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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山 东 省 建 设 工 会
鲁建协〔2021〕40 号

关于召开第三届山东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

成果竞赛（天元杯）终评答辩会暨

BIM 深化应用专题讲座的通知

各市建筑业（行业）协会、各市建设工会、住建局工会、有关单

位：

为促进 BIM 技术在我省建筑行业广泛应用，创新 BIM 专业技

术人才培养机制，加快 BIM 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工程实践，山东省

建筑业协会和山东省建设工会定于 2021 年 9 月下旬召开第三届

山东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成果竞赛终评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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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山东省建设工会

冠名承办：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1 年 9 月 25 日上午报到（09:00 开始），26 日-27

日会议，会期 2 天；

地点：济南东方大厦二楼多功能厅（济南市经七路 263 号），

联系人：李经理 13658613373。

三、会议内容

（一）终评答辩会，9 月 26 日-9 月 27 日中午。

入围一等奖 BIM 成果（见附件 1），经现场发布、答辩、专

家讲评和量化打分等，确定竞赛一等奖名单。

（二）BIM 深化应用专题讲座，9 月 27 日下午。

1.题目《从数据到智慧——工程建设行业数字化趋势与展

望》，主讲人：欧特克技术专家 谌冰，时长：40 分钟；

2.题目《数字化技术在项目施工阶段中的价值思考与建议》，

主讲人：中建一局工程研究院助理总经理 赛菡，时长：40 分钟；

3.题目《数字化建造主要价值点（施工生产力模块）及案例

分析》，主讲人：欧特克技术专家 寇清，时长：90 分钟；

4.题目《岩土工程数字化 BIM 赋能·引领未来工程》，主

讲人：翼为科技创始人 刘磊，时长：40 分钟。

https://ditu.so.com/?pid=shuidixy_861b501ea7b8398e660169eb7fcd5cec&src=sd-one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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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人员

（一）各市建筑业（行业）协会，各市建设工会、住建局工

会，有关单位负责该项工作的同志；

（二）入围一等奖 BIM 成果发布人和完成人（前二）；

（三）已申报参加第三届山东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成果竞赛

的人员自愿参加。

五、答辩要求

（一）入围一等奖 BIM 成果必须参加答辩会，否则取消竞赛

资格；

（二）入围一等奖 BIM 成果发布人须提前报到，答辩顺序于

9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在会务组现场抽签确定（按综合和单项分别

抽取），并拷录答辩 PPT;

（三）参加答辩的每项成果须严格控制发布时间，突出核心

应用点，发布时间不超过 7 分钟。

六、会议费用

（一）本次终评答辩会和专题讲座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会议期间的食宿统一安排，自行预订,费用自理。

标准间（单间）：380 元/天（含早）；自助餐：80 元/人。

七、其它事项

（一）同步线上直播，线上直播二维码待确定后公布。

（二）会议统一提供电脑、翻页笔及多媒体显示屏。

（三）参会代表应满足下列健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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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届山东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成果竞赛入围一等奖候选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参赛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类别

1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齐韵大厦 BIM 技术精细化

应用

郭能刚、舒孝林、高秀丰、

王洋、 荆超、吕鑫
综合

2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新院

区建设项目 BIM 技术在施

工过程中的精益管理应用

林毅、张宏图、赵超、

黑亚军、 时佰超、高党国
综合

3
山东开拓建设有限公司

金瀚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东岳膜工程研发中心

一期工程 BIM 技术综合

应用

陈浩、贾明亮、赵裕麟、

宗可锋、王超、孙斌
综合

4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菏泽市城建职业教育培训

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 BIM

技术综合应用

时米琪、赵国峰、晁祥坤、

晁志方、孔志顺、焦成材
综合

5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北京大学现代

农业研究院中的应用

马强、王硕、张克、李梦云、

刘玉超、林丽丽
综合

6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山大体育馆 BIM 施工应用

傅世山、刘汇锡、袁传刚、

郑阳、刘文卓、胡杨
综合

7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

有限公司

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EPC 项目 BIM 综合应用

尹祥宇、左康雷、王丽静、

马佳宽、刘从丛、张明启
综合

8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

青岛新机场综合交通中心

及停车楼工程的 BIM 技术

亮点应用

贾麟、王丽静、尹祥宇、

王燕、 陈恩欣、石传旺
综合

9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市妇幼儿童医院西海

岸院区项目基于 BIM 技术

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方面的

应用

张婕妤、黄子瑜、王振飞、

李海丽、臧鑫、丁风宝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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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BIM+智慧建造在装配式住

宅中的综合应用

徐晓辉、伊通、孙永生、

张庆华、李晓峰、王焕青
综合

11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

公司

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建造

在体育中心项目的应用

宋雪甜、刘灿、李春来、

张开超、徐东、江兴璐
综合

12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临朐文化中心 PPP 项目

BIM 应用

安立群、王海军、王海廷、

阎鹏燕、林玉晓、于晓斌
综合

13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建筑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

公司

芝罘湾广场 EPC 项目 BIM

综合应用

朱广旭、陈祉霖、于涵、

郎济广、刘泽鲲、丛玉琛
综合

14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日照国际足球主场馆工程

BIM 设计与施工综合应用

高月秀、孟凡萍、李业展、

王喻、王春生、李鹏程
综合

15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

公司

雄安容东片区 C组团安置

房项目 BIM+智慧工地综合

管理

骆光辉、孙飞国、李东亮、

崔雪成、郭士成、刘鑫
综合

16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日照远大中心 EPC 项目

BIM 技术应用

林传伟、冯建雄、孟庆浩、

孔 皓、田新鹏、李云芳
综合

17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

公司

BIM 在济南滨河新区中央

商务区 D-9 地块建造全过

程的深度融合应用

赵中强、崔丙德、吴倩、

韦国庆、黄鹏、费忠阳
综合

18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西营幼儿园、小学项目 BIM

技术落地应用汇报

梁园、王剑珩、韩大才、

朱蓬、赵一民、康照超
综合

19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浪潮青岛大数

据产业园项目中的应用

刘 军、刘军之、安百平、

张 成、张宗岭、沈建民
综合

20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济南四建集团智能消防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1 大厦 BIM 技术应用
车岑、杨封光、王志成、

刘书廷、张斌、王希农
综合

21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中国铁建·理想

家项目（一、三标段）的

综合应用

李忠、任洪斌、谢新举、

王惠勃、邵方诚、郑金国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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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

济南遥墙安置房项目围绕

“EPC+装配式+BIM”打造

数字化建造新模式

胡成、朱本湖、刘佳龙、

汲传辉、李宪智、杨坤
综合

23
中诚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助力青岛实验初

中（李沧校区）项目工程

建设

王磊、傅隆、刘坤、李孝伟、

许城瑜、林威
综合

24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百广场及德百金

街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刘建富、王宝喜、高峰、

朱坤雷、许泽宇、郝记山
综合

25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济南经济开发

区孵化器一标段项目中的

综合应用

刘建东、刘继刚、罗欣、

于鑫、董庆豹、刘浩
综合

26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马山镇大型农

村新型社区 EPC 项目管理

中的融合应用

王晓昆、侯保健、王强、

高晓君、王延鑫、李洪峰
综合

27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

济南市中心医院项目

(EPC) BIM 技术综合应用

高嘉新、汝峰、赵延淼、

吴迎昌、乔元亮、张云鹏
综合

28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郎茂山路东侧、二环南路

北侧地块 A 房地产开发

项目 1#楼 BIM 技术应用

赵轲、李宪慧、刘壮壮、

杨振鲁、黄涛、潘全鹏
综合

29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

公司

BIM 助力济南机场综合保

障楼项目高品质建造

王麓、邹成军、刘海勇、

崔绪良、李文图、马鹏
综合

30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有限公司

超高层产业技术研发综合

体 BIM 研究与应用

刘艳鹤、朱学军、夏兴荣、

张广华、张继栋、李金科
综合

31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特一级抗震异

形复杂结构项目中的应用

吴杰、丛兴杰、董学冬、

李杰、刘德远、郝怀金
单项

32

青岛中青建安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市公交场站综合体

EPC 项目施工 BIM 技术

应用

胡杨、宋雅东、刘海冰、

贾永辉、刘增威、肖超
单项

33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胶东机场配套用房精装修

工程施工 BIM 技术应用
卢磊强、陈春龙、贾子贤 单项

34

青岛中青建安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李沧区秀峰路小学 EPC

项目 BIM 施工技术应用

胡杨、于镇江、陈 磊、

金禹良、肖俊宇、牟东杰
单项



8

35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

有限公司

海天中心一期精装修工程

（第二期）三标段 BIM 的

数字化应用

冯伍明、叶忠启、杨程、

刘刚、张慧、王政香
单项

36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濮阳站房机电安装全过程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包妍、秦笠洋、张晓、

赵兵杰、鲍俭、刘玉喜
单项

37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BIM+三维激光扫描在施工

中的专项应用

刘文卓、胡杨、侯珍坤、

王成群、史欣欣、杨炫
单项

38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灵山湾大卢河景观桥

项目基于 BIM 技术在施工

总承包管理方面的应用

张婕妤、黄子瑜、王振飞、

李海丽、臧鑫、张涛
单项

39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BIM+技术助力日照市人民

医院项目施工总承包管理

陈公信、王秀峰、王晓晓、

吴哲旭、孙彦涛、唐鑫磊
单项

40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舜山府工程 BIM 技术

应用

杨自统、于海峰、任致远、

王永燕、曲顺顺、李为浩
单项

41

青岛海德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BIM 技术助力崂山湾国际

生态健康城 1#水质净化厂

项目施工

孙成山、姜正璟、廉照文、

王燕、王乾熙、贾麟
单项

42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 CBD

项目超高层顶模体系的

BIM 应用

宋晓东、王健宁、孙玉静、

袁东辉、王庆吉、胡中强
单项

43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2#厂房 BIM 技术创新

应用

崔军彬、王涛、林千翔、

葛德鹏、鲍晓东、孙鑫
单项

44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明湖路学校项

目中的应用研究

毛文聚、丛志威、张佳卓、

曲经纬、朱瑞党、王伟伟
单项

45
天元建设集团日照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日广中心项目

中的应用

林立伟、杜念泽、胡继亮、

王相梅、徐只龙、张建平
单项

46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南昌市洛阳东

路综合改造工程（昌东大

道-天祥大道）综合管廊项

目中的应用

姚东森、陈光中、赵云鹏、

吴一帆、肖世新、周雪
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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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

公司

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建造

在中铁诺德·绣惠生态城

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应用

刘晓静、高文鹏、王李辉、

段镇、 王福硕、吴乃旺
单项

48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三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高品质住宅社

区室外安装工程中的全过

程应用

辛焕业、王珺、寇旸、

苏士超、王福德、李妍
单项

49 山东宏大置业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鲁商万科

新都会项目中的应用

薛远龙、田新鹏、唐哲、

陈雁飞、 闫亮、刘长安
单项

50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

总公司

鲁班国际中心及二期地下

车库工程 BIM 技术实施应

用成果

王明明、晁兆国、王永、

徐慎东、冯强、黄兴琦
单项

51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技园（济南）

项目幕墙工程 BIM 技术

应用

李宝光、王庆华、蒋照峰、

任永强、李恩增、王贵亮
单项

52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推动施工管理融

合——济南 G309—S101

连接线工程

段帅、韩雪光、郑珊珊、

蒋周潼、杜伟、陈成鹏
单项

53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南门桥景观桥

涵应急改造施工中的应用

丁建勇、王光文、王晓云、

罗志强、刘磊、张恒德
单项

54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章丘引黄补源项目土建及

管网工程 BIM 应用实践

徐贝贝、顾国兴、刘壮武、

刘梅玲、王秀鹏、曲铭
单项

55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济南国际医学中心二期车

库机电工程中 BIM 技术

应用

翟恒宇、刘海兰、刘玉昆、

赵风琪、常永智、姜怡帆
单项

56
山东顺河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

济南市二环北路道路改造

工程 BIM 技术应用

伏燕云、宋力强、张树参、

侯锡鹏、罗志强、于新斌
单项

57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胶州龙湖天街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杨自统、刘梦飞、于海峰、

任致远、曲顺顺、李为浩
单项

58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化泉州 100 万吨年乙烯

及炼油改扩建项目动力

中心 BIM 应用

张喆、王冉冉、谢咸森、

张建辉、宋江、殷云兰
单项

59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德城区妇幼保

健院新院建设项目土建施

工阶段的应用

任明新、赖中楠、尼振虎、

白云志、刘欣、王景宇
单项

60
中诚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BIM 科学管控，助力南王安

置幼儿园建设

王磊、傅隆、刘坤、李孝伟、

许城瑜、林威
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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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三届山东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成果竞赛终评答辩会参会代表回执单

推荐协会：

序号 单位名称 入围一等奖 BIM 成果 姓名 手机
是否住宿

（单住、合住）

1

2

3

4

5

..

注：请各市建筑业协会将参会代表回执单汇总后，务必于 9月 17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发至 24988657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