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建协〔2021〕184 号

关于申报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

示范单位”的通知

各盟市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推进建筑信息

模型应用指导意见的通知》（建质函〔2015〕159 号）、《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7〕173 号）、《内蒙古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工

作方案》（内建市函[2021]26 号）等文件精神，加快我区建

筑信息模型(BIM)技术(以下简称“BIM 技术”)应用推广，我



会决定组织开展 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条件

（一）评选“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的申报范围为在自

治区境内注册，接受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建筑业从业

单位（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单

位、咨询单位）及建筑类院校。

（二）申报单位须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两年以上，

原则上为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会员，暂不是会员的单位

可以办理入会手续后参加；

（三）积极参与协会工作、活动的单位或能为协会的发展

提出建设性意见或建议的单位优先。

二、申报时间

各申报单位于 11 月 15 日前将材料通过网上申报系统报

至自治区建筑业协会，系统操作流程见附件（附件 4）。

三、所需资料

（一）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申报表；

（二）单位基本材料、相关资格证书等；

四、申报资料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申报材料应真实准确，如有变更应有相应的文字说

明和变更材料；



（二）申报资料中提供的文件、证明资料和印章应清晰，

容易辨认；

五、其他

(一)各盟市建筑业协会要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盟市会员

单位做好“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申报工作。

(二)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对获得“BIM 应用推广示

范单位”的单位进行表彰。并在其创优评选时给予优先推荐。

（三）“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每年表彰一次。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海燕 13848813296

杨宇博 15947136393

邮 编：010020

邮 箱：nmgbimfzlm@163.com

网 站：www.nmjx.org

地 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南路永光巷 28 号

微信公众号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评选实

施办法》

2.《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申报表》

mailto:nmgbimfzlm@163.com


3.《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承诺书》

4.《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申报流

程》

2021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 1:

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

评选实施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筑业信

息化发展，实现信息技术与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深度融合；

推进自治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推动我

区 BIM 技术应用快速推广，引领企业科技创新，推动建造方

式改革，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评选（以

下简称“评选”）由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组织，内蒙古

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BIM 发展联盟（分会）具体负责实施，每

年评选一次。

第三条 鼓励在施工项目中应用 BIM 技术的单位积极申

报参与评选。

第四条 开展评选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和优中选

优的原则，应符合本评选实施办法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内蒙

古自治区现行有关规范及标准的规定。



第二章 评选范围和条件

第五条 评选“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的申报范围为在

自治区境内注册，接受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建筑业从

业单位（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

单位、咨询单位）及建筑类院校。

第六条 申报单位须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两年以

上，原则上为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会员，暂不是会员的

单位可以办理入会手续后参加。

第七条 评选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单位须在本年度有正在应用 BIM 技术的施工项

目，建筑类院校不做要求。

2、单位须有三年以上 BIM 业务，具有完整的 BIM 团队

和 BIM 应用环境。

3、单位具有独立完成 BIM 项目的能力。

4、不得进入自治区失信单位名单，以“信用中国（内

蒙古）”网站信息为准。

第二章 申报、评选和验收程序

第八条 申报形式

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申报表、盖章

文件以及申报材料，上传至网上申报系统。



第九条 申报内容和要求

各参评单位提交盖章的电子版申报表及相关附件材料。

第十条 申报单位须经所在盟市建筑业协会推荐申报；

没有成立建筑业协会的地区可由工程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

单位推荐。各推荐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办法对申报资料的完整

性、真实性进行初审，签署推荐意见后统一上报。

第十一条 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资料

审查具体工作由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BIM 发展联盟（分

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审查小组专家由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

协会专家委员会从专家库中抽选。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会在建筑业协会组织下开展评审工

作，通过质询、讨论进行综合评审，评审结果报自治区建筑

业协会批准后表彰。

第三章 评审规则

第十三条 依据《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评分表》各项指

标对申报单位进行评选。

第四章 奖 励

第十四条 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对获得“BIM 应用推

广示范单位”的单位进行表彰，授予奖牌、证书。并在其创

优评选时给予优先推荐。



第五章 纪 律

第十五条 受理评选申报的工作人员必须秉公办事、廉

洁自律，不得收受单位及有关人员礼品、礼金，违者将视情

节轻重，给与批评教育，直至撤销负责申报受理、评委资格，

并将违纪行为通知本人所在单位。

第十六条 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评选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鼓励评选单位积极在媒体上展示自身

良好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评选项目的基本情况必须数据

清晰、事实清楚、真实可信。对于虚构、编造事实者一经查

实将取消评选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评选工作小组设立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

会 BIM 发展联盟（分会）。

第十八条 对已获得“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称号的单

位，评审委员会收到反映单位存在弄虚作假、不应列入示范

单位范围等投诉或举报的，由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示范单

位进行核实或鉴定，情况属实的，依法撤销“BIM 应用推广

示范单位”称号，并予以公告。

第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负责

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2:

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万元）

单位主营

业务范围

单位类型
□建设单位 □勘察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咨询单位 □监理单位 □建筑类院校

BIM 团队介绍

团队成立时间、团队规模、团队人才等级、团队 BIM 环境、团队 BIM 等级证书、

人员 BIM 认证证书等

参与 BIM 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单位所承担任务 项目状态



实际投入 BIM

技术应用经费

（万元）

应用效益（万元）

注：各类成本、工期等

节约均折算成费用

参与协会 BIM 相

关活动（比赛）

等情况

活动内容、方式

（含会议、比赛）
参加时间 结果

盟市建筑业协会

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建筑业协

会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承 诺 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单位填报的《内蒙古自治区

“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申报表及附件材料的全

部内容是真实的，无任何隐瞒和欺骗行为。本单位此

次申报内蒙古自治区“BIM 应用推广示范单位”，如

有隐瞒情况和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本单

位愿意接受相关部门及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申报流程

一 、 进 入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建 筑 业 协 会 官 网

（http://www.nmgjzyxh.com/），点击“会员管理系统”进

入申报系统。

二、输入用户名、密码进入会员管理系统。（非会员请

先完成入会流程，再进行奖项申报。入会操作如有疑问者可

咨询行业发展与会员服务部（0471-6915199））

三、点击“申报活动”，查看申报奖项。



四、选择要申报的奖项，点击查看“评选活动”。

五、点击申报奖项对应的活动“查看”。

六、在申报附件下载中，下载申报表，并点击“免费申报”

进入申报流程。

七、选择对应推荐盟市进行申报。



八、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申报信息填写，上传填写完成的

申报表与证明性等相关附件并提交。

九、提交后可进入“我的申报”中查看已经申报的成果

评审信息及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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