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建协[2018]70号 

 

关于举办 2018 年“浙江建工杯” 

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的通知 

 

各市建筑业协会、各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省建设投资集团、会

员单位、各相关单位： 

BIM 技术是为项目方案优化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实现建设工

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和信息化管理，促进建筑业提质增效

的重要手段。2017 年国办发《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强调，要加快推进 BIM技术在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

营维护全过程的集成应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 BIM 技术应用规

划：到 2020 年末，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筑，申报绿色建

筑的公共建筑和绿色生态示范小区的新立项的项目，在勘察设计、

施工、运营维护中集成应用 BIM的项目比率要达到 90%。 

为此，经研究决定，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与浙江省勘察设

计行业协会联合举办“浙江建工杯”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

 

文件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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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赛的形式，推进 BIM技术应用，培养 BIM技术人才，让 BIM

技术在浙江省落地。现将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赛程计划 

     大赛报名：即日起至 2018年 9 月 10日。 

     启动大会：2018 年 9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成果提交：2018 年 10 月 31日 24 点前。 

     大赛初评：2018 年 11 月 12日至 11月 22日。 

     决赛及颁奖：2018 年 12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一)申报要求 

     1.参赛报名：各参赛单位于 9 月 10 日前提交报名表（见附

件 2），一经提交，各参赛单位、参赛人员及参赛作品名称等信息

均不得更改。 

     2.参赛主体和作品提交：各参赛单位资格要求和提交作品要

求详见参赛细则（见附件 1），应于 10月 31 日 24 点前将参赛作

品报送至大赛组委会。 

    (二)大赛评选及奖项 

1.参赛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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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企业参与本届 BIM应用大赛，同时也希望增加 BIM

应用普及率，本届大赛依据 BIM应用的不同深度及维度，分为设

计组、施工综合组、单项组 3大参赛组别，详见参赛细则（见附

件 1）。 

2.奖项设置： 

各个参赛单位按照参赛项目和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同一个项

目不能同时申报两个组别。所有获奖项目均颁发获奖证书，金、

银、铜奖颁发奖金，详见参赛细则（见附件 1）。 

3.评选机构及原则： 

(1)大赛评委会将由在 BIM技术方面有较高造诣或研究的行业

主管部门领导或业内专家组成； 

(2)本次大赛分为两个阶段：初赛和决赛。 

初赛：以专家评判和社会公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选出不超

过总参赛数 30% - 50%的参赛作品，施工综合组和单项组各前 10

名、设计组前 6名进入决赛，共计 36 名，其余为优秀奖。 

决赛：设计组、单项组入围后，由评委组直接评选出金、银、

铜奖（金奖作品将在现场进行汇报展示）。施工综合组前 10 名作

品在现场角逐金、银、铜奖。 

参加大赛的单位于 10 月 31日前提交申报表（见附件 3）， 

    三、比赛结果应用 

1、颁发表彰文件。 

2、推荐部分优胜者参加上级协会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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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3、对获得金、银、铜奖的工程，在其参加浙江省建筑结构优

质、省级优质工程奖评选时分别给予推荐和奖励。 

    四、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联系人：  许杭  联系电话:0571-87248072 

大赛组委会联系人：  王强  联系电话:13506718543 

邮箱：115817190@qq.com。 

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425号瑞祺大厦 703（请在

工作日派送）。 

特此通知。 

 

附件 1：《2018年“浙江建工杯”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

参赛细则》 

附件 2：《2018年“浙江建工杯”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

报名表》 

附件 3：《2018年“浙江建工杯”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

申报表》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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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浙江建工杯” 

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参赛细则 
 

一、参赛要求 

1、各会员单位均可推荐 1-2个项目参赛，申报的 BIM 项目应

为在建工程或者竣工不超过 2年的工程。  

2、鼓励大型公建项目、重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志性建筑

工程参加。BIM施工应用综合组推荐参赛的项目原则上要求是工程

总承包项目和计划创省级和市级优质工程奖的工程项目。 

3、参赛项目应成立 BIM小组，同时明确参加决赛互动的参赛

代表：即 BIM组长、BIM建模工程师、BIM 应用工程师各一人。参

赛代表应为本单位的职工，并签订劳动合同。 

4、凡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和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会员

单位均可参加，暂不是协会会员的单位办理入会手续后参加。 

二、奖项设置和评选方式 

为了让更多企业参与本届 BIM应用大赛，同时也希望增加 BIM

应用普及率 ，本届大赛依据 BIM应用的不同深度及维度，分为 3

大参赛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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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分组要求 评审要求 成果要求 

设计组 
BIM设计 

应用组 

综合考察在设计阶段中应用

BIM技术的能力，实现提升设计

水平，节省工程成本，提升设

计质量等情况 

模型及各应

用成果，汇

报 PPT 

施工综

合组 

BIM施工 

应用综合 

组 

综合考察在施工阶段中应用

BIM技术的能力，实现提升项目

管理水平，节省工程成本，提

升质量管理等情况。 

模型及各应

用成果，汇

报 PPT 

 

 

单项组 

 

 

 

BIM施工 

深化组 

考察项目施工阶段对土建、机

电安装、幕墙、钢结构等各专

业综合优化，应用 BIM 成果指

导项目施工，减少施工返工，

提升项目效益及管理水平。 

模型及各应

用成果，汇

报 PPT 

BIM应用 

场地布置 

组 

综合考察项目在各施工阶段场

地布置合理、美观，施工组织

有序，安全文明施工的标准化

可参照省优标化工地要求。 

模型及各应

用成果，汇

报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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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参赛单位按照参赛项目和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同一个项

目不能同时申报两个组别。所有获奖项目均颁发获奖证书，金、

银、铜奖颁发奖金。具体奖项数量及奖金金额如下： 

组别 
金奖

数量 

金奖 

奖金 

银奖

数量 

银奖 

奖金 

铜奖

数量 

铜奖 

奖金 

优秀奖

数量 

BIM 设计 

应用组 
1 名 2000元 2 名 1000元 3 名 600 元 若干 

BIM 施工 

应用综合组 
1 名 2000元 3 名 1000元 6 名 600 元 若干 

BIM 施工 

深化组 
1 名 1000元 3 名 800 元 6 名 500 元 若干 

BIM 应用 

场地布置组 
1 名 1000元 3 名 800 元 6 名 500 元 若干 

 

三、 作品要求 

作品提交：10 月 31 日 24：00 点前各参赛单位提交作品，作

品分为邮件和 U盘 2 部分，其中邮件作品要求如下： 

A.参赛作品以 word 格式+视频提交 

B.单个作品提交参赛视频文件不超过 5个（采用 MP4格式） 。 

C.单个视频大小应不超过 300MB。 

D.所有作品必须使用正版软件，若有因盗版而引发的侵权法

律诉讼问题，由参赛方承担责任。 

E.参赛作品以压缩包的格式发送到邮箱。1158171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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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主题：参赛组别+参赛单位+项目名称，用于网页端投票。 

F.提交邮件文件应包括： 

   （1）成果介绍：包括 BIM 参赛团队(个人)情况介绍；项目说

明、BIM 应用的软硬件配置及该软件在本项目中的具体 BIM 应用

点、BIM技术应用情况说明；BIM 应用的特点、亮点、主要成果、

应用效益和创新； 

   (2）模型文件图片：提交 BIM 模型多角度图片，模型文件应

使用行业主流 BIM 软件制作。 

   （3）针对参赛项目展示文件，应出具申报单位盖章的免责同

意书，授权组委会使用该类资料用于公开宣传； 

   （4）视频文件：包括项目说明、参赛成果的主要特点、创新

点和应用心得总结及其他作品展示等； 

G.U 盘及邮寄内容要求如下: 

（1）《2018 年“浙江建工杯”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申报

表》（见附件 3）电子版与加盖公司公章的纸质版各 1 份； 

（2）模型文件、BIM 展示 word 文件及视频； 

（3）现场汇报 PPT; 

（4）参赛代表身份证、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技术职称等扫描件、

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U 盘需要在 10 月 31 日 24：00 点前快递到协会办公室，收件

信息为（杭州市莫干山路 425 号瑞琪大厦 703 室 许杭 办公室电

话：0571-87248072  手机：1886871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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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要求 

内容全面 

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概况，是否为重大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标志性建筑和创杯评奖的重点工程；工程

重难点和 BIM 解决问题的针对性；BIM 组织架构及技

术骨干；BIM 技术应用思路和实施方案；BIM实施过程，

包括主要步骤和重要节点的完成情况；BIM 技术应用

特点及创新点；BIM 技术应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包括项目管理和技术的提升；主要科技成果(包含标

准、工法和获奖情况等)；人才培养成效及主要经验。 

重点突出 
突出 1-2 个反映关键环节 BIM 应用的特点、创新

点和成效，从中体现个性和先进性。 

真实可靠 

还原过程的主要资料，包括模型文件、相关照片、

重要视频、截屏图像、统计图表和数据文件，应全部

在参赛项目中实际产生。要求真实、准确、深入，不

得虚构。但制作时，可适当采用必要的语言配音、文

字提纲、网络素材、背景音乐等，以提高编辑和表达

效果。 

制作先进 
要求图像清晰，文字简洁，通顺流畅，详略适宜，

具有较好的整体性、协调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四、评分规则 

初赛评选：11 月 12 日 -- 11月 22 日，开启网络（移动手机

端）投票通道，结合专家评委评分，施工综合组和单项组各前 10

名,设计组前 6名进入决赛。投票入口为：www.zjjzy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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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评分规则： 

网络评分占比为 20%，专家评委评分占比 80%。 

网络投票满分 20 分，得分计算规则为（您的总票数/第一名

票数）x20。 

评委评分满分 80分，按实际分数计入总成绩。 

决赛及颁奖：12月中上旬。综合组通过初赛的 10件作品，决

赛采用现场展示和答辩的形式进行，专家组现场打分决出奖项。

参赛选手派一位代表以 PPT 或视频的形式进行 BIM 实际工程的展

示。设计组及单项组金奖需要在决赛现场进行作品展示。 

BIM综合应用组:每个队伍用 10分钟的时间论述 BIM实际工程

案例，并展示 BIM 应用在项目中的价值点。评委根据表达能力和

BIM 价值应用打分。 

现场答辩：各支队伍针对专家评审、观众代表提出的问题，

进行现场答辩，答辩时间 5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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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浙江建工杯” 

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报名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职务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手机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项目经理  

参赛组别 

设计组：BIM设计应用组 

施工综合组：BIM 施工应用综合组 

单项组：BIM施工深化组 

单项组：BIM应用场地布置组 

工程规模 面积（㎡）：           建安造价（万元）：                  

结构形式  
开工、 

竣工时间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注：请参加单位填写报名表，发至邮箱 395945920@qq.com 

报名联系人： 许杭  0571-8724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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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浙江建工杯” 

浙江省首届 BIM 应用大赛申报表 

参赛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工程规模 面积（㎡）：       建安造价（万元）：                  

结构形式  
开工、 

竣工时间 
 

参赛组别 

设计组：BIM设计应用组 
施工综合组：BIM 施工应用综合组 
单项组：BIM施工深化组 
单项组：BIM应用场地布置组 

团队主要成员
情况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务及主要职责 

     

     

     

     

     

参赛代表 
BIM 组长：        BIM 应用工程师：        
BIM 建模工程师： 

参赛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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