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一 ：

第三届
“

市政杯
”

应用技能大赛综合组比赛结果

一类成果(8项）

编号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中交（汕头）东海岸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汕头东海岸塔岗围片区市政工程设计和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
01-141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应用 肖潜、 王辉、缪程武、 王帆、 袁宗义、杨彪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公司

01-173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泰和水厂100万m3/d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全生命周期BIM应用 于锋、 徐晓宇、 张引玉、 彭夭驰、 顾厢达、 高志强

上海水业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CBD区域交通综合治理工程EPC项目中BIM技术的全过程
01-217

王元生、 段海林、 刘鑫、 吴越、 董晓伟、王梓硕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应用

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洛阳市火炬大道建设工程设计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01-375

刘卫民、 刘浩丹、 吕 一 品、 刘昊、 张杰、段军辉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智慧建造技术在江苏园博园（一期）项目的深度应用01-402

张润东、 孙晓阳、 边辉、 于健伟、 景袁媛、 何宗该林同倓国际工程咨询（中匡）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埔地吓水质净化厂三期工程BIM全生命周期智恁应用01-499

李翊君、 司马勤、 李思博、杨颂、 黄带菲、 袁健深圳市环水启航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1-504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厦门翔安大桥项目设计、 施工中的应用 林立华、 朱继新、林路宇、姜安龙、 张兴军、 周滨

厦门路桥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建三局水

务环保有限公司）

01-573 中建武汉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建设运
武汉黄孝河、机场河流域治理全生命周期BIM应用 霍培书、 汤丁丁、夏云峰、 周艳、 赵皇、 刘军

营有限公司

二类成果(15项）

编号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2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阳市污水处理厂项目BIM精益建造 卢春亭、新书平、 李忠明、 穆庄庄、 刘文杰、 王迪01-027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01-119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小清河景观带齐烟揽华段洪园桥工程BIM技术应用 王继宽、 秦庆亚、 杨杰、王桂达、 郝震宇、姜红波

01-1 45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郑州地铁4号线一标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潘红伟、王永刚、 郑菩、袁鹏、侯瑞锦、 刘国涛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01-1 77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斯里兰卡阿塔纳水厂工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杨楠、 钱浩隽、 李国金、甘霖、 罗阳、 胡康

合肥万像建设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01-270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 常泰长江大桥主塔沉井BIM技术应用 周功健、 姚发海、王艳蜂、 赵小静、 张海华、 郑光

福州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01-360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福州地铁5 BIM技术在福州地铁五号线一阴工程中的应用 刘墨云、王晓丹、陈志斌、 刘世康、 刘旭涛、 蔡玄梓

号线土建2标机电2工区项目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人防工程综合建设项目BIM技术运用 张刘永、 郑水林、房伟、李绍良、 高丹、 尹金秋01-377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华海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洁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BIM技术赋能大型有机垃圾处理项目—设计施工BIM的精细化

01-395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张奇、 宋浩、 杨妹君、 王天宇、王东东、 赵阳

青岛市益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

厦门中平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厦门市环东海域美山路地下综合管廊工程BIM全生命周期应用 林金樽、陈自强、林皓平、 古杰、 谈泽昆、林水泳01-401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01-40 7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草金路改造工程中设计和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苏锋、 胡江龙、 陈攀杰、郭激、 邓红军、 董联杰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01-442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东西城市轴线二标段中的全生命周期应用 李果生、 熊欢、 李敏、 黄璞、 邓红军、 郭激

成都兴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01-460 广1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代市轨道交通18号线琶洲西区站数字化综合应用 黄钟涛、 刘健美、 郑翔、裴行凯、 罗海涛、 杨彬

01-462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昭通市敦煌路综合管廊BIM设计施工一体化应用 曲继君、 张进友、 胡伟、 郑超、张庆瑞、 赵立辉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基于BIM+GIS的空港新城规建管一体化平台开发与应用 李春权、 黑旭豪、敖翔、文伏灵、 贺晓钢、 肖浪01-554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成果(15项）

编号 1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01- 029 I 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西二环高架桥BIM技术在设计、 施工阶段的应用

主要完成人

杨威、 高振宇、 郝丛峰、孙郁航、 王显晔、 马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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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03—102 郑州城建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来安县自来水总厂供水工程项目的施工应用

河南比目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巨鹏飞、 邓世军、 罗锐、顾进、 袁探国、 张天民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312国道改扩建工程G312NJ-SG5标段装配式公路桥梁项目
03-131

南京市路桥工程总公司 全过程施工应用 谢祺、 严科、刘武、 陆生华、 崔琳杰、 吴钟鹏

03-135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重庆九号线9108标土建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丁小平、 张涛、 张家彬、王芳、 陈宇波、 朱宝合

03-137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横河绿地项目基千BIM技术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方面的应用
李海涛、 卢志东、 丁玉锦、 辛茂杰、 张婕好、 黄子瑜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西四环段施工＿标段）BIM技术
03-151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应用 王新龙、 张榜、 肖庆丰、王敬成、 张凯、 黄世龙

03-152 威海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淄博火车站南广场人行景观桥BIM技术应用成果汇报
王伟、 牟文平、 王宏涛、 刘金刚、 张伟、 李小龙

03-162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西站综合配套设施及疏解通道工�I标段施工管理BIM应用
俞飞、 张振强、 马将、 项加恩、 杨清平、 戴昊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BIM平台助力徐州徐韩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施工全过程协同管控03-164

朱伟南、 孙杰、 李晓波、陈鑫、 郑志玲、 于文波司

“南北黄金中轴线， 临港片区新布局 ”一上海S3公路新建工程BIM
03-16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综合应用 张连发、 张锡霖、邹志强、 于猛、 汪普、 陈文洁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改建工程施工阶段BIM应用

胡哲卿、 鲁航线、 王朝辉、 褚清元、 梁素琴、张守桔
03-174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03-175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沂河路快速化改造－ 蒙山大道立交工�BIM技术应用
李辉、 袁中钦、 杜明胜、郭凤源、 吴传浩

03-196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宣城市水阳江大桥闭合段北段工程PPP项目BIM应用实践
王俊平、 赵大伟、 董平升、 王静、 李猛、 王Hl

03-204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既有桥梁改造中的施工应用
郝凤波、 胥福元、 吴 涛、 王 磊、 蒋宏波、 张力然

03-211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市东区中央商务区综合路网及管庙切i目BIM技术应用
周洪彪、 杨子锋、 李喜梁、 赵晓芸、 张少卫、冯瑞雪

03-225 中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IM技术在佛山地铁三号线场段系统工程中的应用
龚楠富、 肖博元、 穆俊滔、 谢跃、 李赵、 叶南勇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基千设计阶段BIM数据下滨海软土地区市政道路工程施工阶段的BIM
03-236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应月 王展、 白宇、李新、 尹金玉、杜哈、 王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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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6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市政次干路和支线综合管廊（网）中的应用
张海歌、郑安、何海、李亚琪、杨振、杜学航

03-475 中交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杭角高速复线溯浦互通连接线一期工程 BIM 技术应用
高元、董焙、吴松华、杨钟晖、包江、吴春勇

广州地铁渠团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工程施工阶段 BIM 技术智能化管理应用03-478

广州建筑－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 汤文涛、全根惊、 黄恒儒、 钟坚、 杨瑞华、刘尚远

深圳市市玫工程总公司
新洲河流域水环境提升工程基千 BIM 技术的钢结构装配式桥梁施工管

03-496
理应用 张建同、任勇、 刘亮、张建志、余江龙、张锦华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03-536 西南交通大学 巢湖大桥工程 BIM 技术精组化施工管理

四川交大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张健、伍星、李文良、 高玉蜂、徐溢滨、严猛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建三

局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武汉黄孝河、机场河流域治理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武汉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建

03-575 设运营有限公司 社培书 龚杰卢仲兴 邓德宇 杨帆陈俊

03-581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及数字化在泸州市二环路北段（千凤路）项目中的管理应用 闰会刚 刘成群 魏岗 宗路超 鞠金亮

03-583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市火炬大道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宋毅 张毅飞孟亮 李琼琼白晔博 许永红

优秀成果(39项）

编号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安大线（新区段）公路工程 BIM 技术应用 刘承宏、 安延伟、 陈宇博、孙文皓、 张海鹏、管承刚03-006

中铁三局渠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3-009 北京市市玫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在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 04 标中的应用 逑平、车青森、李亚利、赵盺、司典浩、郑钰

北京高新市政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03-025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4 标段 BIM 技术应用
孙堂宇、 张良、刘伟、 王思翔、郭源明、李庆

03-042 赤峰诚联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新城区易滂点治理管网工程临溃大街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姜大勇、 张树志、 胡哲、任立民、季天东、 吕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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