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通市建筑行业协会

通建协〔2021〕15 号

关于举办南通市建筑业第三届

“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筑行业协会，各会员单位：

为了进一步推广 BIM 技术在我市建筑业的应用，不断提

高企业 BIM 技术应用水平，通过大赛搭建交流学习平台，达

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经研究，决定举办南通市建筑

业第三届“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名称

南通市建筑业第三届“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

二、大赛组织

指导单位：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办单位：南通市建筑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排名不分先后）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

上海红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秉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朗壹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大赛设组委会和评委会。大赛组委会由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建筑行业协会、相关院校、设计院、施工企业等单

位人员组成；大赛评委会由设计院、施工企业、相关院校等

单位推荐的专家组成。

三、时间安排

1.赛前线上解读会：2021 年 7 月 20 日 12：00-13：30

（详见本通知第八项“参赛须知”中第 5 条）。

2.大赛报名：即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3.成果提交：2021 年 8 月 3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4.现场发布：初定 2021 年 10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参赛范围及要求

（一）参赛主体为建筑业企业，可单独或联合参赛（联合

参赛单位不超过 3 家）。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 8 人，且应

为参赛单位正式员工。软件公司、咨询公司不可参赛（我市

建筑业企业所属公司除外）。

（二）参赛单位须是我市建筑行业协会会员，参赛项目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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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在本市的工程项目；

2. 本市建筑业企业市外所承建的工程项目。

（三）一个项目只可报一个成果，同一企业成果数量不限。

（四）已参加“江海杯”往届大赛且获得一、二等奖的项

目原则上不可参赛，如在某专项领域确有往届大赛未涉及的

新应用点可申报单项组参赛。

五、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

1. 《“江海杯” BIM技术应用大赛申报表》（附件1）；

2. “江海杯”BIM技术应用大赛免责声明书（附件2）；

3. 成果文档（PPT），包括:工程概况；BIM 团队介绍

（包括成员专业分工及各自学习应用BIM技术的履历和水平、

在各环节的贡献，及掌握的关键技术等）；BIM技术应用的软

硬件配置；BIM技术应用情况（BIM模型的精度，BIM应用点的

数量，BIM 应用的特点、亮点、创新点、主要成果、应用效

益）； BIM技术应用存在的困难、问题以及改进措施和应用

方向。成果文档可根据需要用Word文档加以补充。

（二） 提交方式

（1） 2021 年 7 月 31 日(报名截止时间)前，将纸质版

《“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申报表》寄送至市协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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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电子版《申报表》发至协会邮箱 ntjz83518435@163.com。

协会地址：南通中远路 169 号南通开放大学内

联系人：马俊才、高世威，电话：0513-83518435

（2）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将成果通过大赛申报平台提交

（上传方式见附件 3）。

六、评审程序

1.材料受理。参赛单位按照申报要求按时提交参赛材料；

2.材料初审。专家对申报成果进行初评打分，综合所有

专家分数，推选出现场发布的成果；

3.现场评分。专家根据成果发布情况，对现场发布的成

果进行第二轮现场打分，评出大赛初步结果；

4.结果审定。大赛组委会、评委会对大赛初步结果进行

审定，确认并公布大赛获奖结果，同时进行颁奖。

七、大赛成果分组及奖项设置

（一）参赛成果分组

（1）单项组（BIM 技术单项应用）：分为工程设计 BIM

应用、土建施工 BIM 应用、机电施工 BIM 应用、钢结构施

工 BIM 应用、交通和市政工程 BIM 应用、幕墙和装饰装修

施工 BIM 应用、水利和港航工程 BIM 应用、其他单项应用

等，每个单项应用应有 3 个以上的对应应用点，不得包含其

他单项应用的应用点。

mailto:参赛申报表》发至协会邮箱ntjz8351843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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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组（BIM 技术综合应用）：是指施工过程中至

少有 3 个以上（含 3 个）BIM 技术单项应用的工程。

（二）大赛成果奖项设置

综合组（BIM 技术综合应用）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优秀奖；单项组（BIM 技术单项应用）设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优秀奖。参赛成果由专家逐项打分，按得分高

低排序。

大赛设优秀组织奖和最佳人气奖。优秀组织奖授予积极

组织项目参加本次大赛并在 BIM 应用推广中卓有成效的企业

和本次大赛的承办单位；最佳人气奖通过网络投票推出。

八、参赛须知：

1.参赛者必须保证成果的原创性，不得抄袭、剽窃他人

成果，不得侵犯第三方的软件及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

2.现场评审的成果汇报，须由申报单位的 BIM 团队成员

自行汇报。

3.组委会对参赛者的抄袭、剽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

一经发现有抄袭、剽窃行为，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及

获奖成绩，并保留对可能产生的损害进行追偿的权利。同时，

组委会对参赛者权利被侵犯的结果不承担法律责任，由被侵

犯者自行依法追究。

4.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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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赛前线上解读会的有关事项将在南通市“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微信群中通知。请参赛者及时扫描二维码加入

微信群，南通市建筑行业协会网站（www.ntjzyxh.com）实时

更新微信群二维码。

附件：1. “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参赛申报表

2. “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免责声明书

3. “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申报上传流程

南通市建筑行业协会

2021 年 7 月 12 日

http://www.ntjzy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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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申报表

参赛成果名称

申报组别 □ 综合组（BIM 技术综合应用） □ 单项组（BIM 技术单项应用）

申报单位

（联合申报单位）

1

2

3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通讯地址 邮箱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工程规模

面积（㎡）______________ 建安工作量（万元）______________

结构形式 ______________

工程开工时间 工程竣工时间

BIM 团队成员 （不超过 8人）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位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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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和创新

（列举 1-3 项）

其它

申报项目是否已参加往届江海杯 BIM 大赛

□是，获奖情况： □否

申报单位意见

（如有联合申报单位，所有参赛单位均需盖公章）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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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海杯” BIM 技术应用大赛免责声明书

1、本人及参赛团队保证参赛作品为自行创作且是原创。

2、本人及参赛团队已经确认了解参赛各项规定与事项。

3、通过签署本免责声明书，同意本人或单位的案例及相

关图像的使用、发布、修改、复制和分发受以下条款的约束，

包括单位名称、单位徽标、引用语、产品描述和使用等。

大赛组委会可以免费使用本人或单位的案例及图像（用

于非商业用途），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复制、发布、修改和

分发这份案例及相关的图像。未经本人或单位事先同意，不

得进行重大更改或修改（重大修改是指实质性修改，但不包

括调整大小 或其它次要的编辑修改）。本免责声明书不包括

申报材料中的任何知识产权。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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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通市建筑业第三届“江海杯”BIM 技术应用大赛

申报上传流程

1.作品注册和提交网址：xz.glodon.com

2.注册账号必须为附件一申报表中联系人的手机号，已有账号可直接登录。

3.以项目为主体申报，登录网址后根据已建立的文件对应提交申报材料，提交
后请自行在线预览确认。

4.成果提交时间：8 月 3 日- 8 月 31 日。

5.成果提交技术咨询：朱建伟 18112381966 历宪鹏 1595203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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