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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BIM应用技术创新上,改变原有的管理理念,不断增加新的管理模式,精心组织管理和检查,以
有效打造优质项目,打造基于BIM应用技术的优质项目规划和管理便于加强卓越项目管理,降低返工成
本,做到一劳永逸,不断提高卓越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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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BIM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ange the original management concept, continuously
add new management models, carefully organize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s, to effectively create high-quality
projects, and create high-quality projec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BIM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o
facilitate the strengthening of outstanding projects Manage, reduce rework costs, achieve once and for all,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excell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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