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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度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 

评审结果目录 

 

一、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区 

序号 所在地 园区名称 

1 徐州 江苏徐州工业园区装配式产业园 

2 常州 常州市武进绿建区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区 

3 泰州 虹桥绿色智能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二、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 

（一）集成应用类 

序号 所在地 单位名称 

1 南京 南京安居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 苏州 苏州嘉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设计研发类 

序号 所在地 单位名称 

1 南京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 南京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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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单位名称 

3 无锡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 常州 江苏筑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5 常州 谢亿民工程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三）部品生产类 

序号 所在地 单位名称 

1 南京 中建五洲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2 常州 常州杰通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3 苏州 苏州新城万斯达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4 苏州 苏州良浦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5 盐城 江苏博拓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6 扬州 江苏扬建集团钢结构公司  

7 镇江 江苏丹凤建筑集成化科技有限公司  

8 泰州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四）专项能力实训类 

序号 所在地 单位名称 类别 

1 南京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装配化施工、BIM 应用 

2 南京 
江苏建科建筑技术培训中心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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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单位名称 类别 

3 南京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4 南京 南京同筑盛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IM 应用 

5 南京 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IM 应用 

6 无锡 无锡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BIM 应用 

7 无锡 江苏东尚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 

8 徐州 中建科技徐州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工 

9 徐州 徐州工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10 徐州 江苏诚意住宅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 

11 常州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心 
装配化施工、BIM 应用 

12 常州 常州砼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工 

13 苏州 
苏州嘉盛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市政扬帆职业培训学校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14 苏州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旭杰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15 苏州 苏州市建科职业培训学校 质量检测 

16 南通 南通装配式建筑与智能结构研究院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17 南通 南通现代建筑产业园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18 连云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BIM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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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单位名称 类别 

19 淮安 淮安凡之晟远大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工 

20 淮安 淮安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质量检测 

21 盐城 阜宁智慧建筑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22 扬州 江苏和天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工 

23 扬州 江苏华江祥瑞现代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 

24 镇江 
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质量检测 

25 镇江 
江苏科技大学、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

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

工、、BIM 应用 

26 泰州 泰州研砼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工 

27 泰州 江苏宇辉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生产、装配化施工 

28 泰州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BIM 应用 

 

三、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项目 

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1 南京 江北图书馆 

2 南京 南京美术馆新馆 

3 无锡 吴都雅园二区万科翡翠之光项目 1#-14#楼 

4 无锡 XDG-2012-78 号地块 A 块 2#-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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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5 无锡 宜兴市文教创业中心（临溪点）1#-4#楼  

6 无锡 
XDG-2016-32 号地块无锡寰宇天下三期 15#、16#、17#、21#、22#

楼 

7 无锡 凤翔路（规划北外环-广石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FXB03标 

8 徐州 
恒大御湖天下（2017-145、147号地块）145地块 2#、6#、7#、9#、

14#楼，147地块 3#、4#、9#、10#、11#、12#、16#、21#楼 

9 徐州 徐州建筑总部经济园 

10 徐州 
徐州正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38号项目 G1#、G3#、X1#、X3#、

X5#、X6#楼 

11 徐州 徐州荣盛城四期听澜雅居 7#、9#、10#、12#、14#、15#楼 

12 徐州 
江苏淮海科技城创智科技园 A区一期 5#（创智办公楼 A栋）、6#

（创智办公楼 B栋）、地下车库项目 

13 徐州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年校舍建设一期工程-徐庄中学迁建工程

学生宿舍 

14 徐州 2016-5号地块建设项目 22#、23#、25#-32 

15 徐州 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建设铜山派出所铜山特警队综合营房项目 

16 常州 溧阳鸣桐茶舍 

17 苏州 苏地 2015-WG-30地块-地上木结构工程 1#-7#楼 

18 苏州 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 

19 苏州 DK20160205地块 1#研发办公楼及门卫 

20 南通 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及公安执法办案基地技术业务用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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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 项目名称 

21 淮安 江苏建源益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 

22 盐城 阜宁县观澜名邸住宅项目 41#、42#、43#、45#、58#、59#楼 

23 扬州 GZ107地块（美澜家园）1#-13#楼 

24 扬州 扬州翼立方教育发展中心 

25 镇江 万科都萃雅苑 2#、3#、6#楼 

26 泰州 
京泰路南延（海姜大道－凤凰路）管廊工程（桩号范围为 K0＋12

－K2＋640） 

27 泰州 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办公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