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考核委员会实施办法》的通知
公司所属各单位 ：
为推动 BIM 技术均衡发展，培养各分公司 BIM 技术人才，
提升分公司及项目 BIM 工作站应用水平，完善公司 BIM 应用体
系，根据集团和公司年度 BIM 工作考核要求，拟成立湖南省第
一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考核委员会，现将《湖南省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BIM 技术考核委员会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30 日

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
考核委员会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分公司 BIM 技术应用发展，鼓励施工项目
深入应用 BIM 技术，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公司技术
管理能力，根据湖南建工集团 BIM 技术应用考核办法和公司年
度 BIM 工作考核要求，公司决定成立 BIM 技术考核委员会，并
制定相关考核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分公司以及项目经理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三条 公司成立 BIM 技术委员会，负责分公司 BIM 中心、
BIM 工作站、BIM 技术应用成果的总结、推广、考核评比工作，
具体由以下人员组成：
（一）组长：公司 BIM 工作分管领导；
（二）副组长：公司总工办主任、BIM 中心主任；
（三）组员：分公司主管 BIM 工作负责人、公司 BIM 中心
考核工作专员；
第四条 各二级单位、分公司应成立 BIM 分中心，明确归
口管理部门，各 BIM 分中心应有相应的办公场所、设备、人员。
专人负责监督、检查项目 BIM 技术应用，并进行成果总结。分

中心应指定一名 BIM 工程师与公司 BIM 技术委员会进行日常联
系。
第五条 考核委员会职责
（一）制定公司 BIM 工作长期规划，把握 BIM 技术发展方
向，提高 BIM 技术应用水平；
（二）制定并审核公司 BIM 工作考核管理办法；
（三）负责公司 BIM 体系及相关工作的考核、审定及结果
报送；
（四）建立公司 BIM 工作考核管理档案；
（五）及时公布考核结果，对考核工作进行总结；
第三章 BIM 工作考核方式
第六条 考核对象：针对各分公司及其所属项目 BIM 工作
站建设情况进行考核，若分公司本年度含多个 BIM 实施项目，
则优先考虑投资大、公司重难点项目、集团或公司创优项目进
行 BIM 工作站考核。考核实行双指标综合评分法，其中 BIM 分
中心指标考核占 80 分，项目 BIM 工作站实施情况指标考核占
70，分公司年度 BIM 工作考核得分为两者之和。
第七条 BIM 工作考核每年开展一到两次，考核小组在每年
的 6 月份启动一次年中过程考核，下半年的年度考核与集团对
各子公司年度 BIM 工作考核周期一致，考核小组在迎接集团考

核前完成考核报告。
第八条 每对一个分公司 BIM 中心考核完毕，由考核委员
会小组进行会议总结，做好资料收集、整理、上报。
第九条 考核由考核委员会组长或副组长带队，随机抽取
3-5 名公司 BIM 中心考核专员和分公司 BIM 中心负责人参与。
第十条 涉及考核对象的委员会成员采取回避制度。

第四章 考核评比要求
第十一条 BIM 分中心考核指标要求
（一）组织机构：分公司 BIM 中心专职 BIM 工作人员不少
于 2 人，主管 BIM 工作负责人至少应为部长级岗位领导人。鼓
励分中心增设土建、商务、机电、动漫等专业岗位人员，专业
方向不限定。
（二）BIM 实施项目覆盖率：2000 万以上项目要求 100％应用
BIM 技术，5000 万以上项目要求开展 BIM 技术应用并建立 BIM 工作
站。

（三）办公场所：BIM 分中心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相应上
墙的管理制度标牌、组织机构牌和岗位职责牌。
（四）软硬件设备配置：应有能流畅运行各类 BIM 软件的
台式电脑，有与 BIM 分中心相匹配的打印机、移动硬盘等硬件

设备。有 Revit、Navisworks、Lumion、广联达算量等 BIM 软
件。
（五）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分两方面，一是各分公司参加
公司每年 BIM 培训人数不少于 2 人，各分公司具体参培人数以
人力资源考核人数为准；二是图学会 BIM 建模师证书考取，各
分公司具体取证人数以公司 BIM 中心每年年初下发的 BIM 考证
目标为准。
（六）台账建立：建立分公司 BIM 技术人员信息记录台帐，
含分公司及项目部 BIM 人员；建立分中心项目 BIM 工作站实施
情况台帐。要求相关台账实时更新，每月报公司 BIM 中心备案。
（七）资料汇总：分中心对所属项目 BIM 工作站相关资料
进行收集汇总，主要包括项目 BIM 实施方案、办公场所、标语
标牌、软硬件配置情况、项目模型、BIM 应用点实施情况的收
集汇总，以图片、文档或视频的形式存档。
第十二条 分中心 BIM 工作站考核指标要求
（一）组织机构：建立项目工作站主管领导、BIM 工作站站
长、BIM 工作站成员组织关系。设立与项目 BIM 技术应用相匹
配的岗位人员，不少于 2 人。
（二）标语、标牌：制作项目 BIM 工作站站牌、组织机构
牌和各岗位人员工作职责制度牌。

（三）软硬件设备：有能保证项目 BIM 模型建立和应用的
台式 电脑 、打 印机、 移动 硬盘等 硬件 设备 。配备 Revit 、
Navisworks、Lumion、广联达算量等 BIM 软件。有条件的项目
应配备无人机，用于制作项目安全文明施工宣传资料。
（四）项目 BIM 实施方案：项目 BIM 工作站应在项目开工
前，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和需求，编制项目 BIM 实施方案，方案
主要内容应包括项目工程概况、BIM 应用点规划、BIM 实施目
标和实施计划、工作站相关规章制度等，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上
内容。
（五）模型建立：要求建立各专业模型，原则上分为土建、
机电和商务三种模型。图纸不全的，按照业主下发的图纸进度
为准完成模型。
（六）BIM 技术应用：依据 BIM 实施方案中规划的 BIM 应用
点进行 BIM 技术的应用。现阶段运用比较广泛的 BIM 技术包含
图纸会审、三维场地布置、三维可视化技术交底、机电碰撞检
查、机电净高分析、预留洞口定位报告、4D 进度计划模拟、EBIM
平台管理、商务应用等，各分公司所在项目按情况选择相应的
BIM 技术应用点，每个项目至少对 3 个 BIM 技术应用点进行深
度应用，鼓励新的 BIM 应用创新。

编号

应用点内容

1

三维场地布置

2

图纸会审

3

三维可视化交底

4

机电碰撞检查

5

评价标准
施工总平面可视化布置，包含生活办公区、生产区、
道路、堆场、机械、安全文明施工标语标牌等
通过 BIM 模型辅助图纸会审并留下图纸问题记录
以三维模型图片进行技术交底，复杂部位、关键节
点制作成施工工艺动画视频进行交底
要求包含碰撞检查报告和调整前后对比模型

预留洞口定位报告

6

4D 进度模拟

7

商务管理

根据模型，提前出具机电预留洞口定位报告，在土
建工程施工前，对施工作业队伍进行交底
在三维模型基础上挂接 Project 进度计划，要求挂
接进度计划精确到分项工程
建立广联达商务模型，以模型工程量指导物资
采购，对上对下工程量结算等工作

（七）资料收集整理：每个应用点的过程资料包含现场照
片、现场视频、BIM 应用点图片和视频、BIM 交底会议签到表、
电子台账、文本记录、会议纪要等方面。
（八）成果展示：已完工或即将完工项目需制作项目 BIM
应用成果展示 PPT 和视频，鼓励项目 BIM 工作站参加各类大中
型 BIM 技术应用大赛。

第五章 奖罚规定
第十三条
进行奖励。

设置奖金奖励，对年度考核情况优秀的分公司

第十四条 各单位考核成绩纳入公司年度指标考核。对不重
视项目 BIM 技术应用，甚至不开展应用的二级单位、分公司，
公司将给予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各单位、分公司应参照本办法，制订适应本单
位实际情况的 BIM 技术推广应用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公司 BIM 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BIM 分中心考核评分表
2、项目 BIM 工作站考核评分表

BIM 分中心考核评分表
分公司名称：
序号

1

填报时间：

考核
指标

年

计分规则

组织 BIM 分中心无主管负责人扣 4 分；专职 BIM 工作人员不少于
机构 2 人，少一人扣 2 分；无与公司 BIM 中心联络人员扣 2 分

月

目标
分值
10

参照公司 BIM 技术推广应用管理办法对相应符合要求的项
项目
2

实施
覆盖
率

目设立 BIM 工作站；
符合标准占比 20％的得 10 分
30

符合标准占比 40％的得 15 分
符合标准占比 60％的得 20 分
符合标准占比 80％的得 25 分
全项目覆盖率 100％的得 30 分

3

办公 BIM 分中心无固定的办公场所扣 5 分，缺一项上墙的管理制
场所 度标牌、组织机构牌和岗位职责牌扣 2 分

10

软硬 配备满足 BIM 实施要求的台式电脑，数量与分中心专职 BIM
4

件配 人员相匹配，缺一台扣 5 分；至少一套广联达商务算量软件，
备

5

人才
培养

10

缺少扣 5 分
公司每年 BIM 技术培训参培人数和图学会 BIM 建模师取证人
数达到人力资源部年度考核要求，少一人扣 2 分，若指标完

10

成度为零，此项不得分
有完整的分公司 BIM 人员信息台账；分公司所含项目信息台

6

台账 账；所在项目 BIM 工作站实施方案台账；台账应实时更新，
建立 上报至公司 BIM 中心，台账缺少一项扣 2 分，未及时更新、

5

上报扣 2 分
7

资料
汇总

分中心 BIM 管理资料完整；有统一收集汇总的项目 BIM 资料

8

考核
意见

合计

考核人员签字：

5

80

公司 BIM 中心意见：

日
得分
值

BIM 工作站考核评分表
项目名称：
序
号
1

计分规则

组织

未建立项目 BIM 工作站站长、组织成员的组织关系扣 5 分；项

机构

目 BIM 技术应用工程师不少于 2 人，少一人扣 2 分

标牌
制作
软硬

3

年

考核
指标

标语、
2

所属分公司：

件配
备

未按要求制作项目 BIM 工作站站牌扣 5 分；
缺一项专业 BIM 工程师岗位职责扣 2 分
配备满足 BIM 实施要求的台式电脑，数量与项目 BIM 工程师人
数相匹配，缺少一台扣 2 分

月

目标 得分
分值 值
10

5

5

项目
4

BIM

未按标准编制工作站 BIM 实施方案扣 5 分；

实施

工作站 BIM 实施方案缺少章节缺一章扣 2 分

10

方案
5

模型

未按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土建、机电和商务模型的扣 10 分；

建立

模型建立标准混乱，无法导出资料或导出资料不全的扣 5 分

BIM
6

技术
应用

10

按项目实际情况在实施方案中规划 BIM 应用点，每个项目至少
对 4 个应用点进行深度应用，少一项扣 5 分；
应用点的过程资料包含现场照片、BIM 应用点图片和视频、BIM

25

交底会议签到表、文本记录等方面，不全扣 2 分

BIM
7

成果

未制作项目 BIM 技术应用展示 PPT 或视频扣 5 分

5

展示
8

合计

70

考
核
意
见

考核人员签字：

公司 BIM 中心意见：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