组
（二等奖）
参赛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四川最大“脱贫攻坚”项目（昭
成都建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
公司
置项目）BIM 应用
成都天府机场酒店项目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成都分公
司

主要完成人
陈忠、王建徽、陈清洪、张诚、陈
煦、吴柏林、彭正琼、高正星
潘捷、周玉强、赵文超、黄胜、吴
华成

基于 BIM 的 PPP 项目群信息化应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
用与研究
限公司

刘英、吕治勇、钟楚惠、马均阳、
刘思豪、王云峰、董爱斌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基于 EPC 总承包模式下 BIM 技术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
应用-高新区体育中心工程
限公司

刘廷、陈兴起、刘仕婷、杨华、向
兴东、伊明华、陈冕、王尧

基于 BIM 的多方协同管理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西南分公司

袁内蒙、李航、杨成凡、邵刚、郭
林飞、唐仕川、刘跃勇、朱光强

BIM 综合管理在成都海洋中心二
期超高层项目中的应用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直属
公司
四川柏慕联创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张家国、饶丹、高杨、陈旭洪、倪
茂杰、李签、赵恩民、司云

施工应用综合组
（三等奖）
参赛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迁建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全过程 BIM 应用综合性研究 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货运区 EPC 项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
目-基于 BIM 的项目管理数字化 限公司
应用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
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群项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
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应用
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东来印象项目中的应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用
机械化工程公司
锦和汽车交易中心 BIM 应用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王晋、张小冬、钟娅、路刚、李骏
逸、伍映蓉、雷昭、宋鹤明

鞠明、王文豪、彭开宇、蒋春材、
刘思嘉、靳雨欣、曹洲毅、陈尚军

刘飞、邓金云、谭小聪、胥秘、周
桐、廖盈、沙澎、万雅玲
文豪、孙强、李可然、王杰民、石
海夫、夏伟、郭玉莲、朱欣雨
李安、周奕多、李祥、陈元、朱光
伟、刘兰、黄皓炳

大型综合类场馆项目基于 BIM 技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术的施工精细化管理

卢昊、王健、石元桦、李宁、王兵、
苑庆涛、葛小宁、杨波

BIM 技术在重庆仙桃数据谷项目
的综合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王智凯、涂礼操、叶盛智、李浩然、
邹桃杰、李坤、周学林、廖建兵

数字化设计建造实践-中建西南
新材料研发中心建筑工业化 BIM
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汪洋、唐照威、邱永平、孙攀、龙
志明

施工应用综合组
（优胜奖）
参赛成果名称
BIM 技术助力合谊万璟台住宅工
程品质提升

参赛单位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王智凯、曾子轩、叶盛智、张马、
刘小虞、周坚、周学林、朱发东

基于 BIM 的装饰设计施工运维应 成都建工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用-以成都市院新办公楼为例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尹福绵、吴小冬、唐克强、王鹏强、
夏天、刘艳、罗欢、马乾真

BIM+智慧工地在成都乐天广场
项目中的应用

于成红、范丝斯、李存、邓兴钊、
李荣、刘清华、陈良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中国商飞民机示范产业园一期
项目-钢结构施工 BIM 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潘宏亮、傅珂、杨杰、欧宁、何俊
良、李强、阮江平、罗志

BIM 技术在双流县第一人民迁建
工程的创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宋靖詰、蒋颢、孙东元、陈成、翟
玉刚、孙冬雪、曹巍

东盟艺术学院-艺术中心-BIM 技
术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梁强、石磊、李贵前、潘升、张铭、
雷皓楠、王璞、唐川陵

“BIM+智慧工地”技术在大丰太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平社区 5、6 组地块项目的综合
公司
应用

曹谦、胡申林、杨宇、马亮、侯松
柏、唐蜀东、薛云珂、吴远

BIM 技术在天府新站的应用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赵云飞、丁晓勇、刘震中、康博、
赵炜、罗中、梁钟雨、彭茂林

成都医学城 cGMP 标准厂房项目
BIM 综合应用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彭勇、曹谦、胡申林、杨宇、李阳、
马亮、余漫、张磊

天府新区核心区综合管廊及市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政道路工程（二期）项目全过程
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BIM 综合应用研究

宋鹤明、雷昭、李骏逸、彭媛、刘
冬冬、游新兴、黄崇彬、丁巾芮

施工应用单项组
（一等奖）
参赛成果名称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项目机
电专业 BIM 技术应用

参赛单位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游天亮、吕欣豪、孙长武、魏建辉、
冉斐、张彧博、唐友超、牛海波

施工应用单项组
（二等奖）
参赛成果名称

中关村贵阳观山湖大数据科技
产业园（A 地块）融创九樾府风
景园林 BIM 应用

参赛单位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天艺致远物联网有限公
司
四川天艺优境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万科“沸腾里”-BIM 技术在商业
中天建设集团西南公司
小镇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主要完成人

黄远祥、王昱凡、沈江林、魏荣、
梁堂浩、王涛、杨昆、刘昭海

周乐宾、何家成、潘佳、李凯文、
白兰英、梁杰、刘宇

新建铁路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站后四电相关工程 BIM 应用

中铁八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
公司
四川时代信建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沈弓召、樊启龙、王培国、曹正、
李航

施工应用单项组
（三等奖）
参赛成果名称
2021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场馆
-BIM 技术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三
馆项目中的应用
成都东部新区文化体育中心（东
来印象）机电工程二标段 BIM 应
用
BIM 技术在麓湖生态城 C15 项目
的应用
BIM 技术在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
研究所科学城园区项目施工中
的应用

参赛单位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装工程公司
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四川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
任志平、戴超、王光武、袁问鑫、
闫清越、王晋、袁贵福、艾维
李宇舟、李阳、王鑫、周海梅、谭
希平、陈泳润、程光鹏、王海
王飞、青岚、王亚宇、罗天赐、方
思佳
赵连祥、胥光杰、钟力、王寅、郑
志枭、裴波

施工应用单项组
（优胜奖）
参赛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主要完成人

BIM 技术在新都区泰兴成青苑安
置小区工程项目中的运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于成红、范丝斯、李存、邓兴钊、
李博、王宝磊、刘燿荣、陈杰爽、

攀枝花市政务服务中心机电施
工 BIM 应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张艺凡、李坚、刘凌霄、黄辗、何
涛、寇波

郑州泷悦华庭项目 BIM 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焦育才、杨晓诚、罗彬、邱勇、杨
光、何治林、林鑫、李玉

大邑县二环路北环线项目 BIM 综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
合应用
限公司

陈行、侯圆、方正直、孙亚鹏、门
浩亮、王帅杰、王小奇、肖浪

BIM 技术在天府汇中心项目的综
合应用

程淑珍、范辉林、李川、周颖、钟
力、阳林、吴晓奇、肖博文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四川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