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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推广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项目汇总 

一、设计阶段推广 BIM 技术应用的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实施单位 

1 福建省儿童医院（区域儿童医学中心）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 中共闽清县委党校新校区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 莆田第一中学妈祖城校区建设工程--体育馆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福建省应急传染病医院工程设计优化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建瓯市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

（EPC）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 古田山庄二期建设工程总承包（EPC）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 350122-DPQ-I-51 号 地块 连江城建大楼项目 福建博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9 

龙岩市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一期工程总

承包（EPC） 

厦门中建东北设计院有限公司 

10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应急隔离负压病房工程 厦门中建东北设计院有限公司 

11 

厦门新机场片区东进场路（机场 2#变-航站楼段）

综合管廊工程 

厦门中平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2 

厦门新机场蔡厝片区翔安西路（翔安东路-溪东路

段）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厦门中平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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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实施单位 

13 

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配套综合管廊及高压电力架

空线缆化一期工程 

厦门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14 

基于云平台的 BIM 预制装配式拼装拱桥的设计应

用优化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5 闽投营运中心 BIM 综合设计项目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6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综合实训中心项目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7 福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一期工程 福州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18 年产 40000 吨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 福州市皮肤病院防治院医技附属楼项目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 文亭小区 垒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1 首开紫樾花园（二期）6#楼 福建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2 首航国际大厦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海晟 X2018P01 地块地下室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 双十海沧附校扩建项目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阳塘安居小区工程（一标段）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 三盛璞悦里小区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 印象春天小区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三期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泉州石狮碧桂园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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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实施单位 

30 翔安第二实验小学黎安校区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趣店科技金融创新园区 厦门佰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2 2019TP02 厦门佰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3 阳光城德化隆恩﹒丽景湾项目 福建省闽武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34 市档案馆及城建档案馆技术业务用房 

天厦建筑设计（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福州市城区新店外环东段项目 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36 福州市东南区水厂工艺改造工程-生产综合大楼 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7 福建省妇产医院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福州市金山基督教堂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9 莆田一中新度校区建设工程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0 第三代半导体数字产业园项目（一期）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1 

宁德三屿工业园区（上汽项目）配套厂房及园区

道路建设项目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2 五四北岭下塘省直单位公共租赁住房 11#、12#楼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3 

柘荣县生物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路网配

套工程-宝塔路延伸段项目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4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建省肝病科学研

究中心）工程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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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实施单位 

45 2019JP02—厦门软件园三期西片区 F53 地块 厦门中建东北设计院有限公司 

46 莆田市城厢区顶墩—下黄片区整村改造项目 厦门中建东北设计院有限公司 

47 国道 G316 线长乐漳港至营前段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48 福州滨海新城综合医院（一期）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9 滨海新城实验幼儿园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0 厦门市第五幼儿园 垒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51 漳州市医院高新区院区 福建汇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52 南靖县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项目 福建汇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53 

龙海市南太武滨海新城（格林地块三）棚户区改

造安置住房项目 

福建汇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54 嘉美 B1-12 地块项目 厦门特房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55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嵩屿校区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 2018P01 租赁住房（公寓）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 厦门市轨道交通二号线五缘湾南站配套项目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 西海湾邮轮城 1—4#地块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 西海湾邮轮城 6#地块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轻工大厦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 洋唐居住区三期保障性安居工程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 中海繁华里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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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实施单位 

63 雍景湾 厦门佰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4 美岭新榜园 15#楼 博亚（福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5 

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客运专线—泉州南站站房及

相关工程设计 

中土集团福州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6 福厦客专（同安段）龙西安置房 厦门营造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7 铁山镇洋美村综合服务用房工程总承包（EPC) 聿华工程设计（厦门）有限公司 

68 漳州市殡仪馆改扩建项目一期工程 北京东方筑中建设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二、施工阶段推广 BIM 技术应用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69  

溪东路（翔安南路-机场快速路段）（原翔安

滨海东路）工程 A 标段 

大成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0  月美池整治工程  飞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1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联合学院和海峡联合研究

院建设项目（二期）学生宿舍三、学生宿舍

四工程 

福建博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2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翔安校区 福建成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  厦门市环东海域医院 福建成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4  福州市浦下村旧改配套道路工程 福建创盛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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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75  泉州公交丰泽综合场站二期工程 福建第一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6  福建第一公路集团交通科研大楼 福建第一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7  

龙文区北环城路西段（九龙大道至龙文北路）

跨九十九湾 1#中桥及引道工程

（K0+600--K0+760） 

福建华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8  漳平市医院医养康复中心 福建惠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9  福建省妇产医院建设项目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迁建工程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1  

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项目（深化设计、

预制构件生产、施工一体化）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  西岸写字楼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3  

邵武市城南新区古山溪左岸棚户区改造工程

（下南寮）（二期）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4  

厦门现代服务业基地（丙洲片区）统建区 I-3

地块工程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5  

洋唐居住区三期保障性安居工程（A04、A05、

A07 及配套幼儿园地块）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病房综合

楼项目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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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87  福建省儿童医院（区域儿童医学中心）项目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8  榕发观湖郡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9  新民大桥项目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  马銮湾新城西园小学 福建金鼎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91  

海滨学校（二区 1-2101 地块）单建式人防工

程 

福建金鼎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92  市档案馆及城建档案馆技术业务用房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3  

洋唐居住区三期保障性安居工程 A02、A03、

A06 地块（含精装工程）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4  闽侯县医院新病房大楼建设项目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5  佳美安置房（A1-3 地块）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6  平潭国际演艺中心项目（EPC 总承包）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7  京都国际金融中心 1-5#楼及地下室 福建巨岸工程有限公司 

98  

仙游县鲤南柳坑宋桥南区安置房 1#~6#楼、

8#楼及地下室工程 

福建巨岸工程有限公司 

99  莆田第二中学新建工程 福建巨岸工程有限公司 

100  

漳州市区北庙新村、团结新村、市公路局机

械修配厂三个片区棚户区改造 安置房（01-1 

地块）1-1～4#楼及其地下室、门卫 

福建巨岸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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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01  金林湾花园 B 区 1-07 地块安置房 福建巨岸工程有限公司 

102  集美新城侨英中学 福建巨岸工程有限公司 

103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莆田分校迁建工程 福建巨岸工程有限公司 

104  厦门海沧 H2016P04 地块 福建坤加建设有限公司 

105  南部市政环卫设施基地改扩建工程 福建磊鑫（集团）有限公司 

106  福建中益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福建磊鑫（集团）有限公司 

107  

福建工程学院旗山校区三期工程南区工程实

训中心 2#楼 

福建磊鑫（集团）有限公司 

108  福州宜家家居商场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109  正祥广场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110  

基于 BIM 技术的集美北路项目施组优化及工

程应用 

福建闽东建工投资有限公司 

111  泉州台商美的项目 福建平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2  晋安前屿 2019-21 项目 福建平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3  漳州市医院高新区院区 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114  龙地·锦园 II 标段 福建荣建集团有限公司 

115  龙岩经开区中小微企业创业园 福建荣建集团有限公司 

116  龙岩市西安金融安置小区 D 地块第一标段 福建荣建集团有限公司 

117  泉州市第一医院城东院区二期病房楼项目 福建荣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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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18  

厦门现代服务业基地（丙洲片区）统建区 I-7

地块工程 

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119  泉州市委党校新校区项目 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120  福州滨海新城第四小学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1  福州电视中心二期（福州广电融媒体中心）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2  福州高新区葛岐群升安置房（旗山苑）项目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3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新校区

建设项目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4  奥体颐养中心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5  福清三华学校生活区 19#楼 福建省高华建设工程公司 

126  黄邦小区（安置房）项目 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7  

翔安东路（海翔大道-翔安南路段）综合管廊

工程 

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8  

永泰县城区二环路古岸桥至马洋桥段道路工

程 

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9  

福建省连江第一中学（二期）扩建工程（教

学综合楼、实验综合楼）项目 

福建省华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0  古田山庄二期工程（EPC）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31  长汀阳光珑悦郡 福建省晋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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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32  浔兴世运华林春天二期 福建省晋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3  东瑶安居房（一期）（A1-1 地块） 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4  

福州滨海新城屿中路（东南快速-万新路）道

路工程 

福建省龙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5  福州市樟岚北片区道路工程 福建省龙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6  

闽清县城关北大门猴山至燕垅里段道路改造

工程 

福建省龙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7  

保障性住房雍厝公寓（地下室及上部主体工

程）  

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8  南安市博雅公学滨海实验学校 福建省南安市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139  

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环湾大道地下综合管廊

工程 

福建省融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0  

漳州高新区林前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1-13#建（构）筑物 

福建省融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1  

平潭北部生态廊道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 

福建省融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2  福安畲族文化中心建设项目 福建省融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3  宁化县城区第二水厂（东山水厂）建设工程 福建省融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4  开元天成建设项目 福建省兴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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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45  领秀侨城 福建省兴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6  福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程 福建省燕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7  马銮湾再生水厂一期工程 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 

148  

基于 BIM 技术在疫情防控期间 2018P01 租赁

住房（公寓）租赁住房项目施工组织优化应

用 

福建省筑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9  

东山变进出线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一期）第

二标段 

福建祥荣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  翔安区宋坂小学 福建筑兆建设有限公司 

151  长乐市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152  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门诊综合楼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153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建筑生产基地”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154  金城湾商业项目（金城湾翠微大厦）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155  景湖佳园 福州市城投建筑有限公司 

156  马銮湾新城鼎美中学项目 福州市一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57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翔安校区初中部项目 恒晟集团有限公司 

158  马銮湾新城马銮西小学（施工） 恒亿集团有限公司 

159  

妈祖医疗健康城启动区项目（B、C 地块）工

程总承包项目 

莆田中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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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60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应急隔离负压病房工程 莆田中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1  

莆田学院迁建项目核心区工程-图书馆综合大

楼 

莆田中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2  厦门国际悦海湾酒店 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163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环湖路网工程 厦门市捷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4  

东孚南路（二期）市政道路工程及东孚南路

（二期）综合管廊工程 

厦门市捷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5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门诊楼、急诊楼

及心血管病房楼建设项目 

厦门市捷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6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江南校区二期建设 A

地块—体育馆及游泳馆工程 

厦门思总建设有限公司 

167  

安溪县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 C

地块工程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68  

船政文化马尾造船厂片区保护建设工程（一

期）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69  建发玺院（一期）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70  东瑶安居房（一期）A1-2 及 A1-3 地块项目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71  佳美安置房（A1-1 地块）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72  佳美安置房（A1-4 地块）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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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马銮湾医院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74  特房·芙蓉书院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75  何厝安置房及市政配套项目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6  佳盛花园一期安居房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7  厦门市第五医院一期扩建项目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8  五通金浦花园安置房项目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9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翔安校区高中部项目 宇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80  新阳西中学 宇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81  美岭新榜园 中博城建工有限公司 

182  厦门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183  华源国际中心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84  厦航总部大厦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85  厦门西海湾邮轮城 6#地块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86  福州华润万象城三期项目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87  万科澜悦花园（一区）项目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88  

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湾大道（海江大道-16#码

头）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189  青丰绿园项目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0  环东海域美山路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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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厦门软件园三期 F11 地块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2  漳州科技园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3  

霞田文体园（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

体育馆、游泳馆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4  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5  福州滨海新城综合医院（一期）装饰项目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6  福州学校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7  林浦广场（二期）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8  海悦中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99  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工程项目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0  信和达元器件智能物流中心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  明溪县县级综合档案馆建设项目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202  圣王大道生活垃圾生态流转中心（一期） 中建协和建设有限公司 

203  共富路（沿海大通道至码头）道路工程 中建协和建设有限公司 

204  

泉州市东宝花苑保障性住房项目三期（5#、

7#-12#楼及 2#地下室工程） 

中建远南集团有限公司 

205  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 

206  福州市城区新店外环东段项目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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