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不分先后）

2016-2017年度武汉地区
建筑业优秀总工程师名单

（共 73名，排名不分先后）

姓 名 单位名称
黄 昕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生兵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伍志珍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陆 通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秋根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锡银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曾 君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志文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夏文明 湖北省通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霍建华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刘 江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刘炳元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曹先中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詹立新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张志敏 湖北中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振东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曾纪文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李付红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张小军 武汉市三江自控成套工程公司
孙志宏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饶 清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万赫尔 湖北中恒健技术有限公司
李红玲 武汉华莱士工程造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周 玲 湖北卓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胡钢亮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陈江红 湖北中三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智学 赛德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金生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张革新 万申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邓 涛 武汉创领智控有限公司
詹焱明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易高锋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雷振华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许继明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年球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 伟 合力建设有限公司
刘国勇 湖北浩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科学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世华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明平志 武汉第六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治耀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传国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何文成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仕才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军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李 帅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胡海云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严 阳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张成学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杜红杰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万文峰 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卢友余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定军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 鹏 湖北独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学林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王 涛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魏 伟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张立国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 俊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徐忠平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王昌裕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卢 杰 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郭继舟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徐小琴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光海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徐小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胡 俊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熊春林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郑文豪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黄 涛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 波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庞海枫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蒋本俊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参赛单位 项目名称
中国八局 武汉东西湖体育中心建设项目
武汉市政集团 光谷大道南延（三环线 -外环线）工程（一标段）
中铁上海工程局 北湖污水处理厂及其附属工程土建工程
武汉建工集团
湖北卓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光谷科技大厦项目施工标段一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恒久建设 太子汉府建安工程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 东西湖区金银湖环湖路道路改造工程泥江湖大桥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光谷之星项目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国际人才港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智能化项目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新建商务设施项目（汉阳知音大厦建设）
中建三局集团总包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建三局二公司 武汉长江航运中心项目
中建三局二公司 安徽蚌埠至五河高速公路工程淮河特大桥 BIM施工技术综合应用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移动终端配套产业园
三江航天
中国航天建筑设计院
中建三局一公司 武汉华星光电 t4项目施工总承包 A标段
中天建设集团六公司
武汉正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三公司 金茂谷镇·丽江创意文化产业园
中铁建设集团 南昌华章天地工程
中建三局三公司 中新天津吉宝

2018年“汉阳市政杯”
武汉建筑业BIM技术应用视频大赛获奖名单

金奖
参赛单位 项目名称
中建三局 恒隆广场项目
汉阳市政集团 武汉市轨道交通 5号线七标段土建工程

参赛单位 项目名称
中建八局 “七军会”主媒体中心项目
中铁大桥局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
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 房投商务大厦

银奖

参赛单位 项目名称
武汉光谷建设投资
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政集团
中铁十一局 光谷大道南延（三环线 -外环线）工程
上海同筑信息科技
武汉同筑浩华信息科技
中建三局三公司 汉市四环线北湖至建设段 TJ-01标
武建集团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中电光谷建筑设计院 合肥金融港二期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 光谷创新天地

铜奖

参赛单位 项目名称
武建集团 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功能完善项目（综合性体育馆及动力站）
中建三局一公司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最佳展播奖

参赛单位 论文名称 作者
中建三局 刘明、王学福、陈曦、
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国文、武斌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基于 BIM技术的桥梁工程精细化进度管理研究 王斐、王江、郑生机、高云杰
中铁大桥局集团 BIM技术在新白沙沱长江大桥钢梁架设中的应用 刘宏刚、张海华、甘一鸣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墨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造模式下基于 BIM技术信息化研究 程鹏、程诚、陈定球、袁宁
湖北省路桥集团 “BIM+装配式”在鄂咸高速公路项目中的创新应用 李凡、王明、张轶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 BIM技术在地下室逆作法施工中的应用 胡志操、刘伟翌、钟东胜、张青
武汉华星光电
中建三局一公司

优秀论文奖

新锐奖
参赛单位 项目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勘测设计公司 长顺县板丛水库枢纽工程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 南国中心二期 2标段
浙江省建工集团 四新之光（03J16地块）商务、居住项目（一期）工程
湖北罡顺工程建筑公司 武昌区余家湖村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桃园五号）
中化六建 鄂州航空都市区安置小区

优秀奖

（未完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新建安庆至九江铁路鳊鱼洲长江大桥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展示中心工程

BIM技术在郑州博物馆新馆项目的应用

BIM技术在剧院幕墙测量施工中的应用 郑开峰、谭霖、李东明

BIM技术在电子厂房建造中的应用研究 相杰、张冬、罗伟、林莹

郑州市博物馆新馆项目

武汉总部及研发中心二期项目专家宿舍及食堂工程

万科金域国际住宅总包施工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