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2021 年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目录 

  

一、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南京市 江宁 2018G03 租赁住房项目 

2 南京市 省溧中扩建一期项目工程 

3 南京市 NO.2017G45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4 南京市 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 

5 无锡市 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南门站 

6 无锡市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惠山分校工程项目 

7 无锡市 新建医院用房项目 

8 无锡市 无锡文台（荆华）220 千伏开关站工程 

9 无锡市 光明小镇 H 地块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 

10 无锡市 东南大学无锡国际校区项目四期工程学生公寓 

11 无锡市 XDG-2019-66 号地块开发项目（雪浪小镇未来中心） 

12 无锡市 
无锡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系统设计具区路车辆段及配套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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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3 无锡市 无锡光电新材料科技园配套九年一贯制学校工程项目 

14 徐州市 
第十三届中国（徐州）国际园林博览会场馆建筑建设工程

项目（EPC) 

15 徐州市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庄安置小区商业综合楼项目 

16 徐州市 徐州金宸辉置业有限公司大龙湖西南 A 地块项目 

17 常州市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培训中心 B 区-1 工程 

18 苏州市 苏州城亿绿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 PC 构件项目 

19 苏州市 苏州环境创新研发产业园项目 

20 南通市 南通市委党校迁建工程 

21 南通市 南通开发区 R17030 宏兴路南、林翠路西地块住宅项目 

22 南通市 
CR20032 地块项目一期（10#、38#、39#、40#、41#楼）

（含精装） 

23 盐城市 盐城阜宁希望小区（1-8 号楼） 

24 盐城市 先锋国际广场三期酒店写字楼 

25 扬州市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26 扬州市 扬州颐和医疗健康中心项目管理二标段工程 

27 扬州市 
扬州颐和医疗健康中心（市妇女儿童医院）施工一标段工

程 

28 扬州市 GZ126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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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29 扬州市 

GZ118 地块房地产项目 B1#楼-B3#楼、B5#楼-B9#楼、B11#

楼、B1 区地下车库、B2 区地下车库桩基、土建、安装工

程 

30 扬州市 技师学院新校区建设工程施工二标段 

31 扬州市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异地新建一期工程施工二标段 

32 扬州市 GZ101 地块 H 地块 1#~12#楼及地下室、B 地块办公楼 

33 扬州市 
GZ101 地块 I 地块 1#~10#楼及地下室、O 地块邻里中心、

N 地块幼儿园 

34 扬州市 扬州 GZ178 地块一期一标段工程 

35 扬州市 GZ157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 

36 扬州市 扬州高新区实验学校建设工程 

37 镇江市 中南.文锦苑项目(30~31#楼) 

38 镇江市 镇江市润泽园三期 

39 泰州市 天禄湖国际大酒店（一期）项目 A1、A3 区 

40 泰州市 南韵家园二期 A 区 34#住宅、地下室 

41 泰州市 海陵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工程 

42 泰州市 新区高中公寓楼一期工程 

43 泰州市 
泰州市同泰智能制造产业园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生产基地

项目 

44 宿迁市 宿迁市京东智慧城项目 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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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45 宿迁市 

宿迁市中心城区玉泉山路小学等 10 所中小学建设项目 EPC 总

承包第二标段（厦门路学校 3#小学教学楼、8#图书行政综合楼；

富民大道学校 1#图书行政综合楼；运河学校宿舍楼） 

46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黄山路初中及特教学校 EPC 总承包项目 

 

二、装配化装修示范工程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苏州市 冯梦龙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第 1 期） 

2 淮安市 涟水县吾悦广场 9#楼 

3 扬州市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4 扬州市 扬州市陵江悦府 

 

三、BIM 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南京市 南京南站宏远学校新建工程 EPC 工程总承包（装配式） 

2 无锡市 YDG-2019-66 号地块开发项目（雪浪小镇未来中心） 

3 常州市 江苏省常州市高新区（新北区）两馆两中心项目 

4 常州市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中心建设项目 

5 苏州市 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技侦用房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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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6 苏州市 昆山西部医疗中心建设工程 

7 苏州市 中国移动（苏州）数据机房项目（第 2 期） 

8 苏州市 苏州 2018-WG-13 号地块项目 

9 苏州市 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艺体中心工程（第 1 期） 

10 苏州市 铱工场（周市）科创产业园（1#-8#、地下车库）项目 

11 南通市 
南通市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及其附属工程施工总承包

项目 

12 扬州市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13 扬州市 333 省道高邮东段改扩建工程-北澄子河大桥 

14 扬州市 高邮市人民医院东区医院（二期）综合病房楼工程 

15 泰州市 
泰州医药高新区体育文创中心项目商务办公中心 A 栋省

建安总部大楼 

16 泰州市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第五人民医院（脑科医院）项目 

 

四、市政、村镇、园林等建设领域示范工程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苏州市 东汇公园南下穿护城河隧道工程 

2 苏州市 狮山桥拓宽改造工程 



 

 

— 6 —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3 苏州市 张家港 AI 城际空间站首期启动区基础设施 

4 苏州市 广济路民丰里 3 号新建项目 

5 盐城市 盐城盐龙体育公园项目工程总承包 

6 扬州市 
江平西路二期工程（润扬北路互通式立交）非涉铁段工

程 

7 扬州市 高邮市站前路建设工程项目二标段 

 

五、示范园区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 

 

六、示范基地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南京市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2 南京市  南京平达绿色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3 徐州市  江苏千禧杭萧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4 徐州市  中建科技徐州有限公司 

5 徐州市  徐州东大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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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6 常州市  江苏浩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7 常州市  绿砼（江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8 苏州市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9 苏州市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0 苏州市  常熟古建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1 苏州市 江苏德丰建设集团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2 苏州市 苏州图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3 南通市 江苏南通元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14 南通市 南通现代建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 连云港市 连云港先至远大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16 连云港市 江苏中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7 盐城市 江苏千和装配式建筑科技股份公司 

18 扬州市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扬州钢结构工程分公司 

19 扬州市 江苏省江建集团有限公司 

20 扬州市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 镇江市 镇江建科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22 泰州市 靖江国林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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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23 泰州市 江苏扬桩金源管业有限公司 

24 泰州市  泰州中兴汤臣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5 宿迁市  艾上沭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6 宿迁市  宿迁市城投远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七、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基地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南京市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 南京市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3 南京市 
江苏东印智慧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江苏省

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4 南京市 南京慧筑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5 南京市  南京同筑盛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 无锡市 
江苏华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中构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7 苏州市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旭杰建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8 南通市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南通市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盐城市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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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1 扬州市 江苏和天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扬州市 江苏华江祥瑞现代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13 扬州市 江苏旺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4 扬州市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泰州市 江苏中江装配式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泰州市 江苏宇辉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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