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第一届建筑信息化应用大赛获奖名单（学生组）

授予奖项 名次 作品编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特等奖

1 0248 张海燕 兰州石化技术学院

2 4248 魏  康 兰州石化技术学院

3 8508 姚  杰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4 6978 王恩宠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 5378 邓  倩 兰州工商学院

6 5678 张承志 陇东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二等奖

7 9408 李新华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8 0648 穆荣杰 兰州石化技术学院

9 9908 王  庆 陇东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10 7248 陈  鸿 兰州石化技术学院

11 3808 马  明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2 3078 张林山 兰州石化技术学院

三等奖

13 8648 赵宝萍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14 3878 安文彬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7078 李海涛 河西学院

16 6078 张国福 兰州工商学院

17 5178 薛  萍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8 6578 高天宁 陇东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19 6878 周晓雅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0 7178 陈凯鑫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1 5578 王  魁 兰州工商学院

22 2078 荣思博 兰州工商学院

23 0318 黄韬琦 河西学院

优秀奖

24 7678 孔祥超 兰州交通大学

25 7278 甘鹏举 陇东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26 3208 王  勇 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

27 7548 张茹箐 兰州交通大学

28 8738 谢逸扬 河西学院

29 7948 马瑞辰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30 8948 陈佳炫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31 2508 未海鹏 河西学院



甘肃省第一届建筑信息化应用大赛获奖名单（职工组）

授予奖项 序号 作品编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特等奖

1 8018 赵贵林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3518 朱博笃 甘肃建投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3 7218 安会艳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4 4148 杜辉杰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5108 颜伟繁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1918 李燕燕 甘肃省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7 4208 巩利军 甘肃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8 4608 苟  金 甘肃省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9 3548 陈召召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0 9308 张延旭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 5918 贾超峰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1738 杨博文 甘肃省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3 7978 陈  龙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3578 于港文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 1838 马清海 甘肃建投土木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16 0438 陈富强 甘肃华筑智信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7 2278 王金娜 甘肃建筑职业技木学院

18 7518 岳  谦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8048 李  鹏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0 7838 田国辉 甘肃建投土木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 0108 马  骋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 6808 俞锦勋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3 0408 周  敏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第一届建筑信息化应用大赛获奖名单（职工组）

授予奖项 序号 作品编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三等奖

24 9378 梁  凯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8838 吴金千 甘肃建投土木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 9978 刘桐宇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 2138 王光能 甘肃省建设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8 9718 董  瑾 甘肃省建设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9 3708 马  亮 甘肃建投土木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 7438 梁福泰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 0148 张  鹏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32 3148 杨明明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 3978 张博文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 9518 李  欣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 2348 宋金龙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6478 田文彬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 2778 武嘉琦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 7208 赵鹏瑞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9 4518 陈  斌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5348 刘叶子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1 1208 孙  涛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42 6308 马响义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3 6018 张  奕 甘肃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第一届建筑信息化应用大赛获奖名单（综合组）

授予奖项 序号 作品编号 组长 组员 单位名称

特等奖

1 6748 厚文奇 厚文奇、李嘉玮、刘宏维、张凡、支圆圆 甘肃厚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 8008 齐虎杰 齐虎杰、杨鹏、郭文偲、陈华、赵宝萍 甘肃商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3 0148 张  鹏 张鹏、杨明明、杜辉杰、陈富强、王一娇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华筑智信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4 4848 张录录 崔文智 、汪蕾蕾 、张录录 、孙民霞 甘肃华筑智信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5 1918 李燕燕 李燕燕、李源和、杨博文、苟金 甘肃省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6 0838 郭立东 郭立东、柴聪、苏健恒、周敏、苏廷越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7 7738 林志豪 林志豪、林娴、李蕾、张磊、董睿强 甘肃新发展城市开发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8 9038 蒋世栋 蒋世栋、江思华、尉鹏飞、魏井冈、许家鑫 兰州理工大学

9 3848 罗凯州 唐致龙、罗凯州 、马婷婷、张璐瑶  、李子涵 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10 3918 白浩兴 朱博笃、白浩兴 、王天章、郑杰 、朱丹 甘肃建投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甘肃建投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11 8778 钱秀萍 钱秀萍、肖彦科、魏金龙、李姣姣、何迎春 甘肃智广地质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12 8478 吴世贤 张桃园 、李金鹏 、吴世贤 、马磊、段大贤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 7518 岳  谦 岳谦、杜晓英、陈梦瑶、周梦瑶、刘万帅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6618 袁科明 袁科明 、赵文 、陈绍文 、袁龙 、刘长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 9748 强  斌 强斌、杨鹏博 、张宁、马学海、刘文花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华筑智信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6 1448 王  静 王静、王亚丽、张振国、李陇、陈红斌 甘肃安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省第一届建筑信息化应用大赛获奖名单（综合组）

授予奖项 序号 作品编号 组长 组员 单位名称

三等奖

17 1978 张源太 张源太 、马 昊、李菊香、朱天祥  、南瑞伟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8 5408 张兆平 李孝泽、杨小龙、豆秀丹、杨莉莉、张兆平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9 9848 李  欣 祁芝香 、李欣 、马骋 、安会艳 、贾超峰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 4708 赵玉林 程明青 、成新智、赵玉林、王磊 、黄迦露 甘肃益埃毕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博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 7808 杨宁宁 贾介荣、潘 润、陈佳怡、杨宁宁、吴宣明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2 9308 张延旭 高国疆、李登鹏、张延旭、马响义、陈龙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9648 蔺志军 蔺志军 、杨林、张新涛 、王云云  、李丰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4 4278 魏琰东 景钰、闫芳菲、李新亮、龚真凯、魏琰东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1548 马东伟 陈召召、魏龙、马东伟、傅强、段树刚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6 7138 董林东 牛红艳、张清堂、董晓英、董林东、梁作栋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 8948 陈佳炫 陈佳炫、马瑞辰  、陈国庆、郜舜川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28 6718 刘  博 刘博、耿瑞华  、马小云 、朱龙国、郭耀喜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29 4218 陈  浈 金海波、任芮花、赵向东、陈浈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思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