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

文件

苏建协〔2021〕1 号

关于公布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
竞赛结果的通知
各设区市建筑（行）业协会，各会员单位：
根据省建筑行业协会、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关于举办
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的通知》，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组
织开展了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按照大赛竞赛办法规
定的条件、程序及细则，经专家初评、终评答辩、公示无异议，
决定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
BIM 应用项目等 12 项成果为综合应用一类成果，中国核工业华
兴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台山核电站 1 号机组核岛土建工程施工
BIM 应用等 5 项成果为单项应用一类成果；通州建总集团有限

—1—

公司-岱山南侧初级中学 EPC 项目的 BIM 综合应用等 28 项成果
为综合应用二类成果，江苏正方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BIM 技术
在无锡东蕾苑施工二标段项目的应用等 15 项成果为单项应用二
类成果；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江浦制水厂改造工
程中全生命周期综合应用等 28 项成果为综合应用三类成果，江
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国际化名医中心项目土建施工
BIM 应用等 20 项成果为单项应用三类成果，现予以公布。
希望广大会员企业不断增强 BIM 技术应用能力，加强 BIM
技术应用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建造，促进江苏省建设
工程 BIM 技术应用取得更多优秀成果，为推动江苏建筑业高质
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
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竞赛结果名单（BIM
技术综合应用）
2、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竞赛结果名单（BIM
技术单项应用）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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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竞赛结果名单（BIM 技术综合应用）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 BIM 应用项目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柏悦酒店全生命周期 BIM 技术应用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

南京江北新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大厦 BIM 技
术的应用及探索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4

南京美术馆新馆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术综合
应用

5

BIM 技术在复杂异形清水混凝土工程中的应
用——张家港金港文化中心项目

1、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2、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3、上海宝冶集团南京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公司装
饰与清水混凝土分公司

6

南通生活垃圾填埋场七号填埋池项目 BIM 应用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BIM 技术在苏州港太仓港区四期工程中的全
过程综合应用

1、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2、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8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BIM 技术应用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9

BIM 技术在苏州华贸商业中心项目的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

珠海优特广场工程 BIM 综合应用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郁振东、圣洋洋、邹 胜
沈 超、王 磊、钱羽菁
宋 灏、朴云哲、赵耀耀
徐钰林、汪元元、吴 敏
季建锋、季潜昊、邵志华
顾 超、杨旭炜、杨 潼
胡杉杉、潘斯勇、龚云飞
杨松杰、王 超、王艳丽
曾 程、赵金兴、彭克真
吴伟明、杨占飞、马增浩
马秋艳、周 萍、冒桂高
曹孙祥、徐海东、胡 康
戴志培、嵇 静、李 凯
徐 俊、陆晶晶、施晓迪
李景华、杨 歆、张 科
牛海涛、巫 峡、胡 磊
许映波、郭书宁、高平平
王志敏、李昕阳、刘玉欢
张卫国、徐 卓、潘冬庆
季林强、陈雪鹏、马 俊

成果等级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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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1

12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合肥恒大中心 C、D 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
基于 BIM 技术的超高层超大型综合体智慧建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造管理
南京百水保障房一期项目基于 BIM 的装配式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宅施工关键技术

13

岱山南侧初级中学 EPC 项目的 BIM 综合应用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14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在金源时代购物广
场设计-施工-运维阶段的集成应用

15
16
17
18
19
20
21

江北新区市民中心工程施工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
国机机器人科技园五期工程施工阶段 BIM
技术综合应用
BIM 技术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改
扩建项目中全过程施工综合应用
BIM 技术在南京市禄口国际机场 T1 改扩建项
目中施工管理的综合应用
华虹（无锡）半导体项目技术应用
遵义大数据中心造型幕墙门头 BIM 技术的运
用与安装
BIM+装配式技术在新能源物流仓储项目的应
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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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
司
2、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王佐红、吴 平、纪家亮
宋千军、车其杰、郑 鹏

一类成果

唐 轩、杨
刘克举、顾
李洲华、张
王 杨、张

海、苏宪新
笑、刘俊龙
翔、邢炜亮
秋、张晓飞

黄龙昶、季新强、杨建平
姜 伟、曹正军、何有志
张 强、黄 哲、张 驰
赵汉兵、胡 锐、曹 帆
陈清华、崔 炜、张宏广
王小博、高明政、黄斯栋
徐佳佳、吴 洋、周正安
苏晓钰、林 凯、葛小源
张红睿、蒋文翔、邱 健
严宝峰、孙鸿飞、孙云飞
廖 鹏、蒋 涛、张 瑜
王 斌、马煜俊、刘 磊
郭智伟、王 将、徐长林
昝嘉伟、蔡甜甜、贺文静
吴 平、宋千军、王佐红
吴 晗、车其杰、郑 鹏

一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序号
22
23

24

25
26
27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泰兴市中医院（北院）与妇幼保健院新建项目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 综合应用
阿里巴巴江苏云计算数据中心南通保税区 A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区项目
1、江苏吴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吴中逸林广场全生命周期 BIM 技术应用 2、苏州嘉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月亮湾 B3 地块建屋广场 D 座主体总承包工程 1、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BIM 应用
2、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项目全过程 BIM 信息管理 1、南通中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与应用创新
2、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南通紫琅科技城一期 A-2 项目实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阶段的综合应用

28

南京仙林中医医院施工阶段 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9

BIM 技术在中兴通讯（南京）智能制造基地
一期工程 EPC 总承包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0

南通开发区公共文体中心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BIM 技术在 E 组团社区中心、医院、商业及
地下车库工程项目综合应用

江苏尚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2

昆山西部医疗中心全过程 BIM 应用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

南通市中央创新区科创中心一期（高等研究
院）/A-3 项目

1、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杨
叶
李
李

杨、杨 康、羌德峰
筱、徐 鹏、张嘉宁
想、张 展、季厚甫
爽、徐 华、黄 杰

吴阿林、朱腾腾、张华明
祝旭阳、沈霆炜、徐 刚
汪少波、冯 雷、李龙飞
钱烨斌、鲁锦威、刘 学
高帅峰、羌苏鹏、丁晓松
徐 建、于 楠、沈 彤
戴世龙、陈卫红、梁景辉
梁仁群、陆爱军、陶辉勇
陈 楠、黄 健、贾国防
潘 亮、王凤东、严 威
朱建军、崔 杰、张润东
常小娟、李 尧、刘耀威
杨 杨、严红健、羌德峰
王鑫强、周成伟、石磊峰
拜正芳、王伟霖、张年正
吴 凯、石登峰、刘栋良
邹 胜、周 晶、宋 炜
沈 超、施文杰、姚 盛
赖洁伟、姜 康、赵玉善
杨 洋、彭佳俊、黄昌盛

成果等级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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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公司装
饰与清水混凝土分公司

方 涛、许贵虹、李太生
张高锋、张兴俊、刘汗青
邬建华、肖 飞、倪 杰
张焙焙、陈亦飞、张 维
李 琨、周 翔、包全喜
严宝峰、毛路君、宋秀兵
宗路超、李 赛、孙春娥
孟丽娟、肖赛刚、狄宗婷
孙成伟、钱 晨、席海华
姚 远、丁凯峰、薛尚驹
周懿斌、游 辰、苏传海
倪晓平、姜旭栋、李瑞枚
王 赛、丁圆圆、王邦国
马 军、时红翔、马建忠
杨晓峰、杨旭红、杨宁宁
孙志龙、童光全、王培成
包全喜、严宝峰、王鹏书
张 权、刘 阳、周 翔
代金辉、李富尧、卢万龙
朱煜卿、郭金鹏
张 帅、王耀东、卢 亮
单于洲、徐雪琳、叶思伟
康楼留、王洪留、蔡昭昭
朱 靖、唐 潮、桂苏皖

34

张家港市职工文体中心 BIM 应用介绍

35

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产业园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36

淮安汇金云谷项目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37

南京国际健康城实验学校项目 BIM 技术综合
落地应用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

启东市文化体育中心项目 BIM 技术应用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9
40
41

苏州市轨道交通黄天荡控制指挥中心施工总
承包工程建设项目 BIM 技术综合运用
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项目 BIM 技
术应用
BIM 技术在江浦制水厂改造工程中全生命周
期综合应用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42

淮安万达广场项目 BIM 应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3

南京宇龙通信研发中心项目 BIM 综合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4

绿洲机械厂东侧保障房项目装配式建筑施工
BIM 技术应用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

南博三期智慧工地结合 BIM 精细化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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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等级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46

石家庄融创装配式 BIM 技术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

BIM 在装配式住宅项目(苏地 2017-WG-85 号
地块)施工阶段的落地应用

48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新院 BIM 应用项目

1、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淮安市水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49

嘉寓节能科技产业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BIM
综合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南通绿城 R18044 地块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南通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51

海安科创中心项目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52

南宁恒大国际中心二期 BIM 技术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

云河湾二期项目 BIM 技术应用

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4

BIM 技术在江阴马儿岛艺术文化主题度假酒
店项目中的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唐城壹零壹三期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

上海嘉定新城 F04-2 地块商住办项目 BIM 技
术应用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57

美达家园二期住宅小区

中联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张忠波、江明山、陈 翔
徐 阳、李 杰、周长玉
汪少波、冯 雷、李龙飞
陈 娜、许晓明、孙云海
朱 宝、陆 扬、孙禹顺
唐 杰、毛金伟、谢淮建
梅从剑、龚凯威、陈 萌
华璀杨
马 锋、王 菁、曹 陈
赵 楠
钱忠勤、刘 洋、张 玮
何译林、徐孝磊、陆 斌
杨 俊、钱 群、郭 峰
孙 伟、龚凯威、陈 萌
王晓秋、许永祥、杨 阳
臧东阳、邵国如、胡 睿
周华俊、陈 萌、王春涛
李张智、熊笑天、陈 刚
杨 杨、王耀祖、羌德峰
孙宏彧、朱 敏、于文东
孙成伟、钱 晨、席海华
范彬彬、丁凯峰、陆云峰
黄 磊、刘益林、涂家辉
梁旭栋

成果等级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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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58

永威上和琚苑项目 BIM 应用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9

医药园区 6 号地块商住项目 BIM 应用

江苏省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0

国联龙信项目 BIM 应用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1
62
63

中共海安市委党校教学综合楼项目 BIM 技术
应用
海安市凤栖花园（一期）项目 BIM 技术综合
应用
南京丽宁科研楼及相关辅助设施 02 栋项目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4

合金材料研发中心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5

海安桃源里项目 BIM 应用介绍

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6

徐州高新区毕庄村地块(2019-29)项目 BIM 应用

徐州力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7

BIM 技术泰州市项目中的应用（周山河小学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68

泗阳北京路实验学校项目 BIM 技术综合应用

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范雪松、施俊龙、何 刚
顾亮亮、江博俊、沈 亮
王秋明、赵国庆、朱翔宇
赵 捷、胡 江、常 凯
沈 亮、江博俊、顾亮亮
杨华斌、丁顺顺、郭珑珑
王邦国、马 军、王 赛
陆良兵、顾金山、师伟凯
钱忠勤、刘 洋、张 玮
何译林、徐孝磊、陆 斌
钱忠勤、刘 洋、张 玮
何译林、徐孝磊、陆 斌
丁 涛、张 露、申雨阳
侯 军、卞梦迎

三类成果

许亚明、高聪聪、黄橙橙

三类成果

钱久乐、彭裕森、花英琪
孙建汪、彭琳琳、孟晓智
邹厚存、丁传武、董红平
闻 玮、黄灿明、孔维星
诸月红、夏 琦、邹 斌
时军昌、高 睿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附件 2

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竞赛结果名单（BIM 技术单项应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成果名称
广东台山核电站 1 号机组核岛土建工程
施工 BIM 应用
BIM 技术在新型桶式基础结构防波堤
工程设计中的应用——连云港 4 区围堤
工程
苏州地铁胥口车辆段施工 2 标 BIM 应
用成果
南京双子座 EPC 总承包项目在岩溶区
域深基坑的 BIM 应用
BIM 技术在高邮市站前路隧道工程施
工阶段的深度应用
BIM 技术在无锡东蕾苑施工二标段项
目的应用
横江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二标段 BIM
技术应用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 CX-WX2 标太湖
隧道项目 BIM 综合应用
溧水区无想国际创业小镇建设工程（城
隍庙文化街区）项目古建筑大木结构
BIM 应用

参赛单位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贺卫兵、陈明国、杨忠勇
杨 尚、陶玉平、钱伏华

一类成果

1、连云港港口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迎春、倪思琦、黄 洋
陆晶晶、李 立、徐传超

一类成果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正方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2、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心区发展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裴永磊、赵 亮、赵 俊
朱 潇、高嘉祺、金燕洁
易川东、谷彦霖、罗 燕
张壮壮、李 纲、张忠浩
管盈铭、付理想、孙有松
施冠楼、钱 伟、李 根
张军阳、浦冰铁、王树全
陈卫军、钱 龙、盛妍婷
张晓辉、林 文、杨佳树
李 桐、万 欣、洪 敏
顾晓彬、袁伟坡、何 洋
佘春涛、曹旭梅、焦 洋
张 帅、沈存星、张润东
朱建其、谢厚清、周肖飞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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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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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苏州城北路（长浒大桥-娄江快速路段）
改建工程 LM01 标 BIM 技术施工过程
应用实践
BIM 在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 PPP
项目的应用
武汉光谷 XX 地块住宅精装项目 BIM 正
向设计
南通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土建施工 05
标 BIM 技术应用
泰康之家吴园（4#楼）康复医院机电安
装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扬州西区万达广场项目 BIM 技术在施
工阶段深化设计应用研究
常州市高新区两馆两馆中心 BIM 应用
新建冷链仓储、办公楼、产品配送综合
展示中心及辅楼工程数智建造实施介绍
BIM 技术在南通中央商务区 A-01、02
地块的综合应用
泰州市中医院新院区二期工程 BIM 应用
商业用房建设项目（飞马商城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南京国际化名医中心项目土建施工
BIM 应用

参赛单位
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陆慧峰、刘海宁、潘小军
王如成、薛景民、朱黎明

二类成果

李 智、王照辉、朱爱梅
刘旭生、吕冬沛、童安康
郭智伟、王 将、陆 凯
周健康、张 泓、陈省彬
李洲华、张 翔、邢炜亮
王 杨、张 秋、张晓飞
刘宏桂、程庆凯、吴乃红
孙 杰、钱帅杰、吴 济
王海波、吴飞飞、储 啸
郭 腾、陶顺俊
孙 皓、陶 强、仲天艺
恽 琪、韩 磊、陈轶文
汪少波、冯 雷、李龙飞
余 鹏、倪晓东、余 杰
周建勇、解复冬、陆佳华
刘 兵、施雨秋、郁 雪
刘荣青、陈 力、吉 祥
巫建荣、杨 浩、鞠 浩
程庆凯、刘宏桂、曹 宇
张志辉、丁寒竹、周 宇
章征平、石 强、陈永俊
李 敏、宗 峰、张安磊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三类成果

序号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NO.2017G07 地块项目土建施工BIM 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康那香扬州华东二厂项目全生命周期
BIM 综合应用
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
D.009.X-TA02 标土建三工区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常州皇粮浜宾馆室内装饰工程 BIM 正
向设计及施工
BIM 技术在 333 省道北澄子河大桥系杆
拱桥梁施工阶段的应用
九圩港二线船闸 BIM 技术应用成果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数据中心项目
BIM 应用
博雅智慧教育创意产业科技园项目
BIM 设计应用
南京正太中心项目 BIM 应用
南京海峡两岸科工园海桥路配建小学
项目 BIM 应用成果
江北新区滨江水环境提升利用系统工
程四期项目 BIM 应用
BIM 技术在新民雨水泵站的运用

江苏伟业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锦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久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锦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侯鹏飞、张 强、殷晨昕
王建博
于军龙、刘 渊、汤荣庆
高 俊、韩玉凤、王梓谦
朱 儒、刘 晓、龚 峰
程许林、杨晋柳、李 扬
郭智伟、王 将、张观众
王一臣、潘中坤、戴永芳
徐新文、周兆存、付理想
任 义、薛 秋、钱锦春
张永胜、李善超、杨 森
袁 野、王 威
杨劲松、李 娇、朱 磊
侯靖钰、张大快、崔岩岩
连志刚、王 尧
田 野、张梦林、彭思远
王金园、沙文鹏、薛金馨
季 凯、秦 林、邢泽敬
薛 茗、黄安珉、叶佳坤
施载亮、沈 辅、叶绪君
晋松涛
眭富国、杨 力、季 君
肖雪莲

成果等级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 11 —

序号
34
35
36

成果名称
装配式建筑 BIM 信息管理应用——中
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一期项目
新华人寿保险合肥后援中心一期数据
中心机房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无锡金轮民丰城市商业广场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参赛单位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荆 松、张 智、夏 俊
郑 杰、杨 槐
刘国争、王 典、陈英男
毕 林、刘 淼、刘 彬
赵本超、吴继坤、陈思宁
孙宇峰、顾 浩、陈禹良
王建禄、张 斌、施 峰
丁 杰、顾 成、刘晓伟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37

吾悦广场项目 BIM+智慧工地技术运用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38

无锡龙湖天矩 BIM 应用

无锡市锡山三建实业有限公司

张京一、陆天柱、李放铭

三类成果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郭

三类成果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朱友才、张晓彬、王
沈 震、丁唯烨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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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永丰产
业基地 HD-00-0401-0099 地块二类居住
用地项目 BIM 技术在设计施工阶段应用
徐州新盛广场（暂定，原华厦广场）G
楼酒店机电安装工程

政、强 化、卜万清
彬、李健康、姜 伟
烨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