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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毕业论文奖

一等奖

（一）城乡规划与城市设计类

本科组

作品名称：广州市天河区老旧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改造

研究

参赛作者：罗海智 谭莹 周欣妮 张译雯

指导老师：赵晓铭 孟祥兆 王凌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硕博组

作品名称：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参赛作者：汪琳

指导老师：李志英

参赛院校：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二）生态植物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成都市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物分布的关系研究

参赛作者：杨睿

指导老师：石松林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 作品名称：12个早花蜡梅品种花部特征研究

参赛作者：陈海瑶

指导老师：颜玉娟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硕博组

作品名称：紫花含笑花色形成的生理及分子机理研究

参赛作者：余秋岫

指导老师：金晓玲 刘彩贤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三）园林规划设计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中英传统私家园林叙事与建构逻辑研究

参赛作者：罗然

指导老师：汤辉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城市绿地系统对南京市大气污染物空间分布的季

节性影响研究

参赛作者：杨路宁

指导老师：郭敏

参赛院校：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硕博组

作品名称：上杭县域绿色生态网络体系构建与优化

参赛作者：韦宝婧

指导老师：胡希军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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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一）城乡规划与城市设计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基于CPTED理论的住区街道空间安全感知评价

研究

参赛作者：王怡欢

指导老师：周旭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南阳“武侯祠”古建筑的勘查评估及修缮设计 —

—以关张殿、三顾堂为例

参赛作者：张敬尧

指导老师：杨燕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硕博组

作品名称：运用空间多准则评估方法 探索香港以公共交通为

导向的发展水平及其结果

参赛作者：郑志钊

指导老师：周江评

参赛院校：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二）生态植物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牡丹142个品种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分析

参赛作者：郭素洁

指导老师：郝青

参赛院校：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2. 作品名称：南京市道路绿化调研及其滞尘效益评估

参赛作者：杨媛婷

指导老师：文书生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 作品名称：城市绿化养护定额规范及低养护绿地构建策略研

究

参赛作者：关之琳

指导老师：张明娟

参赛院校：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4. 作品名称：盐碱胁迫对柳叶水甘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

响

参赛作者：肖逸菲

指导老师：张彦妮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5. 作品名称：硝普钠和乙烯利对康乃馨切花瓶插寿命的影响

参赛作者：谭兵兵

指导老师：种培芳

参赛院校：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硕博组

作品名称：中国红豆杉和南方红豆杉的适应性进化研究

参赛作者：武星彤

指导老师：文亚峰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三）园林规划设计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北京浮萍计划——以原住民需求为切入点的北京

胡同微更新规划

参赛作者：郑淇

指导老师：任永刚

参赛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明代苏州文人园林田园景观要素特征研究

参赛作者：杨家宜

指导老师：李晓雪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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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中国古诗词中的荒野景观意象及其对现代园林建

设的启示

参赛作者：钟成希

指导老师：张明娟

参赛院校：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4. 作品名称：校园声景观对大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以南京

林业大学教学区为例

参赛作者：张琪馨

指导老师：季建乐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硕博组

1. 作品名称：海南古驿道遗产廊道构建与活化利用研究

参赛作者：崔勇钦

指导老师：杨定海

参赛院校：海南大学林学院

2. 作品名称：基于城市山水环境保护的福州市 GI 网络构建策

略研究

参赛作者：何侃

指导老师：丁国昌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四）建筑与土木工程类

作品名称：架空建筑周围热辐射强度影响行人热舒适的模拟与

评估

参赛作者：洪萍

指导老师：刘建麟

参赛院校：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一）城乡规划与城市设计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通武廊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驱动因素研究

参赛作者：詹子歆

指导老师：戴林琳

参赛院校：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2. 作品名称：基于居民时空行为视角的社区生活圈公服设施供

需评价及优化建议——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参赛作者：王星

指导老师：张姗琪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 作品名称：基于流动性的南京都市圈商业空间体系研究

参赛作者：魏玺

指导老师：席广亮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博组

作品名称：基于文化基因的建水古城公共文化空间保护与更

新研究

参赛作者：李腾冲

指导老师：车震宇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二）生态植物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基于游客偏好的植物景观最佳观赏距离的研究

参赛作者：茅振宇

指导老师：岳远征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济南城区公园绿地中草本花卉应用调研及优化策

略研究

参赛作者：王琳

指导老师：张洁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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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级别研究

参赛作者：杨昭

指导老师：张辛阳

参赛院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4. 作品名称：基于 i-Tree 模型的长沙城区绿道生态效益评估研

究

参赛作者：朱珊妮

指导老师：李大鹏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 作品名称：不同种源桃金娘作为绿篱应用的表型观测和抗逆

性分析

参赛作者：黄燕芳

指导老师：刘舒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6. 作品名称：北川县主要野生观赏植物调查与应用评价

参赛作者：刘炜

指导老师：孙旭东 陈娟 罗国荣

参赛院校：绵阳师范学院城乡建设与规划学院

7. 作品名称：北湖城市湿地公园植物景观多样性浅析

参赛作者：孙臣阳

指导老师：周斯建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8. 作品名称：梁子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研究

参赛作者：王佩弦

指导老师：张辛阳

参赛院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基于层次分析法对不同种源桃金娘观赏价值的综

合评价

参赛作者：吴佩文

指导老师：刘舒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0. 作品名称：10种常见园林树种凋落物分解速率的研究

参赛作者：陈敏

指导老师：孙旭东 陈娟

参赛院校：绵阳师范学院城乡建设与规划学院

硕博组

1. 作品名称：绣球对高温胁迫及外源 SA 耐热诱导的生理响应

研究

参赛作者：凌瑞

指导老师：吴沙沙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 作品名称：喙果鸡血藤和厚果崖豆藤对NaCl 胁迫的生理响

应研究

参赛作者：谢骥

指导老师：颜玉娟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三）园林规划设计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中国园林中的“玲珑”意象 ——以圆明园长春园

玉玲珑馆为例

参赛作者：何欣南

指导老师：朱蕾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高密度城市公园人群行为与热环境相关性研究—

—以南京为例

参赛作者：高颖

指导老师：胡昕宇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 作品名称：后疫情视角下的韧性社区更新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李佳宸

指导老师：朱怡

参赛院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4. 作品名称：深圳与广州社区公园的规划建设差异研究

参赛作者：沈楚敏

指导老师：杨文越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5. 作品名称：秦皇岛市河流廊道绿色空间变化分析

参赛作者：谢梦琳

指导老师：蔡鸿昌

参赛院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6. 作品名称：城市微气候模拟与热舒适优化研究——以广州市

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参赛作者：陈瑾民

指导老师：杨文越 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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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组

1. 作品名称：大城市高架桥附属空间的景观更新设计研究 ——

以北京市二环高架桥附属空间为例

参赛作者：刘欣

指导老师：侯晓蕾 钟山风

参赛院校：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2. 作品名称：高密度城区滨河绿道声景评价及营造策略研究—

—以福州市晋安河绿道为例

参赛作者：胡国敏

指导老师：李房英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作品名称：森林康养基地景观空间特征对人群活动及其生理

心理的影响研究

参赛作者：王与茜

指导老师：江明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四）建筑与土木工程类

1. 作品名称：军山长江大桥钢-UHPC 组合桥面疲劳性能评估

参赛作者：余丽辉

指导老师：秦世强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BIM＋3D打印技术

下的ARK应急装配式医疗舱设计

参赛作者：胡宇辉 吴宜珊

指导老师：马澜

参赛院校：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天津工业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

荣誉奖

（一）城乡规划与城市设计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基于人工神经网络CA模型的土地利用碳储量情

景模拟--以环洞庭湖区为例

参赛作者：杨宇萍

指导老师：胡文敏 李果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基于多智能体模型的混合城市空间生成式设计探

索——以广宁县绥江新城城市设计为例

参赛作者：杨紫依

指导老师：陈昌勇

参赛院校：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美国大城市儿童游戏场地分布、类型及空间设计

——以波士顿为例

参赛作者：代少义

指导老师：刘凌云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城市记忆视角下广州恩宁路非遗街区活力营造研

究

参赛作者：彭梓晴

指导老师：赵建华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5. 作品名称：长三角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参赛作者：蒋欣怡

指导老师：于涛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 作品名称：基于POI 数据的南京市中心城区新能源汽车公共

充电设施空间布局研究

参赛作者：夏亮

指导老师：李岚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基于空间耦合的后疫情时代城市公园规划策略

参赛作者：安晓卓

指导老师：宋婷

参赛院校：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园林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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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品名称：湘西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自然灾害风险关系研

究

参赛作者：王玉

指导老师：李果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9. 作品名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活动广场现状调查研究

参赛作者：吴梦雨

指导老师：宋会访

参赛院校：武汉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硕博组

1. 作品名称：坎儿井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以波斯与新疆对

比

参赛作者：杨济源

指导老师：赵冰

参赛院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2. 作品名称：再地方化视角下民居到民宿转型研究

参赛作者：钱祎

指导老师：车震宇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二）生态植物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武汉植物园草本植物资源调查研究

参赛作者：孙瑞

指导老师：戴欢

参赛院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2. 作品名称：盐碱和干旱胁迫对细叶百合种子萌发的影响及幼

苗生长对盐碱胁迫的响应

参赛作者：王健鸿

指导老师：张彦妮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3. 作品名称：基于AHP法的兰州银滩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评价

参赛作者：孙嘉乐 李文乐 王雪莹 傅刊 白羽欣

指导老师：刘文兰

参赛院校：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4. 作品名称：重金属胁迫对向日葵种子萌发特征影响评价及花

海品种筛选

参赛作者：于华丽

指导老师：温四民

参赛院校：临沂大学农林科学学院

5. 作品名称：传统海棠在济南地区的园林应用研究

参赛作者：卢月

指导老师：张洁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6. 作品名称：广州市 125 种花境植物的自然教育价值及其应用

参赛作者：别瑜莹

指导老师：冼丽铧 陈红跃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昌黎黄金海岸沿海防护林水源涵养研究

参赛作者：薛凯琪

指导老师：朱建佳

参赛院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8. 作品名称：湛江市城市公园保健植物资源及其在公园绿地的

应用研究

参赛作者：张洁颖

指导老师：王静

参赛院校：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设计系

9. 作品名称：烟草施用生物质炭对两种常见鳞翅目昆虫的影响

参赛作者：肖丽

指导老师：李晓红

参赛院校：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10. 作品名称：丛枝菌根真菌与铁载体细菌接种对防治香樟缺铁

性黄化病效应研究

参赛作者：李培根 朱芝宜 张玉婷 陈佳毅 陆磊

指导老师：琚淑明 田雨

参赛院校：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11. 作品名称：湛江地区苏木科植物常见虫害的识别与防治

参赛作者：张紫山

指导老师：谢秋兰

参赛院校：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设计系

12. 作品名称：木瓜属海棠在济南地区的园林应用

参赛作者：刘婉婷

指导老师：张洁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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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作品名称：南宁市行道树资源调查与结构分析

参赛作者：周冠夏

指导老师：黄婷

参赛院校：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设计系

14. 作品名称：桃金娘作为绿篱植物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参赛作者：麦春竹

指导老师：刘舒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5. 作品名称：乐昌含笑开花特征及花粉活力测定

参赛作者：肖玉洁

指导老师：金晓玲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6. 作品名称：湛江市湖光岩植物多样性及其景观评价研究

参赛作者：陈荧佳

指导老师：王静

参赛院校：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设计系

17. 作品名称：观赏海棠不同杂交子代叶片和开花性状分析

参赛作者：吴雨蒙

指导老师：张国君

参赛院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18. 作品名称：三个月季品种开花进程中的花色变化及其低温响

应生理机理研究

参赛作者：曹嘉浩

指导老师：邢文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9. 作品名称：玉蕊幼苗对铜锌重金属复合胁迫的生理生化响应

参赛作者：曾琪琪 屈子钰 黄相毫 黄款 何静

指导老师：梁芳 胡菊 邓旭

参赛院校：玉林师范学院生物与制药学院园林园艺系

20. 作品名称：湘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识别研究

参赛作者：颜国文

指导老师：李果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硕博组

1. 作品名称：铬镉铅复合胁迫下紫金牛的生理响应研究

参赛作者：刘倩钰

指导老师：廖飞勇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紫叶’酢浆草叶感夜性运动影响因子及相关基

因研究

参赛作者：戴中武

指导老师：吴沙沙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作品名称：LbNAP的克隆、亚细胞定位和转录激活活性的

研究

参赛作者：谢天 刘立 赵子贤 阎俊卉

指导老师：文锦芬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三）园林规划设计类

本科组

1. 作品名称：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结构及形成机制研究

参赛作者：彭月

指导老师：邱慧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西山森林公园森林步道五感景观体验研究

参赛作者：耿若楠

指导老师：徐峰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3. 作品名称：后灾害时期蓄洪区人居环境内源式再生设计

参赛作者：张盈盈

指导老师：张泉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南京绿博园滨水绿地——西侧滨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刘振媛

指导老师：徐宏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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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川师成龙校区龙湖绿色生态校园景观改造

参赛作者：宋祎璇

指导老师：刘传军

参赛院校：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6. 作品名称：以运为线，以通为魂——基于城市文化下的滨水

设计

参赛作者：陆颖

指导老师：邹玖春

参赛院校：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旅游与艺术系

7. 作品名称：黑河市公园现状调查分析及优化对策研究

参赛作者：郜佳鹏

指导老师：梁英辉 穆丹

参赛院校：佳木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8. 作品名称：武汉市汉阳创意园景观空间视觉吸引要素研究

参赛作者：高锐

指导老师：吴苗

参赛院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岱晓桃园”——河北省廊坊市艾宇综合休闲农

业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刘付建

指导老师：刘宇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设计学院

10. 作品名称：基于公共健康导向下的惠州市西湖风景区声景观

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

参赛作者：郑树海

指导老师：张庆新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1. 作品名称：承德市生态用地景观破碎化分析

参赛作者：李琼

指导老师：蔡鸿昌

参赛院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12. 作品名称：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梅山地区传统村落景观提升设

计研究——以马路溪村为例

参赛作者：罗晨静 陈成

指导老师：周小梅

参赛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 作品名称：基于大流行下的传染病患者行为特性和心理状态

的医疗空间康复性景观

参赛作者：王慧玲

指导老师：贾涵

参赛院校：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14. 作品名称：圆润与戗角

参赛作者：刘汉荣

指导老师：甄新生

参赛院校：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环艺系

15. 作品名称：岭南水乡基塘地区多功能景观功能评价与规划策

略研究——以南水村为例

参赛作者：彭小松

指导老师：卢丹梅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6. 作品名称：浅析眼动仪在景观设计展板效果评估中的应用

参赛作者：严昱寒

指导老师：瞿宙 朱永莉

参赛院校：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园林专业

17. 作品名称：基于江南园林景观视角下的补丁式城市更新实践

研究——以杭州市下城区潮鸣街道为例

参赛作者：潘亦畅

指导老师：任彝

参赛院校：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18. 作品名称：辽宁省凌海市滨海湿地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焦艳

指导老师：冯丽

参赛院校：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19. 作品名称：大学校园心理康复景观规划设计——以昆工呈贡

校区为例

参赛作者：杨奥

指导老师：高凯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 作品名称：基于景观生态规划理念的旅游地规划应用研究—

以苏州石湖景区规划为例

参赛作者：吴清龙

指导老师：许雯

参赛院校：苏州城市学院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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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作品名称：长沙市三个综合性公园边界植物景观调查研究

参赛作者：陈欣然

指导老师：许慧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2. 作品名称：中山城市绿地空间分布与可达性研究

参赛作者：梁铠滢

指导老师：杨文越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硕博组

1. 作品名称：基于公众审美与视觉偏好的森林四季色彩 景观评

价研究——以云南轿子山为例

参赛作者：林文月

指导老师：张喆

参赛院校：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2. 作品名称：鼓山风景名胜区游步道选线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裴浩成

指导老师：黄启堂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作品名称：基于空间句法的小城市防灾避险绿地空间网络效

率评价

参赛作者：吴家荣

指导老师：胡希军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 作品名称：昆明医院康复景观评价与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丁宁 郭亚玲

指导老师：金雪花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5. 作品名称：福州市内河河道视觉景观质量评价研究 ——以晋

安东区为例

参赛作者：秦晓玉

指导老师：谢祥财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6. 作品名称：基于生理心理影响分析的高速公路绿化提升研究-

以福州机场高速公路为例

参赛作者：林东煌

指导老师：黄启堂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7. 作品名称：高密度建成区湖泊热缓释效应及其情景模拟研究

——以长沙市梅溪湖为例

参赛作者：梁胜

指导老师：陈存友 胡希军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8. 作品名称：视听刺激对城市绿色空间恢复性的影响及其眼动

特征研究

参赛作者：费馨慧

指导老师：黄启堂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9. 作品名称：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研究

参赛作者：陈琳

指导老师：胡希军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0. 作品名称：基于前景理论的景区游客空间分布均衡策略研究

参赛作者：李佳芯

指导老师：谢祥财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四）建筑与土木工程类

1. 作品名称：复合纳米改性砂浆早期力学性能和流动性研究

参赛作者：张黎昕

指导老师：陈正

参赛院校：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 作品名称：关于建筑结构中构件布置的一些思考

参赛作者：郑俊

指导老师：吴念

参赛院校：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 作品名称：对地库顶板结构选型的一些比较

参赛作者：陶广喻

指导老师：吴念

参赛院校：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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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毕业设计奖

一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变换时分——基于分时共享的四川北路社区街道

慢行系统微更新

参赛作者：杜鸿雪 张素素 弓钰薇 宋钰莹 杨皓月

指导老师：王璐艳 梁锐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元书纸·研习园

参赛作者：陈玺铭 邵雨沁

指导老师：曾颖

参赛院校：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候鸟驿站——基于候鸟栖息地营造的废弃矿山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高宇童

指导老师：常青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既有建筑绿色化更新改造设计—Collage Industry City

参赛作者：张松

指导老师：房文博 崔琰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三）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未来人类生活星球设计研究——以火星基地为例

参赛作者：邢傲男 许晓雪

指导老师：孙景芝

参赛院校：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二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蓝色新生

参赛作者：许应强 姜雨晴 邵卫 余思晗

指导老师：张泉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商垣叙——郑州市商都遗址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王志茹

指导老师：庞颖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3. 作品名称：千里之陉——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白陉古道景观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彦凯 郑卫华

指导老师：翟飞飞 张运兴 李海栋

参赛院校：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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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品名称：玛拉沁之歌——呼伦贝尔草原生产性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刘晓科 王艺颖 刘啸 张晓敏 韦丽雯

指导老师：刘晨晨 杨建虎 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 作品名称：虫涝疫病问题下的广州石围塘火车站及其城中村

更新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臧世伟 冷少东

指导老师：师宽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无名之歌——武汉火神山医院 纪念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熊睿雨

指导老师：李羽佳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漫漫一川横渭水——基于城市更新理念下的渭河

流域生态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李果 姚倩 杜亦凡 冯雨欣

指导老师：王伟 韦娜 张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别有侗天-基于侗族水系布局的村寨规划与度假区

规划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马浩然

指导老师：张培颖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商埠文化背景下的济南工商河城市滨水空间更新

设计

参赛作者：彭靖轩

指导老师：程正渭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Growth——基于生态修复的武汉市自然教育基地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林佳琪

指导老师：闫晨 任维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鸢影逐光·轴牵古今——山东省潍坊市档案中心

设计

参赛作者：陈昱铭 巨路伟

指导老师：陈瑞罡

参赛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2. 作品名称：塔城——基于沙漠绿洲的高密度建筑

参赛作者：单奕铭

指导老师：石璐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THE “COMMUNICATION CELL” ——长租

公寓设计

参赛作者：田浩钰

指导老师：李坤明

参赛院校：河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城市拟合|都市地景

参赛作者：范玉斌 林雨菲

指导老师：刘长安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5. 作品名称：留光 · 村史馆——重庆丰盛古镇粮仓改造

参赛作者：周岳霖

指导老师：郭辉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三）城乡规划类

1. 作品名称：基于新文脉主义的铜仁古城复兴路径探索与设计

参赛作者：陈鸣镝

指导老师：葛幼松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作品名称：唐诗之路

参赛作者：张佳蓉 张烨

指导老师：李皓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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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轨转丰台，城动京西——北京丰台火车站周边地

区规划设计方案

参赛作者：黄斌 徐灏铠 沈湉湉 杜昕天

指导老师：曾穗平

参赛院校：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智环四方·慧活西关——活力再生视角下济南大

明湖西南地段城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魏亚迪 袁瑜

指导老师：方遥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沉晋——文化牵引视角下平遥古城东南片区双主

体联动模式研究设计

参赛作者：刘芳 刘临莉 齐才砚

指导老师：侯晓赫 徐强

参赛院校：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四）环境艺术（室内设计）类

1. 作品名称：四月▪闲人——杭州传统技艺主题民宿设计

参赛作者：张有美

指导老师：李沁

参赛院校：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 作品名称：城市商业综合体与在地市集文化融合设计研究-

以济南首创奥特莱斯设计为例

参赛作者：刘剑凡

指导老师：马品磊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共享理念下联合办公室内研究设计

参赛作者：谭韵

指导老师：汪滋松

参赛院校：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五）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漫步山林——山地城市绿地空间优化设计

参赛作者：龚文君

指导老师：赵利权 郭希彦

参赛院校：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 作品名称：City Corner —— 杭州小河油库旧址保护性改造

设计

参赛作者：朱子天 黄维涛

指导老师：陈怡

参赛院校：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下的穿山甲保护——瑞丽市穿山甲保

护区设计

参赛作者：蔡永熙 王思齐

指导老师：邱婷 张艺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景观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一方晋土--山西河津黄河滩涂湿地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孟宇杰

指导老师：陈陆露

参赛院校：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5. 作品名称：传古今译——古城文明下的老旧中钢厂活力再生

参赛作者：叶子浩 廖文康

指导老师：刘丽丽 董晓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诗里河上——基于诗经文化传承的现代滨河景观

重塑

参赛作者：孙艺真

指导老师：吕红

参赛院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7. 作品名称：净安塘·十字街

参赛作者：苑岚淇 程哲 林孟琦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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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在水一方-沣河中的诗经故事

参赛作者：张丰 张越 封硕

指导老师：张蔚萍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汐朝·潮落——适应性景观理论下的风暴潮对策

参赛作者：李洋洋 王文倩 杨舒涵 胡诗骆 蒋慧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呼唤——生态修复视角下哈尔滨市呼兰河口湿地

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左佑

指导老师：王蕾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4. 作品名称：以水塑城，文脉永续——泉州古城八卦沟及周边

环境景观更新

参赛作者：颜钰

指导老师：任维 闫晨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5. 作品名称：“蓝碳”重构——基于漏油污染的尼日尔三角洲

红树林生态修复策略

参赛作者：毛媛

指导老师：王薇薇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 作品名称：逍遥·境——江西宜丰资寿寺园林环境设计

参赛作者：秦露筠

指导老师：吴雪飞

参赛院校：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7. 作品名称：梯坎魔方——重庆李子坝片区山地空间场城市设

计：社区空间解构与景观再造

参赛作者：韩雨欣

指导老师：沈葆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8. 作品名称：《“渔悦”乡邻——罗源县井水村休闲农庄规划》

参赛作者：王子兰

指导老师：傅伟聪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9. 作品名称：江河巨变•科创电糖——广州南沙梅山文化公园设

计

参赛作者：杨子仪

指导老师：孟祥庄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0. 作品名称：以空间基因为引导的秦渡古镇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涛 王国玺 金蕴莎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重生”-乡村自我愈疗系统布局

参赛作者：龙彦如 田承晟

指导老师：张慧

参赛院校：三峡大学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触媒生长·城市公园生命体征报告

参赛作者：唐梦婷 高小钧 张芃子 丁凌琪

指导老师：魏家星

参赛院校：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13. 作品名称：五育之下的儿童放学路径景观设计 ——以东大中

心小学为例

参赛作者：赵丹 霍琳钰 岳昱含 王橹静 刘佳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4. 作品名称：城市双修背景下的区域提升规划设计——以烟台

芝罘岛为例

参赛作者：赵雅舒

指导老师：刘大亮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15. 作品名称：「城」前启后——长城(古北口段)区域更新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邓瑜晗 孙泽泓 黄玉莹 李雪萌

指导老师：王越 任震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16. 作品名称：存量空间视角下龙井社区街道活力复兴设计

参赛作者：周俊贤

指导老师：肖婵

参赛院校：六盘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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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作品名称：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的构建——甘南藏区

车巴沟流域

参赛作者：张鑫玥 崔田馨悦 李羚 李昕洁

指导老师：韦娜 王琼 张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8. 作品名称：清风茶韵•悠然南山——基于触媒理论下的清流县

南山村活化设计

参赛作者：傅烨婷

指导老师：傅伟聪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9. 作品名称：重庆江岸的死与生：唐家沱滨江绿地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孙文心 黎致远

指导老师：刘磊

参赛院校：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20. 作品名称：时湖浔越——基于景观生态规划理念的石湖景观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吴清龙

指导老师：许雯

参赛院校：苏州城市学院艺术系

21. 作品名称：拾荑绿纽——福州市乌龙江湿地公园（上街段）

三号岛总体规划

参赛作者：高舒睿

指导老师：李房英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2. 作品名称：人象共生——苏门答腊岛野生象迁徙廊道规划

参赛作者：王雨佳

指导老师：黄焱

参赛院校：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23. 作品名称：时养万物 尽显荣华

参赛作者：刘宇奇 丁越 魏何 张吉东 王羽泽

指导老师：蔺宝钢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4. 作品名称：《编剧·编聚》 基于侗族传统聚落符号的度假区

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罗莎

指导老师：张培颖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25. 作品名称：客与客家，共赏桃花——乡村振兴视角下的高家

湾乡村景观规划

参赛作者：曾礼佳

指导老师：黄河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6. 作品名称：织网·织梦——岳阳市毛家湖周边村域景观改造

设计

参赛作者：郭冰玉 刘麟鼎 李文文

指导老师：张斌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7. 作品名称：打破、分割、融合、新生-重庆沙坪坝川仪16厂

工业遗址空间改造

参赛作者：张可

指导老师：周凡力 娄飞 娄娟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28. 作品名称：化危为机 病村重生--江西省乐平市乐安河戴村

环境治理与改造

参赛作者：张晨曦 刘盼 王晓婷

指导老师：张鸽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9. 作品名称：“老有所依”to ellerly with love ——攀枝花市

东区适老性康复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杜箫宇

指导老师：潘翔 宇振荣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0. 作品名称：雁栖-武汉东湖落雁景区湿地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王娜

指导老师：杨玲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31. 作品名称：海岸重生——风暴潮弹性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陈瑾萱 孟媛

指导老师：吕小辉 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2. 作品名称：武汉·东湖落雁湿地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向路路

指导老师：杨玲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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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作品名称：漂浮森林——基于环境容量的“共享城市”下福

州国家森林公园水生植物设计

参赛作者：郑鸿琳

指导老师：俞晨圣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4. 作品名称：向“荣”而生——基于生态修复下的河流治理

参赛作者：陶瑞峰 王瑞 李潇 胡民贵

指导老师：刘丽梅

参赛院校：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

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艺术学院

35. 作品名称：古窑新韵——艺术参与影响下的永和东征村空间

重构设计探究

参赛作者：朱紫薇

指导老师：徐佳慧

参赛院校：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36. 作品名称：古村·新韵—基于空间演变研究的圣塘传统自然

村“三生”空间优化设计

参赛作者：蒋卓利 王玉

指导老师：刘磊

参赛院校：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37. 作品名称：兰溪印记——基于地域特征的莆田市木兰陂灌溉

工程遗产公园总体规划

参赛作者：林于钦

指导老师：阙晨曦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8. 作品名称：西安鄠邑区蒋村镇柳泉口村乡村景观规划设计—

—归境

参赛作者：司梦伟 刘天也

指导老师：谷秋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9. 作品名称：绿色蝶变——安源塌陷矿区景观重塑与生境营造

参赛作者：章钦钦 冯子月 王丽 朱紫薇

指导老师：舒梅娟

参赛院校：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

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40. 作品名称：鸳鸯河—生态化设计基于景观格局下的河流功能

规划与修复

参赛作者：田芮铭 郭莹 赵彤 商亮 任嘉鹏

指导老师：卢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1. 作品名称：余荫记

参赛作者：吴卓韵 徐小兵 屈润婷

指导老师：朱凯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42. 作品名称：闻雁——福州市乌龙江湿地公园（上街段）一号

岛总体规划

参赛作者：李卯灵

指导老师：李房英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43. 作品名称：《tyberpunk——无锡市老城区商业区慢行系统

设计》

参赛作者：吴雨蔚

指导老师：刘佳

参赛院校：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44. 作品名称：九皋之鸣，乐彼之园——生境重塑理念下的栖息

地恢复设计

参赛作者：田璐璐 李昕远 昌茂松 李潇 赵彤

指导老师：吕小辉 娄钢 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艺

术学院

45. 作品名称：北京浮萍计划——以原住民需求为切入点的北京

胡同微更新规划

参赛作者：郑淇

指导老师：任永刚

参赛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6. 作品名称：基于公园城市理念的郑州商都遗址片区城市更新

设计

参赛作者：郭淑婷 宋卓颖

指导老师：白丹

参赛院校：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47. 作品名称：泸州市沱江北岸滨江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郭宗霞

指导老师：潘翔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8. 作品名称：云享巢栖—5G视角下高校概念建筑景观一体化

研究

参赛作者：韩佳欣 赵晓娇

指导老师：崔文河 刘昂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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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作品名称：愫流从源——基于空间句法的休宁县祖源村传统

村落空间形态微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文锋松 杨亚兰 陈志全 崔健

指导老师：李晓琼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0. 作品名称：逐梦·筑梦——厦门航天主题乐园方案设计

参赛作者：王则琦

指导老师：李房英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城市老工业区绿色创意产业园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齐国伟

指导老师：房文博 崔琰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 作品名称：星伊云渚—城市纪念空间设计概念

参赛作者：彭瑞娴 张扬 彭灵湘

指导老师：张进

参赛院校：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3. 作品名称：建筑系馆设计

参赛作者：刘丰祥 刘恒畅

指导老师：王倩

参赛院校：河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留影“Gong”城——电影视角下汉遗址区中钢厂

的剪辑与重塑

参赛作者：史聪怡 谢钰婷

指导老师：许娟 鲁子良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研与阡陌——研学旅游发展视角下的湖北恩施庆

阳村空间活化设计

参赛作者：陈昶宇

指导老师：舒阳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6. 作品名称：当·归·路——中药文化综合体

参赛作者：高月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7. 作品名称：郑州滨河新城核心区图书馆设计

参赛作者：郭小强

指导老师：李沅芳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8. 作品名称：OPEN AIR STADIUM——开放球场

参赛作者：雷智珺 贾源博

指导老师：梁斌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9. 作品名称：健康流水线——哈达湾工业遗址城市更新与体育

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熊泓熠

指导老师：刘勇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三）城乡规划类

1. 作品名称：《夜遇长安—基于夜间经济发展策略的西安市明

城区城市更新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王增强

指导老师：李皓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环艺系

2. 作品名称：漫步合钢——后工业时代工业遗址复兴背景下的

合肥东部新中心核心区马合钢厂工业遗址城市设

计

参赛作者：耿晓天 葛海威

指导老师：宋敏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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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下的健康社区微更新改造 —— 以广

州市越秀区七株榕社区为例

参赛作者：汤艾莹

指导老师：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4. 作品名称：循古通今 临泉重生

参赛作者：夏梦歆

指导老师：方遥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基于健康城市背景下的邯郸市月爱湖片区城市设

计

参赛作者：孙海叶

指导老师：霍海鹰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昔垸·今城·翌境——韧性城市视角下的长沙市

斑马湖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王钰鑫 赵旭 楼曼 李思誉

指导老师：王峰 王燕 周旭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兴园--关公文化园概念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储春雨 姜春玲

指导老师：王宇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8. 作品名称：“桑梓禅缘·田园慢村”——绵阳市游仙区信义

镇曾家垭村传统村落规划

参赛作者：张安迪

指导老师：伍志凌 罗小娇

参赛院校：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9. 作品名称：“那色峰海·神奇彝乡”——云南省曲靖市旧屋

基乡乡村振兴规划

参赛作者：赵晓琴

指导老师：林政潇 伍志凌

参赛院校：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四）环境艺术（室内设计）类

1. 作品名称：淮扬·观园——扬州高邮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刘祎瑶 姚姗宏 王晓晗

指导老师：许亮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成都市新津县斑竹林景区民宿室内设计

参赛作者：欧红瑜

指导老师：刘俊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 作品名称：《法自术起，机由心生》——墨家机关术博物馆

方案设计

参赛作者：赵成龙

指导老师：田启龙 李海州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4. 作品名称：享瘦·绿动——重塑减重多元空间

参赛作者：帅海莉

指导老师：刘蔓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五）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傩·坊——土家族傩文化公共会客厅环境营造

设计》

参赛作者：李杨 王博 曾麒 郭翊来 白东林

指导老师：龙国跃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back to nature—基于“以文相地”对未来城

市社区的景观探索》

参赛作者：夏钧

指导老师：胡幸 李貌

参赛院校：四川旅游学院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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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亲子互动空间设计——临沂人民公园亲子乐园

参赛作者：朱秋萍

指导老师：周爽

参赛院校：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拾光记忆·时境新生——济钢耐材厂工业遗址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瑞鑫

指导老师：吕红

参赛院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5. 作品名称：“疫”键重启•康愈五溪——后疫情时代基于公共

健康的景观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张菁

指导老师：陈珊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润境·重生——东莞石马河沿岸景观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杨双瑞 廖小燕

指导老师：康琳英

参赛院校：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7. 作品名称：虹流逸事

参赛作者：潘可鑫

指导老师：吕桂菊

参赛院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荣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不可定向性生长

参赛作者：林雨辰

指导老师：赵伟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岱晓桃园”——河北省廊坊市艾宇综合休闲农

业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刘付建

指导老师：刘宇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圆满·永恒——人文纪念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清颖

指导老师：白舸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 作品名称：我们的花园——基于共享理念的校园景观提升改

造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陈文君 陈敏敏 李树艳 曹家豪 张杰

指导老师：汪洁泉 刘翠林

参赛院校：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5. 作品名称：南京官窑村遗址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毕文苑

指导老师：许浩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 作品名称：城市退烧-台湾台中市旱溪风网形塑计画

参赛作者：李昀 陈品玥

指导老师：廖明诚

参赛院校：台湾勤益科技大学人文创意学院

7. 作品名称：同自然一起学习/一项基于中国密集城市化地区背

景下的儿童友好型教育景观的研究,以重建城市学

龄儿童与自然的关系

参赛作者：张可人

指导老师：Agnès Patuano

参赛院校：Wageningen Universi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

8. 作品名称：肆意 or适宜？--基于景观蒙太奇的历史开放空

间设计

参赛作者：钱文琪

指导老师：朱蕊蕊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9. 作品名称：以鱼传愉——基于共情理念下的无为市湿地公园

良性生态循环设计

参赛作者：孔慧子

指导老师：李霄鹤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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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作品名称：健康城市视角下永泰县温泉溪滨水空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朱亚兰

指导老师：肖婵

参赛院校：六盘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1. 作品名称：再现巴别塔——基于种族差异与外来文化冲突问

题的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田平平

指导老师：周佳梦 赖灿

参赛院校：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2. 作品名称：健康生活指南——青岛蓝色硅谷滨海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梦瑶

指导老师：李羽佳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3. 作品名称：沉浸式旅游体验导向下的火山原村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张沂珊

指导老师：罗融融

参赛院校：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4. 作品名称：焕新街口，活力再生——共享理念下广州从化街

口居住区微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钟书华 林一锋

指导老师：王凌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5. 作品名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

背景下对北流市和发村的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蔡莉莉

指导老师：李海港

参赛院校：新乡工程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16. 作品名称：彭韵恒生，愈郁“空”檐 ——江苏省徐州市彭祖

园景观改造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陆磊 徐敏萱 李培根 缪珊珊 田帆

指导老师：田雨 琚淑明

参赛院校：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17. 作品名称：心有甜蜜话时光——广州南沙梅山糖厂文化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赵彦姝

指导老师：孟祥庄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8. 作品名称：石拐拾景-资源枯竭型矿区生态修复与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牛艳芳 李智函 曹亚倩 何蒙蒙

指导老师：田国行 梁锐

参赛院校：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

学院

19. 作品名称：景观软隔离——瑞典难民区“疫”临城下弹性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米一恒 唐安楠 李佼芳 梁嘉琳

指导老师：崔文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0. 作品名称：终南风土 社稷生民——杜角镇村及南豆角村景观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周晟翼 王丽瑶

指导老师：李昱午 杨毅 赵蕾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1. 作品名称：锦绣旧洲——绣球文化在旧洲村旅游景观空间改

造设计中的应用

参赛作者：张琪 周莹 李松松

指导老师：曾晓泉

参赛院校：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22.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 基于公共健康理论下的中小型绿地改

造设计

参赛作者：车世民

指导老师：朱文莉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23. 作品名称：浮生闲趣，万物共居——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公

园设计

参赛作者：刘垭

指导老师：张敏 岳晓晶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24. 作品名称：“五感”社区——基于疫情背景下的社区康养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钟陈福

指导老师：黄婷

参赛院校：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设计工程系

25. 作品名称：会呼吸的河道

参赛作者：薛健

指导老师：李睿煊

参赛院校：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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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作品名称：记叙故里，“熠熠”新城——江苏省南通市寺街

景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王隽文

指导老师：田雨

参赛院校：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27. 作品名称：渔村树下——基于更新与激活的荣山寮渔村景观

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张彤 王旖璇

指导老师：王薇薇 廖秋林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8. 作品名称：蓝绿重构·静流寻续-海绵城市视角下的福州市晋

安区城市湖景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刘佳玉

指导老师：俞晨圣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9. 作品名称：诗意、画意、禅意——王维画境文心园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陈晓宁

指导老师：刘破浪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0. 作品名称：织补—基于健康生活为导向的生态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唐少珍

指导老师：才燕

参赛院校：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31. 作品名称：正定迎旭公园景观优化——海绵城市理念下的生

态绿地设计

参赛作者：黎家影

指导老师：刘华领 马兰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2. 作品名称：环川-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公园

参赛作者：鲍嘉慧 马媛媛

指导老师：敏丙旭

参赛院校：韩国庆熙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33. 作品名称：“织愈”明天——厦门海沧香草小镇三江口地块

概念性规划

参赛作者：朱雯熙

指导老师：张婷婷

参赛院校：厦门工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34. 作品名称：公共艺术主导的中关村西区商业区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黄子乐

指导老师：黄越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35. 作品名称：风乎舞雩,咏而归——基于风环境营造理念的山地

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黄亚星

指导老师：郑智聪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6. 作品名称：倦行尘世外、耘田焕蜀韵——叙事性线索下的农

业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陆文博 仲雪蓉

指导老师：李宏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37. 作品名称：幼儿森友会 — 幼儿园户外活动空间与环境浅析

以绵阳杨家幼儿园景观设计为例

参赛作者：张宇航

指导老师：涂光远

参赛院校：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38. 作品名称：复甦——大连湾523 厂历史遗迹保护及景观再生

设计

参赛作者：唐依然

指导老师：刘大学

参赛院校：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39. 作品名称：西安市大庆路天朗城市公园规划设计——丝路走

廊

参赛作者：段嘉嘉

指导老师：董晓璞

参赛院校：延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40. 作品名称：尺山寸水——山水园林视角下的城市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周世豪

指导老师：陈茜

参赛院校：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园林系

41. 作品名称：生机•唤醒记忆——城市工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景观

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贾霞

指导老师：韩周林

参赛院校：绵阳师范学院城乡建设与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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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作品名称：共话桑麻——基于社区参与性的广州市增城区叶

岗村休闲农园设计

参赛作者：蒋译萱

指导老师：刘剑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43. 作品名称：溯回蕲水畔——基于中草药康养文化和生态营造

的蕲春镇单西湖湿地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罗家琦

指导老师：任维 闫晨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44. 作品名称：重铸新生

参赛作者：郎朗 韩思语

指导老师：王薇薇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5. 作品名称：基于潮间带保护的滨海景观规划

参赛作者：李昌昊

指导老师：王翊加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46. 作品名称：月明风清莲正洁，我自后乐望滦州——滦州衙署

复原研究与设计

参赛作者：陈冬旭

指导老师：陈强

参赛院校：唐山学院艺术系

47. 作品名称：告别城市灰色动脉——焦作万方桥景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张晨

指导老师：许慧

参赛院校：深圳大学艺术学部

48.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下天津市肿瘤医院地铁枢纽广场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郭万友 尹一鸣 刘思瑶

指导老师：师宽 王苗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49. 作品名称：东莞市黄江蝴蝶地生态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李志雄

指导老师：张庆新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50. 作品名称：青山“+”——黄湖镇青山村田园综合体设计

参赛作者：陈岱伶 李心雅

指导老师：冯慧超

参赛院校：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51. 作品名称：声生步息——福州乌龙江生态园设计

参赛作者：郑奕彬

指导老师：黄河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52. 作品名称：桃源隐居·锡崖游记

参赛作者：袁雨桐

指导老师：杨芳绒

参赛院校：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53. 作品名称：山水行舟——韧性城市视角下重庆市两江新区消

落带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景美兮

指导老师：常青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54. 作品名称：忆·往昔——河北省石家庄市赵佗公园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李博睿

指导老师：伍敏华

参赛院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55. 作品名称：垣来如此——北京二环快速路公共空间再生计划

参赛作者：吴佳鸣

指导老师：田甜

参赛院校：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

56. 作品名称：“雅逸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景观设计中

的运用

参赛作者：陶海玉

指导老师：张慧

参赛院校：三峡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

57. 作品名称：河以为“+”——哈尔滨群力外滩 湿地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冀李琼

指导老师：张敏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58. 作品名称：在希望的田野上——扬州北湖香洲田园综合体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陈筱滢

指导老师：丁绍刚

参赛院校：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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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作品名称：《往来之间——雷州企水镇博袍村公园景观设计

方案》

参赛作者：袁颖俏 廖思琪 袁诗婷 林郁 周晓楠

指导老师：胡竞恺 蒋雨芬 赖巧晖

参赛院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热带农林学院

60. 作品名称：洛河北岸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李聪

指导老师：李鑫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61. 作品名称：赤映板仓——拓展开发模式下的红色文化民宿及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杨佳莉 程乐天

指导老师：方明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62. 作品名称：深圳松坪山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张艾菁

指导老师：陈善仪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63. 作品名称：传统乡村活化背景下的乡村酒店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张旭冉

指导老师：丁绍刚

参赛院校：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64. 作品名称：光环下的相遇——后疫情时代基于社会弹性空间

的智慧景观构建

参赛作者：蒋萱

指导老师：陶欣 吴涛

参赛院校：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65. 作品名称：山林之下，耕云钓月——武汉市光谷未来城自然

教育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张秉铖

指导老师：闫晨 任维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66. 作品名称：衡水市滏阳新河滨水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荣康宁

指导老师：徐艳芳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67. 作品名称：忆往昔·塑流年——基于工人运动背景下的矿山

废弃地景观改造

参赛作者：李康明 朱珠

指导老师：方明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68. 作品名称：织益示彩——基于文化寻续与空间重构的景观改

造设计

参赛作者：黄婷 熊雅博

指导老师：陈国平

参赛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9. 作品名称：“溯浔.源梦”——基于生态人居与人文研旅下的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龙飞

指导老师：张敏

参赛院校：景德镇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70. 作品名称：觅·融·享---基于康复疗养理论的鼓浪屿滨水

绿道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李雪

指导老师：李文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71. 作品名称：行于泽芳间——厦门市泽芳滨水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陈君

指导老师：何菊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72. 作品名称：绿廊变奏曲——文化景观视角下奈河景观提升

参赛作者：赵孜冉 黄秋月

指导老师：于东明

参赛院校：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73. 作品名称：工业美学视角下长春工业园区景观重塑设计

参赛作者：杜瑞琪

指导老师：于佳

参赛院校：吉林建筑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74. 作品名称：不止于居--本土文化下的有机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张令

指导老师：薛淞文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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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作品名称：溪行四象

参赛作者：渠彤瑶 谌晨曦

指导老师：温瑀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76. 作品名称：生态活力线—基于生态修复理念下的城市河流活

力激发

参赛作者：曾书勤 杨杰 郭潇昕

指导老师：张梁 文彤

参赛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7. 作品名称：油城交叙，花甲赋新——基于交互视点下的山东

省东营市带状游园的景观改造

参赛作者：高鑫

指导老师：于东明

参赛院校：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78. 作品名称：西北干旱地区河道生态景观设计——洛川县仙姑

河的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陆楠

指导老师：钱明琛

参赛院校：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艺术系

79. 作品名称：栖息者的家园——安徽十涧湖湿地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赵颖

指导老师：王丽华

参赛院校：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

80. 作品名称：“荒”景入“生”林——基于城市荒野景观构建

的漳州市景山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田亚齐

指导老师：郑素兰 郑毅彬

参赛院校：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81. 作品名称：天来闲客•城中村屋顶公共空间设计 ——以台山

桥林村

参赛作者：曹超仪

指导老师：江燕姬

参赛院校：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园林系

82. 作品名称：片“屿”成“洲”——阜南县濛洼蓄洪区洪水友

好型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邵琪 张盈盈 李瑗如 王坤宇

指导老师：张泉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83. 作品名称：后疫情下的燕京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基地双效空间

设计

参赛作者：赵婷

指导老师：霍达 魏源朔

参赛院校：燕京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84. 作品名称：河流共同日志——哈尔滨市平房区带状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白亚宁

指导老师：庞颖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85. 作品名称：薪薪之火——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火柴厂景观

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覃馨钰

指导老师：杨香春

参赛院校：玉林师范学院生物与制药学院

86. 作品名称：诗画水乡 水墨江汉——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蔡桥

村美丽乡村改造规划

参赛作者：陈基阳 蔡蕊

指导老师：陈丽

参赛院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87. 作品名称：石破新生·智慧园林背景下的军事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华艺

指导老师：张华威

参赛院校：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园林专业

88. 作品名称：此心安处是吾乡——基于文化导向与景观正义的

深圳南头古城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姚馨雨

指导老师：任维 闫晨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89. 作品名称：刘志洲·矿博界——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规划与设计探索

参赛作者：潘胡蝶

指导老师：刘晓光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90. 作品名称：花间计划——关于点亮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刘秋伶

指导老师：娄飞 娄娟 周凡力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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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作品名称：迭代 ——无废城市视角下的社区公园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卢怡吉

指导老师：娄娟 娄飞 周凡力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92. 作品名称：失落家园——南昌麦园垃圾填埋场生态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孙玉 王晶

指导老师：王晓勤

参赛院校：东华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93. 作品名称：千年古韵，弹性新生——余杭藕花洲公园弹性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洪雅婷

指导老师：吴晓华

参赛院校：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94. 作品名称：“疫”往情“森”——新冠疫情启发下基于自然

教育的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健康绿道系统规划

参赛作者：李子秀

指导老师：胡振宇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95. 作品名称：园·隐——基于林盘保护视域下的田园综合体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曾敏

指导老师：娄飞 周凡力 娄娟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96. 作品名称：老友际--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呵护尝试

参赛作者：马一丹

指导老师：刘磊 刘湘虹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建筑与设计系

97. 作品名称：红树灵韵—新农村模式下铁炉港古红树林共享型

科研基地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包善毅 李雪丽 陆娟 张钰翎

指导老师：张世杰 张颖

参赛院校：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98. 作品名称：避暑山庄玉岑精舍复原设计

参赛作者：段雅琪

指导老师：杨玲

参赛院校：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99. 作品名称：食之链·轮回——上海市川杨河沿岸滨水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孙佳蕾

指导老师：胡海辉

参赛院校：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100. 作品名称：旧山新衣，景观缝纫——基于文化记忆的福建农

林大学石仓山山地景观规划

参赛作者：白君亭

指导老师：傅伟聪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01. 作品名称：闻绿观澜——基于旅游开发视角下的矿山景观规

划设计——以东阿香山为例

参赛作者：王欣言

指导老师：于东明

参赛院校：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102. 作品名称：稻屯洼城市湿地公园

参赛作者：刘丽 赵加辉 李淑婷

指导老师：冯福娟 郭智豪 陈琳

参赛院校：潍坊科技学院农学与环境学院

103. 作品名称：矿山棕地修复与多元化景观设计——以武汉古姆

山为例 无界城境·多元智桥

参赛作者：刘森林

指导老师：王晓晓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104. 作品名称：音乐与园林的融合——江苏大剧院外部环境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陈心怡

指导老师：杨艺红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05. 作品名称：惠州市芦村休闲观光园一期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马迎华

指导老师：王盾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06. 作品名称：寻迹五泉——陕西杨凌五泉镇中心公园景观提升

设计

参赛作者：王怡婷

指导老师：冯静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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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作品名称：海域共生——基于海平面上升下的适应性景观策

略

参赛作者：沈迪 杨皓月 邹文沁 高鑫君 张素素

指导老师：崔文河 张涛 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8. 作品名称：历史风貌景观的叙事性设计——以天津市古文化

街戏楼广场景观更新为例

参赛作者：贾泽慧

指导老师：高颖

参赛院校：天津美术学院环境与建筑艺术学院

109. 作品名称：流动之源——眉山市羌水河滨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张菁菁 昌澳翔

指导老师：朱琨

参赛院校：齐齐哈尔大学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

110. 作品名称：化土为玉，因瓷而生。

参赛作者：刘慧园 姚晓剑 刘盼 闫玉涛

指导老师：张鸽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1. 作品名称：黄海褪色计划——关于绿潮治理概念性设计

参赛作者：李昱翰 聂静 刘嘉惠

指导老师：陈陆露

参赛院校：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112. 作品名称：黄金三十年——岳阳黄金洞泥湾尾矿库生态修复

与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方时雨

指导老师：朱华

参赛院校：长春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3. 作品名称：陌上花开 蝶舞尽——基于地域性特征的福州南屿

高速花博园

参赛作者：王淑婷

指导老师：吴小刚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14. 作品名称：胶东地区韧性乡村景观营造---以栖霞观里镇吴

家坡村为例

参赛作者：门韶峰

指导老师：朱华

参赛院校：长春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5. 作品名称：“大杂小聚”——西北多民族杂居聚落空间景观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永博 米一恒

指导老师：崔文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6. 作品名称：艺·园·愈——成都天颐公园阿兹海默症疗愈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洪湖

指导老师：徐巧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117. 作品名称：鸟鸣涧——武汉东湖鸟类生态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袁艺 李泽慧

指导老师：陈鲲

参赛院校：湖北大学艺术学院

118. 作品名称：武汉流芳新镇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毛子一

指导老师：蔡静

参赛院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119. 作品名称：基于低影响开发技术下的城市滨水绿地设计

参赛作者：胡宝琴

指导老师：张宗英

参赛院校：商丘师范学院测绘与规划学院

120. 作品名称：冰雪中的绿洲——利用生物聚落修复场地生态环

境

参赛作者：孙兆辰

指导老师：魏泽崧

参赛院校：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21. 作品名称：岁时八节“花朝节”的复兴

参赛作者：陈怡君

指导老师：张喆

参赛院校：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122. 作品名称：尚武·文脉传承下的狮城公园健康景观营建

参赛作者：李玉城 张书仪 王子瑜 丁辉

指导老师：赵艳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建筑系

123. 作品名称：深廊肥东现，清泽草色间

参赛作者：蔡晓青

指导老师：张路红

参赛院校：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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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作品名称：海口石山镇北铺片区发展规划及地块一景观活化

设计

参赛作者：刘淘孟

指导老师：罗融融

参赛院校：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5. 作品名称：湿地鸢飞绕，蒹葭润无为——无为市护城河湿地

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谢宇为

指导老师：李霄鹤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26. 作品名称：与人民健康生活交织的茶花基因库——南宁金花

茶公园景观提升设计

参赛作者：王玺霖

指导老师：李冬梅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27. 作品名称：生声不息—长春市声景感知公园研究与设计

参赛作者：彭钧诺

指导老师：赵彦博

参赛院校：吉林建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28. 作品名称：碱地听梦

参赛作者：龙科良

指导老师：张新果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29. 作品名称：楼外青山——从传统自然风貌村落肌理窥探岭后

村景观建筑保护和改造利用研究

参赛作者：王登崴

指导老师：钟艳 李云琦

参赛院校：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130. 作品名称：乐活·智养—成都郫都区三九八厂双“老”社区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杨若兰

指导老师：徐巧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131. 作品名称：长城AGAIN·烟与火的文化再旅——以场地历史

记忆为导向的沉浸式景观模式构建

参赛作者：徐婧怡 周昕宇 张志桐 许诺 蒋心怡

指导老师：曹加杰 方程 崔志华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32. 作品名称：酒火余稻熟——三生融合下的建忠村人居环境整

治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林汝涓

指导老师：黄淑萍

参赛院校：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133. 作品名称：脉动--以循环系统机制重塑永庄水库郊野公园

参赛作者：何慕 刘雯雯 吴安宁

指导老师：周鹏

参赛院校：海南大学林学院

134. 作品名称：基于双循环响应体下的广州南沙灵山·横沥·万

顷沙岛链韧性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庞佳童 徐江凤 吴谦

指导老师：樊亚明 徐孟远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135. 作品名称：“新”房子——资源循环利用认知教育导向下的

老旧社区更新

参赛作者：吴笑蝶 毛彦融

指导老师：李圆圆

参赛院校：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136. 作品名称：以洪助粮,以柔克刚——基于城乡雨洪管理的湘西

南资水流域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肖璐瑶

指导老师：焦洋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37. 作品名称：基于风景过程主义的攀枝花市瓜子坪单元铁路工

业遗址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张帅帝

指导老师：曾昭君

参赛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38. 作品名称：“浔隐·地之痕”重庆市南川区金山镇地形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徐惠岚

指导老师：孙博闻 伊琳娜

参赛院校：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139. 作品名称：方知生满--高校教学楼屋顶花园设计

参赛作者：党明雨

指导老师：刘长命

参赛院校：商洛学院生物医药与食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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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作品名称：秦安县南小河城区段河道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志杰 魏琳芝 冯思 王小虎 马季魁

指导老师：刘文兰

参赛院校：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城墙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城市共生下的

社区中心建筑设计

参赛作者：宋琦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 作品名称：《云凌·文体活动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李虹伯

指导老师：席田鹿 胡书灵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无界之路—郑州滨河国际新城文化馆设计

参赛作者：符洁琳娜

指导老师：李沅芳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4.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期高校商业街建筑设计——以燕京理工

学院东商业街为例

参赛作者：田鑫

指导老师：魏源朔 霍达

参赛院校：燕京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老厂·新园 青岛国棉六厂工业遗址改造——后工

业主题文体娱乐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徐慧琴 吴明荣

指导老师：程征 亓晓琳 杨婷婷

参赛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6. 作品名称：唐大明宫展示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白洪旭

指导老师：杨宇峤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7. 作品名称：坊间长安梦——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参赛作者：陈华雯

指导老师：崔陇鹏 来嘉隆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8. 作品名称：彰德书肆——古民居商住化改造

参赛作者：王文豪

指导老师：薛侠

参赛院校：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开封 1990——包公湖市井文化创意街区设计

参赛作者：郭振豪

指导老师：汪海

参赛院校：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守·望——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西村建筑节点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董旭

指导老师：杨毅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1. 作品名称：云岚酒店——日照韩式文化园酒店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于晨

指导老师：刘玮

参赛院校：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伐木丁丁

参赛作者：李雪

指导老师：卢艳华 肖春霞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3. 作品名称：快速搭建应急房屋·夏籥

参赛作者：李翱

指导老师：田甲

参赛院校：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4. 作品名称：汉中市留坝县秦蜀古道博物馆建筑及周边环境设

计

参赛作者：杜成成

指导老师：田永刚 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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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作品名称：听·海——海上主题咖啡厅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梁小雪

指导老师：吕宁

参赛院校：沧州交通学院艺术学院

16. 作品名称：拾·乐园

参赛作者：杨满意

指导老师：杨勇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7. 作品名称：一舞动群山——基于场所精神的传统村落公共空

间活化设计

参赛作者：向伟静

指导老师：舒阳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8. 作品名称：破旧·焕新——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改扩建工

程设计

参赛作者：李妮 刘可新

指导老师：刘丹

参赛院校：湖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9. 作品名称：《New Campus Action Plan 》

参赛作者：陈培杰

指导老师：胡书灵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20. 作品名称：工业遗产的重生——新乡市面粉厂筒仓改造

参赛作者：路通

指导老师：毛志远 贺栋 原国庆

参赛院校：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21. 作品名称：“山水间”——成都森林康养酒店设计

参赛作者：赵定章

指导老师：张欣宇

参赛院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城建学院

22. 作品名称：古城漫步-老城复兴背景下的社区综合体设计

参赛作者：杨浩东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3. 作品名称：雨打竹林

参赛作者：刘仁杰

指导老师：陈虹羽 余勇杰

参赛院校：昆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4. 作品名称：“重塑界面”——青岛市崂山区南姜码头城市设

计及建筑设计

参赛作者：高玉泽

指导老师：程然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25. 作品名称：刘文西美术馆设计

参赛作者：李瑞雯

指导老师：邹紫男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26. 作品名称：X-UNTI

参赛作者：张源集

指导老师：田甲

参赛院校：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27. 作品名称：垂直生态社区——单一集群里的湖湘烟火盒

参赛作者：刘航

指导老师：谢菲

参赛院校：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28. 作品名称：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潍坊坊子区工业遗址保护

更新与设计

参赛作者：王昊阳 孙楠

指导老师：谭征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29. 作品名称：觅·隐—顺城北巷民宿街区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吴建敏 王梓琪

指导老师：刘晓洁

参赛院校：西安欧亚学院艾德艺术设计学院

30. 作品名称：感知边界 ——后媒体时代下的“农”与“城”

参赛作者：向子晗

指导老师：谢雅辉

参赛院校：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31. 作品名称：《融.溶——凤凰古城少数民族图书馆》

参赛作者：田旭

指导老师：张旺 李科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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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品名称：1986——2021 基于古城保护下的老旧小区微改

造设计

参赛作者：高慧莹 王石满

指导老师：郭瑞芳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农学院园林园艺系 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

院建筑系

33. 作品名称：终南山居-西安杜角镇村及南豆角村村庄规划建筑

设计

参赛作者：王蕴伟 马伊琳

指导老师：杨毅 赵蕾 李昱午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三）城乡规划类

1. 作品名称：适得怡老——广州三元巷社区适老化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陆文杰

指导老师：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2. 作品名称：泉城慢步·多元共生——济南大明湖周边片区城

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高韩 张梦婷

指导老师：宣蔚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耕稼鱼泉·禅艺人家”——绵阳市游仙区魏城

镇鱼泉村传统村落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佳鑫

指导老师：罗小娇 伍志凌

参赛院校：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4. 作品名称：北京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规划

参赛作者：孟凡鑫

指导老师：蒋敏哲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5. 作品名称：邯郸市月爱湖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崔艳敏

指导老师：霍海鹰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苏州市开弦弓村水乡活化设计

参赛作者：施奕柯

指导老师：张益峰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 作品名称：城市疤痕拯救计划——基于“精明营建”理念下

的揭阳市糖厂片区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吴思格

指导老师：任婧媛 吴帛阳

参赛院校：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设计系

8. 作品名称：文脉绿芯 姜寨再生——姜寨遗址及其周边地段城

市有机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胡凯 赖云飞

指导老师：陈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9. 作品名称：归去来兮——基于“人文关怀”下的济南站南广

场及商埠区东北地段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孙佩 贺宸南 严璐

指导老师：荣丽华 任杰 张立恒

参赛院校：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0. 作品名称：活血通络·巷趣恒生

参赛作者：赵勇

指导老师：刘泳杏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1. 作品名称：溪声迷竹韵，山味混茶香——基于“四态合一”

的泾县月亮湾村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倩 牛赵松 李嘉

指导老师：屠李 王琳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西湖“慢巷”——基于慢城理念的祝屋巷文化街

区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陈梓清 徐佳怡 郑静宇

指导老师：陈思颖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3. 作品名称：时空对话，汉市繁兴——汉长安城西市遗址区地

块保护利用规划

参赛作者：张雨婧

指导老师：安蕾 王磊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建工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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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作品名称：桑梓田园，山湾新村——绵阳市游仙区刘家镇魏

家桥村村庄规划

参赛作者：陈嘉欢

指导老师：张彦艳 包静

参赛院校：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5. 作品名称：完整街道.乐享生活——南滨大道厦大段改造设计

与更新研究

参赛作者：林燕

指导老师：谭跃

参赛院校：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建筑学院

16. 作品名称：PPP模式运行下的老山社区功能性改造城市设计

与项目管理方案集成

参赛作者：裴智超 吕虎臣 康北

指导老师：王婷 荣玥芳

参赛院校：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7. 作品名称：龙居凤栖 山筑博物——基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泉

州龙居村陈坑古村落活化设计

参赛作者：陈凌秀

指导老师：蒋龙波 郑玮锋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8. 作品名称：“巷”阳而生——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理论下的攀

枝花市攀密片区旧城更新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孙楠

指导老师：赵天英 季海迪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19. 作品名称：公享园趣，湘谐湘融——公园社区视角下西湖社

区更新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李杨晶 何娜娜

指导老师：李进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0. 作品名称：承古韵 纳新风 ——西安市环城公园南段景观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曹娜娜

指导老师：刘勇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1. 作品名称：等风来——基于风环境改善的广州市某老旧小区

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陈静

指导老师：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22. 作品名称：梦回千古 印象运城——山西省运城市门户广场景

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孙新榕

指导老师：李晨

参赛院校：西京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23. 作品名称：玄草盘江，寻里闬遗古与来年——基于浙江省“未

来乡村社区”规划设计探索下的李茂村

参赛作者：张含纯

指导老师：张晓芳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环境工程系

24. 作品名称：共生计划——广东省茶山镇连片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李嘉琪

指导老师：张轶

参赛院校：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四）环境艺术（室内设计）类

1. 作品名称：为健康而设计—一种“邻附”的新型健康社区

参赛作者：元文卓

指导老师：刘晓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邻里之间——基于老龄化背景下老旧社区建筑

空间环境更新的设计研究，以西安市明城区安民

里社区为例》

参赛作者：曹景宏 管佳园

指导老师：闫杰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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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众创语境下联合办公空间设计研究——地域性元

素在联合办公空间设计的应用研究

参赛作者：刘淑伟

指导老师：汪滋淞

参赛院校：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4. 作品名称：交互 联动 健康 打破边界

参赛作者：赵洪 张耀宇 邓宇航 张文睿

指导老师：张贲 伍宛汀

参赛院校：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学院

5. 作品名称：十步芳草·惠州龙门县青草铺子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陈慎强 梁文轩

指导老师：谢一萱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6. 作品名称：岁月“静”好——环境知觉体验下适老化活动中

心设计

参赛作者：陈傲

指导老师：高成琳

参赛院校：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洛裳唐装展馆

参赛作者：何焕成 段梦雅 吴佳仪 赵航宇 邰鹏博

指导老师：濮赫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驻足.展示空间中的新型交往体验

参赛作者：邓敏

指导老师：阎媛

参赛院校：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有间自习室—学习共享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张琳

指导老师：康思斯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0. 作品名称：基于共享经济的联合办公空间模块化设计与研究

参赛作者：徐叶欣

指导老师：汪滋淞

参赛院校：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11. 作品名称：解 x——西安大王镇第二幼儿园设计

参赛作者：赵衍凯 曾思玉

指导老师：谢一萱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2. 作品名称：陶里-科技展厅

参赛作者：欧武秀

指导老师：阎媛

参赛院校：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3. 作品名称：“海之心，川之汇”爱国英雄纪念馆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黄家祺 张浩楠

指导老师：嵇立琴

参赛院校：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 作品名称：新时代养老院室内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雷君怡

指导老师：潘家宽

参赛院校：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五）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基于公共健康的景观空间设计——云

隐秀容

参赛作者：方淇悦

指导老师：陈珊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寸金-济钢耐材厂景观改造

参赛作者：闫璐瑶

指导老师：吕桂菊

参赛院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眷•故——佳县泥河沟村生态博物馆构建方法和策

略研究

参赛作者：李晓斌 王晓瑜

指导老师：史承勇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疗愈·虹之间——基于肢体损伤人群康复需求下

的户外疗养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刘泽青

指导老师：吕宁

参赛院校：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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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共享模式下闲置农宅改造设计——乡村“共享站”

参赛作者：孟子雯

指导老师：石大伟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6. 作品名称：重焕绿涟一我们共同的心愿

参赛作者：倪昊睿 陈彦祺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大丰仓改造便民社区—邻里之间

参赛作者：彭晓悦 黄泳 姜萌 程维嘉

指导老师：李孟顺

参赛院校：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

8. 作品名称：YI·重生——后疫情时代基于公共健康的景观空

间设计

参赛作者：叶雅诗

指导老师：陈珊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疗愈行动——中钢厂遗址的激活计划

参赛作者：梁文慧 钟睿鹏

指导老师：刘丽丽 董晓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0. 作品名称：社区营造视角下的成都二环高架桥下空间改造设

计

参赛作者：冷少东 臧世伟

指导老师：师宽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氧乐多——屯子里的童梦空间

参赛作者：代璐

指导老师：景璟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隐秘的角落——儿童性教育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何溪

指导老师：谢经纬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13. 作品名称：全学校园——未来学校区学习模式探索与空间设

计

参赛作者：纪露露 杨若曦 宋宣志 赵步青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4. 作品名称：CRADLE TO CRADLE——泰安市凤凰社区适

老化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耿林

指导老师：周爽

参赛院校：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15. 作品名称：“何以为家”城市边缘安置社区景观设计--以逍

遥园社区为例

参赛作者：岳昱含 王橹静 赵丹 霍琳钰 丁琪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6. 作品名称：故·里——乡村公共空间可变性重塑设计

参赛作者：赵秋月

指导老师：周爽

参赛院校：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17. 作品名称：乡村景观环境设计

参赛作者：李宛青 张梦瑾

指导老师：胡天君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18. 作品名称：重构 —— 重庆大圆祥博物馆的室外体验式场景

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陈心宇

指导老师：赵宇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19. 作品名称：树海——牛首山营地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俞璠

指导老师：叶洁楠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 作品名称：泉河生态公园总体规划设计——公共艺术设计

参赛作者：周韦玮

指导老师：赵慧宁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1. 作品名称：南京绿博园“渠园-微筑”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浦芷琪 周韦玮

指导老师：赵慧宁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2. 作品名称：寻泉环游记--济南明府城片区复合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黄鑫

指导老师：吕桂菊

参赛院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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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品名称：“桥石远栈”——滨水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梦楠

指导老师：刘健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24. 作品名称：留“清”休闲广场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高学美

指导老师：康兴昆

参赛院校：河北美术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5. 作品名称：唤新与旧——城市更新背景下旧厂房的再利用

参赛作者：王以宁 王诗雨

指导老师：罗青石

参赛院校：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6. 作品名称：《基于乡村生态修复理念下的本土化设计改造研

究——以“三岔湖”部分场地为例》

参赛作者：吴佳颖

指导老师：雷施宇

参赛院校：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27. 作品名称：四川崇州竹屿小镇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黄婷瑶 黎霞

指导老师：刘萍萍

参赛院校：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28. 作品名称：桃源春晓-绿博园地段景园设计

参赛作者：曹瀚

指导老师：晋喜

参赛院校：银川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29. 作品名称：吉艺术馆设计——晋陕传统文化元素

参赛作者：李晋萍

指导老师：明慧君 纪屏兰 兰力

参赛院校：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艺术学院

30. 作品名称：延续——基于缝合城市理念下的工人文化宫设计

参赛作者：王龙江

指导老师：李君

参赛院校：湖北工程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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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课程设计奖

一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溯风·重生-基于城市韧性视角下风暴潮适应性

防御体系研究》

参赛作者：付君赛 白卓凡 霍雨珂 刘永霞 唐越绮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海晏岸清——深圳西海岸风暴潮防御性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宋钰莹 杜鸿雪 张素素 弓钰薇 沈迪

指导老师：王璐艳 梁锐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白色危机——印尼西海岸珊瑚保护计划

参赛作者：田平平

指导老师：周佳梦 刘小冬

参赛院校：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4. 作品名称：Growing Cell——Green action plan of

e-waste field led by multi-level intervention

生长细胞——多级干预的电子垃圾场绿色行动计

划

参赛作者：凌羽姗 许清玉 蔡昕宏 李黛璇 战美伶

指导老师：许大为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5. 作品名称：“以山水诗意，耀桂剧传承”-广西壮族自治区月

岭村非遗桂剧空间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马小芹 周胜路 赵瑞艳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寻光记——传统天井与院落空间的现代转译

参赛作者：陈航星 黄昱铭

指导老师：辛善超 张睿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诺亚方舟2-山海·现代山水之桃花源记

参赛作者：宣乐

指导老师：田永刚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穿庭树·破旧楼

参赛作者：余炆劼

指导老师：彭蓉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三）城乡规划类

1. 作品名称：缝补日记——基于图底关系理论下的无缝隙城市

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邓禹倩 宣乐 郝芮 袁帅 范凯

指导老师：杨雪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河北农业大

学园林与旅游学院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

院 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全息岁影——基于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家园空间营

造

参赛作者：魏子涵 纪亚迪

指导老师：井晓鹏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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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社区革命——前滩•十五分钟生

活圈

参赛作者：陈彦祺 李千卉 倪昊睿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重生·苴却古道——基于生态博物馆概念下攀枝

花迤沙拉村落空间营造策略

参赛作者：程之路 闫梦璐 韩媛媛

指导老师：刘媛 武冬梅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四）环境艺术（室内设计）类

1. 作品名称：山水间——基于中国古典园林模式下的售楼处空

间设计

参赛作者：臧世伟

指导老师：师宽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反重力餐厅

参赛作者：张源集

指导老师：田甲

参赛院校：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五）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地摊经济影响下的街道景观重构-功能复合化

参赛作者：付旭燕 张佳瑶 旦瑶 唐雅婕 何佳嫚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香港“一坪之外”屋顶花园

参赛作者：王潇雪 王以宁 宋婉仪

指导老师：余文心

参赛院校：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艺术传媒学院 浙江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 江西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情绪充电站——城市情绪关怀类公共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冉姗姗 王昱 李俊琳 李湘

指导老师：熊薇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二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织·焕——基于城市编织理论的城市开放空间五

道口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王欣宁 李梦桐

指导老师：李倞 王晞月

参赛院校：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INVISIBLE CANAL

参赛作者：温雯 张佳乐 张希颖 张文正 付琳

指导老师：胡一可 曹磊 王洪成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东京工业大学环境社会理工学

院

3. 作品名称：与海岸共生 重塑一湾美丽海洋

参赛作者：陈子彤 樊玮芸

指导老师：蔺宝钢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智补计划”——包头市绿道概念性规划与重点

地段设计

参赛作者：李陕 王炳崎 于江蕊 侯茹 马紫薇

指导老师：张晓敏

参赛院校：内蒙古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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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无何有之乡——基于诗意栖居的城市开放空间设

计

参赛作者：崔子晗

指导老师：陈宇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6. 作品名称：《反向生长的城市—— 公共健康视角下的周谷堆

城中村韧性激活设计》

参赛作者：潘峥 倪瑞雪

指导老师：吴敏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欢乐的上学路—面向儿童友好的乡村小学生上学

路径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黄佳慧 刘冰冰 郝娟 周文妍 任紫莹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地景新生——沉浸式生态研学体验的广钢工业遗

产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林海欣 林映威 甄杰沛

指导老师：林韶明 肖希 贾朝强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9. 作品名称：重塑绿心——黄土高原河流湿地景观生态修复设

计

参赛作者：赵志敏 杨欣 张云

指导老师：张鸽娟 王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升温计划——多层级合作下的参与式社区微更新

参赛作者：梁靖雯 钱泳萍 刘畅 刘琦桢

指导老师：鲁琳 汪昕梦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1. 作品名称：城乡起搏器—从乡村河道治理到治愈城市发展的

弹性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宣乐 邓禹倩 王南钰 刘忱悦 徐悦颖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声闻于野，待鹤而归——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下

的盐城丹顶鹤栖息地设计

参赛作者：马英迪 昌茂松 田璐璐 李昕远 郭莹

指导老师：吕小辉 杨建虎 娄钢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

景园林艺术学院

13. 作品名称：人之纪.殇之阶.矿之旅——基于矿坑生态修复下的

文化旅游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赖冠彰 邢增煌 钱庆龙 张宇斌

指导老师：唐娇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 作品名称：“潮生·归衍”—风暴潮来临下的适应性景观

参赛作者：蒋慧 胡诗骆 王文倩 李洋洋 杨舒涵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5. 作品名称：动态景观生态系统—城市河流修复及循环再造

参赛作者：许晨昕

指导老师：Sunantana

参赛院校：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16. 作品名称：水城共融·熠熠淀泊之光

参赛作者：陈彦祺 李千卉 曹世博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 作品名称：浮海生梦—珠海市金湾区生态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任嘉鹏 王怡宁 商亮 张蕾

指导老师：徐娅 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8. 作品名称：隐于市——西安市回坊红埠街社区城市公共空间

微更新

参赛作者：韩雨欣

指导老师：沈葆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9. 作品名称：大地疤痕的救赎与重生—— 长春莲花山双山矿坑

群的修复与再利用

参赛作者：高小晶 荆一帆 叶若兰 荆娅晶 武才煜

指导老师：李绍文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0. 作品名称：加与家-乡村振兴背景下川西林盘的保护与利用

参赛作者：何蒙蒙 张碧云 张靖怡 牛艳芳

指导老师：王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

林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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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世遗路线延续计划——澳门三盏灯片区设计更新

改造

参赛作者：郭舒涵 卢菁 江日朗

指导老师：胡璟

参赛院校：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虔朝万类 明心见性

参赛作者：景子健 陈昕

指导老师：叶涧枫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 作品名称：超级衍生舱医院——后疫情复活新陈代谢的舱体

时代

参赛作者：张玲玉

指导老师：杨精卓

参赛院校：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建筑与土木

工程系

4. 作品名称：星火

参赛作者：潘廣灏 马靖翔 张文 周威猛

指导老师：温瑀 李冬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5. 作品名称：穿廊引院，旧厂新生

参赛作者：冉铖李 韦小小

指导老师：黄颖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6. 作品名称：Mangrove-X

参赛作者：朱丁耀 吴语婧 黄少坡 陆滢之 吴东辰

指导老师：张哲 刘源 程云杉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园林车站—汽车客运站设计

参赛作者：蔡政君

指导老师：许莹莹 李欣原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8. 作品名称：城市栖居2050-高密城市超级寓所智慧防疫计划

参赛作者：连江帅 秦雨薇

指导老师：刘丽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墨生城市——基于自系统理论的客运站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陈志恒

指导老师：吴琅 葛少峰 张启菊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0. 作品名称：Knite the field 农业工坊

参赛作者：孙思源 顾钰婷 周逸飞 张一涵

指导老师：孙天明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同济

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11. 作品名称：《平行世界——荆州古城西湖地块旧城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侯峥 杨满意

指导老师：徐齐帆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三）城乡规划类

1. 作品名称：脉传耕读，灸炙通络——韩城相里堡老村改造提

升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昊哲 王雨沫

指导老师：李小龙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都市禅林 寻古“塑”今

参赛作者：梁雅 陆文馨

指导老师：文晓斐 温军 周敏

参赛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数形相生 显隐互鉴——基于多元算法的未来智慧

城市

参赛作者：郭亚飞 李丽

指导老师：肖哲涛 张少伟 拜盖宇

参赛院校：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溪山如许 欲画享艺

参赛作者：刘晓涵 李斯棋 谢燕燕 郭鑫宇 王凯

指导老师：张延龙 陈红武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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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从生存到生长——基于日常都市主义的广州花地

湾城中村更新策略

参赛作者：梁浠玥

指导老师：赵建华 陈思颖 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6. 作品名称：《童乐行，院灯明——基于儿童友好理念的智慧

家园营造研究》

参赛作者：李照熠 周芳羽

指导老师：余侃华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7. 作品名称：共生——共享理念下两庙社区的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刘明鑫 孙孝影

指导老师：史晓华

参赛院校：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8. 作品名称：陶醉美乡·免疫家园

参赛作者：王婷婷 卢诗霞 马月圆 程普

指导老师：耿虹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9. 作品名称：“市”“井”之间，一“脉”之“行”——公园

城市理念下邯郸东区中心地段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寻少睿 张彦彪 王丽娜

指导老师：霍海鹰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智慧街居-围街以城

参赛作者：彭康 肖佳琦 赵力伟 姚宇超 孔子然

指导老师：宣蔚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四）环境艺术（室内设计）类

1. 作品名称：小院记忆

参赛作者：胡泳茵

指导老师：刘雁之 任飞虹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藏花海·铜锅涮肉

参赛作者：郭孚杰

指导老师：胡海晓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书脊之家——基于建筑再循环理论下自助二手书

店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王于成 张悦 陈珺瑶 王艺雯

指导老师：钟虹滨 李博

参赛院校：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木韵

参赛作者：单琴琴

指导老师：刘雁之 任飞虹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沁雅居》

参赛作者：王相雨

指导老师：刘雁之 任飞虹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五）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向死而生”--后疫情时代下弹性墓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何甜梦 秦果成 宋云帆 闫伟良

指导老师：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流萤——三河村萤火谷复育设计

参赛作者：刘霁娇 杨静黎 李陈美子

指导老师：赵一舟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湿地音乐会——北京市通州区陈桁村乡村振兴设

计方案

参赛作者：曹爽 陈沙桐 李桐桐

指导老师：孙贝 王今琪 赵玮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4. 作品名称：武汉城市内涝问题的道路改造

参赛作者：王以宁

指导老师：余文心

参赛院校：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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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旧忆新象：下涧槽社区生活场景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王雨薇 钟瑞涛 文艺 李想 胡雯雯

指导老师：衡寒宵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三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水韵瑞地——无锡生态滨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徐叶欣 谭韵 倪正

指导老师：汪滋淞

参赛院校：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2. 作品名称：美美与共——景村协同理念下的互补式发展系统

参赛作者：王佳峰 方思迷 蔡卓霖

指导老师：戴菲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 作品名称：南京市牛首山风景区景观建筑设计——半坡餐厅

参赛作者：张璟

指导老师：李哲

参赛院校：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金水闽韵,梦回故里———基于城乡共生共享型的

非遗文化郊野公园规划与设计

参赛作者：邵雅婷 沈诗雨 叶子韵 余玉颜

指导老师：沈员萍

参赛院校：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5. 作品名称：风速公园——基于场地风环境的创新型体育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管毓宁 施琬琪 朱明可

指导老师：钱静 吴榛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泊苒

参赛作者：李威 陳亭宇

指导老师：呂文博

参赛院校：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7. 作品名称：田园牧歌——SCA社区支持型农田综合田园体设

计

参赛作者：陈韵竹 李航 祝钲皓

指导老师：周媛 李朋瑶

参赛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8. 作品名称：陕西靖边龙洲丹霞地貌风景区规划及自然地貌保

护

参赛作者：董珊珊 胡昊冉 高禄鸿 朱哲贤 崔乾清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四塔五蕴——铓锣山傣医生态疗法康养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若宸 郝媛媛 彭月怡 杨洁雨 魏琰云

指导老师：袁园

参赛院校：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10. 作品名称：复甦——基于朴门永续理念的人居环境更新与生

境重塑

参赛作者：马欣雨 张羽欣 张思群

指导老师：何疏悦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1. 作品名称：城市补丁——基于分时共享的社区街道慢行系统

微更新

参赛作者：孟媛 陈瑾萱

指导老师：杨建虎 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碧落新村—基于景观基因设计理念的新疆麻扎村

村落保护旅游开发规划

参赛作者：熊逸凡 龙慧晶 张晨宇 李雨珂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3. 作品名称：·-∞——以点云建模机制为技术手段的未来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王一飞 罗雨佳 刘航宇

指导老师：沈葆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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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作品名称：《浮生六艺》

参赛作者：王相雨 侯德炜 史乐为 赵颖菡 夏露瑄

指导老师：张文婷 刘子轩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5. 作品名称：还酹江月去，百舸天际流——东吴文化生态景观

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姜竹文 崔英琦 王颖 梅佳婕 秦奕

指导老师：严军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6. 作品名称：逐光逐萤—基于景观共治理念下的长沙市街道生

活性景观塑造

参赛作者：胡静文 李慧敏 何喜 耿梦涵

指导老师：徐娅 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

17. 作品名称：湖田清影，稻浪千重

参赛作者：岑绚 李俊仪 赵宇辰 张家鑫 李菲

指导老师：张庆新 曾晨园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8. 作品名称：生命线·生态线—广州西塱污水处理厂上层公园

规划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陈绮婷 洪铭楷 伍烨 李卓敏

指导老师：唐娇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9. 作品名称：御曲关—基于城乡发展的河流生态修复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许力源 黄自强 成子昂 田越 杨新荣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0. 作品名称：基于保护和工业转型下废弃工厂的景观修复研究

——以原四川锅炉厂为例

参赛作者：饶珂菡

指导老师：何丹

参赛院校：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21. 作品名称：拾乐园儿童趣味乐园设计---以故事绘本线为主

参赛作者：章翔玮 付嘉欣 彭思颖 郑泽浩

指导老师：张翼

参赛院校：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22. 作品名称：城圃活化·重结晶

参赛作者：余桂林 刘君豪 赵欣宇 聂黎圆 陈怡平

指导老师：付尔康 潘翔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3. 作品名称：奔流之洲——基于恢复性感知理论的片区型综合

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崔灵楠 孙馨宁 孙泽慧

指导老师：孙新旺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4. 作品名称：duan续重生——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治理共同体

的构建

参赛作者：崔田馨悦 李羚 张鑫玥 李昕洁

指导老师：王琼 张涛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5. 作品名称：生态剧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滨水区更新

参赛作者：张子琦 刘美娟

指导老师：牛兰永

参赛院校：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26. 作品名称：“空间-行为”耦合分析视角下城市公园活动场地

重塑

参赛作者：马洺洋 房茜妍 惠通 陈梦婷 姚艳

指导老师：董伟 王光奎 张斌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27. 作品名称：绿色蝶变—安源废弃矿区生态的激活与修复

参赛作者：冯子月 冯晓琪 王丽 章钦钦 朱紫薇

指导老师：张斌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

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28. 作品名称：夏兴汉源——重庆荣昌区安富街道垭口村景观改

造方案

参赛作者：杨惺 王雪 廖孙宇廓

指导老师：文静 黄艺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29. 作品名称：空间时验——校园空间温度提升计划

参赛作者：张丽娟 洪村妹 娄泽铭

指导老师：刘赚 王雅乾 梁彦兰

参赛院校：安阳工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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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作品名称：玫城·蜃景——基于AR技术背景的平阴传统街

区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刘子墨 王宇鹏 庞国航 李英凯

指导老师：吴冰璐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31. 作品名称：网罗万“巷”

参赛作者：王真真 刘婧方

指导老师：沈葆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32. 作品名称：复式花园——西新街头绿地与地下空间衔接设计

参赛作者：陈星雨 任紫莹 仵悦曦 张曼琳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3. 作品名称：遗忘的角落

参赛作者：黄少坡 朱丁耀 孙泽慧 李康霖 严天琦

指导老师：李晓颖 程云杉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4. 作品名称：公园焕活日志——活力动感理念下的黄骅市人民

公园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关雅玲

指导老师：杜姣琳

参赛院校：沧州交通学院艺术学院

35. 作品名称：《游•学——促进代际沟通的智慧型科普园设计》

参赛作者：阮律智 王文娟 刘宜晟

指导老师：刘文平

参赛院校：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

院

36. 作品名称：“蒹葭”——开封市城市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叶茂强 黄毓婷 杜雨 周红 龚贵荣

指导老师：鲁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7. 作品名称：盒适—基于社区治理视角下西安明城区西仓东巷

保护与更新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许王安

指导老师：丁凡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8. 作品名称：城里的驻客——高密度城区动物园新思考

参赛作者：周蠡 黎海玲 董家权 祝文科

指导老师：寻轶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39. 作品名称：青藤一架生——乡村振兴与文旅景观耦合协调发

展探究设计

参赛作者：洪佳琦 杨田依

指导老师：周维娜

参赛院校：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

40. 作品名称：封情豫韵 智慧未来——基于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

墙遗址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钟雨晴 谢裕桐 汤茜 梁靖雯 钱泳萍

指导老师：汪昕梦 鲁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1. 作品名称：石痕以愈·留有余生——太原市尖草坪区废弃采

石场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刘贤琪 刘慧 邓旭 段雅楠 李晓敏

指导老师：吕小辉 王琼 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2. 作品名称：“倦鸟知归”——基于人居环境下的乡村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陈钰 张欣颖

指导老师：刘晨晨 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3. 作品名称：野性的边缘——基于空间基因下的小微湿地生境

更新与修复

参赛作者：张慧 潘庚 余亚梅 李可婧 张义辰

指导老师：李春涛 李若男

参赛院校：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

44. 作品名称：凤翥颙望——基于城市血脉活化的三台山城市公

园再生设计

参赛作者：崔琳颖 谢梓豪

指导老师：王婧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5. 作品名称：心灵奇旅——以情感为线索的疗愈城市运动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谭凤玲 胡乔夙诺 刘爱君 李曼溪

指导老师：沈葆菊 孙天正 杨建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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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作品名称：活力重塑资源型城市之殇——以徐州市卧牛山采

石废弃地生态修复为例

参赛作者：陈颖 黄美如 冯定康 高源 洪竞盈

指导老师：刘聘

参赛院校：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47. 作品名称：茶愈溪谷——基于自然教育理念下的茶文化主题

城市公园

参赛作者：邓馨卉 郑曼思 黄薇

指导老师：肖希 马源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8. 作品名称：“针砭时弊，活力再生”——基于城市针灸理念

下的历史街区更新与改造

参赛作者：金蕴莎 宋宣志

指导老师：张颖 雷暘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9. 作品名称：谷米博物图鉴——基于矿山修复背景的空间检索

型研学基地设计

参赛作者：李若楠 赵彦姝 曲琛

指导老师：许大为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50. 作品名称：《编云·织界》——广州番禺兴业大道高架公园

概念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徐澳东 刘燕珍 龙泊岚 宋世真

指导老师：唐娇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51. 作品名称：复愈源流向阳生——基于生态修复的鸳鸯河河流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赵彤 郭莹 田芮铭 商亮 田璐璐

指导老师：王伟 崔文河 卢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2. 作品名称：半亩方塘图书馆——开放式阅读空间营造的公园

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孙海兰 许艳 王婧

指导老师：李峻峰 吕晓倩 古今今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3. 作品名称：Ω——地面流动计划

参赛作者：张冰姿 张涛 冯逸飞

指导老师：任洁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54. 作品名称：何以为家-落脚城市重庆新桥工业区城中村改造

参赛作者：唐丽萍 胡媛媛

指导老师：周凡力 娄飞 娄娟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55. 作品名称：卷与生活——以解压为目的的桥下空间微更新设

计

参赛作者：潘晓溪 张泽霖 朱张淳

指导老师：陆邵明

参赛院校：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56. 作品名称：大象归乡——后疫情时代泰国大象旅游业转型

参赛作者：张逸菲

指导老师：Dorothy Tang Mel Yip

参赛院校：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

57. 作品名称：“心声·新生”——大学心理疗愈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郭启达 赵兵权 董琪 祝赟泽 栗晓龙

指导老师：韦娜 杨豪中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8. 作品名称：迟迟吾行——重庆城市立交桥下附属绿地的活态

提升

参赛作者：苏长静 黎茂颖 李容 范明彦 边拴灵

指导老师：娄娟 娄飞 周凡力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59. 作品名称：荒漠化“地球卫士”——贺兰山东麓荒漠化草原

生境营造

参赛作者：郑美婷 刘笑涵 王佳荣 李佳祺

指导老师：张涛 崔文河 王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0. 作品名称：水孕万物，源动新生

参赛作者：蒋忠圆 吴成富 彭东威 彭格 王冲

指导老师：文彤

参赛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1. 作品名称：时空交错 —— 现代文明下的工业重生与大地生

态修复的碰撞

参赛作者：谯如泓 郭宁 谭应凤 王琪

指导老师：周凡力 娄飞 娄娟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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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作品名称：融景于盆，活化安龙——基于CAS理论下安龙

村乡村活力提升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刘畅 梁靖雯 钱泳萍 丁羽 刘琦桢

指导老师：李昕韵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3. 作品名称：乐活园——南京青奥体育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刘美君 孙雯 王香月

指导老师：钱静 吴榛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64. 作品名称：家门口的那些事儿——以可持续性景观为媒介共

塑文化农园理想社区

参赛作者：韩雨琪 范英洁 刘建康 王彦淞 张紫慧

指导老师：莫妮娜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65. 作品名称：zoo’s漫游记

参赛作者：王丹 彭春靖

指导老师：乔治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66. 作品名称：复愈之旅——基于治疗情绪障碍的城市公园景观

改造与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冯兴愿 何雨涵 邱颖怡 陈勇 徐曹棋

指导老师：王裔婷

参赛院校：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67. 作品名称：南船北马聚淮安——江苏古淮河桥旁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田菁

指导老师：朱里莹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68. 作品名称：REFLECTION“幻境”——智慧景观驱动的明

德公园更新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梁茹冰 陈茂琳 袁凯伦 李海艳

指导老师：杨淑梅 王裔婷

参赛院校：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69. 作品名称：剪忆寻光——唤醒城市记忆的滨水公园改造方案

参赛作者：李远方

指导老师：杜姣琳

参赛院校：沧州交通学院艺术学院

70. 作品名称：赓衍—城市广场优化改造

参赛作者：朱凌燕 刘紫琳 卫雨馨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MCN网红孵化器——基于母题法的高层办公建

筑

参赛作者：邱筱月

指导老师：武悦

参赛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同尘和光 俯仰隆昌——上海隆昌公寓公共空间改

造设计

参赛作者：杜建星 张尔科 尹圆

指导老师：赵伟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参数化桥梁设计

参赛作者：梁冠华 邵凯诗 陈昱霖 张一凡

指导老师：温颖华

参赛院校：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4. 作品名称：悬盒——基于都市农业的办公塔楼空间重构

Suspension box - reconstruction of office

tower space based on urban agriculture

参赛作者：赵俊逸 唐超

指导老师：欧雷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STRIP HOUSE:基于健康理念的住宅设计

参赛作者：谢宇虹

指导老师：严晶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城市之舟”--- 南京秦淮文化博物馆设计

参赛作者：张旺 李翔 宋昕锐 陆季军

指导老师：吴琅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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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品名称：ARK-抗疫纪念馆

参赛作者：常译丹 赵晓雪

指导老师：张娅薇 彭韬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8. 作品名称：闹市间的山水画卷

参赛作者：米岚

指导老师：赵彬 周希霖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9. 作品名称：coloUr

参赛作者：董蓉莲 王星玥 胡安达

指导老师：李昊 叶静婕 吴珊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0. 作品名称：场域重构，生活再现——西安商业街区活化设计

参赛作者：王心怡 蔡皓明 张人予

指导老师：李昊 叶静婕 吴珊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1. 作品名称：古今对望——转生塔

参赛作者：牛一凡

指导老师：靳铭宇

参赛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隅宙——基于居民需求共享活动空间微更新

参赛作者：郑婷 杨启帆 熊若彤

指导老师：周志菲 徐诗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3. 作品名称：毓蝶——大学生创新交流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龙渝平 段文漪

指导老师：钱毅 张宏然

参赛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4. 作品名称：园林 弹性 循环 ——日本犬岛生活模式再营造设

计

参赛作者：秦雨薇 梁晓鹏 韩明洁 贾宇驰 连江帅

指导老师：刘丽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5. 作品名称：“蚁巢”办公综合体

参赛作者：史心怡

指导老师：杨亦陵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6. 作品名称：归巢——村落组团下的失地农民城镇化居住社区

参赛作者：张艺轩 吴丹丹

指导老师：杨毅 周茜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7. 作品名称：乐游栖居——荆州西湖社区更新改造

参赛作者：赵天娉 郑华容 符尊斌

指导老师：彭蓉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8. 作品名称：即兴街市—基于装配式建筑策略的生长街区

参赛作者：白怡夫 潘旭敏 梁雪琪 郑泽楠

指导老师：蔡华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9. 作品名称：裂痕：“负遗产”视角下沉浸式历史感知山地综

合体设计

参赛作者：李涵宇 杨雅清

指导老师：杨雨后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 作品名称：“穿街引巷”——南京居住区设计

参赛作者：陆季军 张旺 李翔

指导老师：吴琅 刘琰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1. 作品名称：grow like a plant

参赛作者：付浩然 孟东漫

指导老师：王军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2. 作品名称：光阴的故事——以光为导向的医疗养老建筑设计

参赛作者：雷簧微 胡成洋

指导老师：李倩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3. 作品名称：垂直绿洲

参赛作者：夏小舒 马欣田 李秋虎 丁然然 赵雨默

指导老师：陈岚 王昊舒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24. 作品名称：体育馆的N次方——后疫情时代反常规社交生活

模式的研究

参赛作者：李子逸 张美琪

指导老师：舒珊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光荣册

HONOR ROLLS

45

25. 作品名称：山水间

参赛作者：段思乔 刘珊

指导老师：李春青

参赛院校：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6. 作品名称：绿色与安全共生——“积木”幼儿园

参赛作者：侯杰 康语诗

指导老师：马晓鸣 徐贞 冯羽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27. 作品名称：《归渔》

参赛作者：杨炳鑫 韩柯 祖悠扬

指导老师：刘向华

参赛院校：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8. 作品名称：“新”古城·重拾·共生

参赛作者：邹智伟 陈启航 冯心怡 王玉敏

指导老师：陈星星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9. 作品名称：城市·云梯——城市高层办公综合体设计

参赛作者：杨晴 覃晴

指导老师：蔡燕歆

参赛院校：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30. 作品名称：文都七日谈——旧厂更新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顾钰婷 孙思源 周逸飞 邢璐妍

指导老师：孙天明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31. 作品名称：蜜蜂主题山地民宿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孟婷

指导老师：陈博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32. 作品名称：云端筑梦——后疫情时代空中社区设计

参赛作者：郭崇智 林鑫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33. 作品名称：《平行线》滨水建筑公共空间的激活

参赛作者：刘灿

指导老师：谢晶 周燕来

参赛院校：湖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34. 作品名称：梦回山水·思古今 ——蜀文化博物馆设计

参赛作者：宋一肖

指导老师：杨精卓

参赛院校：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35. 作品名称：畅聊古今——大礼拜寺街区更新与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张瑞英 赵延凯 韩喜涛 赵浚宇 刘国鸾

指导老师：李慧勇 郭瑞芳 王冬婷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6. 作品名称：BZD居住区设计

参赛作者：潘雨鑫

指导老师：徐贞 李梦怡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37. 作品名称：情绪盒

参赛作者：胡佳睿

指导老师：郭苏明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8. 作品名称：“新艺术基因“-大学生活动中心及周边环境综合

设计

参赛作者：张博文

指导老师：徐贞 马晓鸣 陈博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39. 作品名称：“新”拱

参赛作者：杨治 张涵旗

指导老师：王雅坤

参赛院校：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40. 作品名称：吟游湖山间——书院式文化研究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徐洁颖

指导老师：杨丽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41. 作品名称：垂直模块文化共享社区

参赛作者：王博轩 王业喆

指导老师：李春青

参赛院校：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2. 作品名称：隐居

参赛作者：唐莉倩

指导老师：徐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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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作品名称：乡村客厅——智慧乡邻互动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应楠楠 何宣镜 黄雨薇 董铭航 徐英豪

指导老师：朴顺梅 全昊罡 金光虎

参赛院校：延边大学工学院

44. 作品名称：ONE RESIDENCE，ONE BLOCK，ONECITY

——基于煤化所适老住区的组团空间构建

参赛作者：任子扬 石成玉 张子航 张文嘉

指导老师：胡川晋

参赛院校：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45. 作品名称：拱·券下的旧工业新生

参赛作者：肖文彦

指导老师：李晓峰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6. 作品名称：泺水恒流----理性主义下的泉水民俗博物馆设计

参赛作者：王大阳 高佩瑶 郑垚 朱成昊

指导老师：刘寒芳 王晓 王玲续

参赛院校：济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建筑系

47. 作品名称：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

参赛作者：秦孝宇

指导老师：闫冬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48. 作品名称：御风而上

参赛作者：黄金强

指导老师：程征

参赛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三）城乡规划类

1. 作品名称：云顶云岚——公园城市理想社区空间实验

参赛作者：詹子歆

指导老师：戴林琳

参赛院校：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2. 作品名称：温故织新--基于路权共享理念下的生活圈设计

参赛作者：陶佳 王彤 杨萌

指导老师：李军 徐轩轩 赵涛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显隐之间

参赛作者：金晨 商艾琪

指导老师：余侃华 郭其伟 井晓鹏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河畔踞塬·文兴相里——基因传承视角下的韩城

相里堡历史地段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韦一珉 赵雨萌

指导老师：李小龙 王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三水荟萃，奔浪去——基于生态遗点的“产学研·漫

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王紫珍 辛城 施思 徐文文

指导老师：王方 王琳 侯君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续脉叠城，共话古今——基于遗址标识展示及城

市激活下的规划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李瑾雯 冯宇晴 刘钰芃

指导老师：付胜刚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7. 作品名称：城市自给，社区可食日志——韧性城市视角下内

果堰片区城市更新

参赛作者：段司南 林欣雨

指导老师：陈春华 孙音 成受明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8. 作品名称：徽州一梦---黄山市屯溪区阳湖片区改造更新设

计

参赛作者：韩雨诗 辛天洋 孔雨薇 刘思盈

指导老师：侯君 王方 王琳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Smart City being——基于智慧城市生命体理念

的广州白鹅潭片区概念性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杨骐瑜 岳晓雨 何美慧 周汶慧

指导老师：赵建华 陈思颖 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0. 作品名称：复田耕食——乡村振兴视角下汉中市河东店镇愈

疗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任紫莹 陈星雨 黄佳慧

指导老师：吕小辉 于东飞 何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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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品名称：苏州市苏纶场地块更新设计——苏纶“＋”，适

应智慧需求的“自”能化家园

参赛作者：吴彤 周炫汀

指导老师：雷诚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12. 作品名称：时空行为模式分异视角下生态旅游地游憩空间规

划设计与精细化管控—以秦岭子午峪为例

参赛作者：马腾 康琦 刘峰 潘光南 曹珊珊

指导老师：董伟 王光奎 张斌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西安工业大学城乡

规划学院

13. 作品名称：快乐街道计划——基于快乐城市理论的广州白鹅

潭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郑欣柱 胡柔美 张言灏 李泽良 吴垠材

指导老师：赵建华 陈思颖 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4. 作品名称：环聚万象，智汇塘芯——塘沽南站片区城市更新

设计

参赛作者：郝文雅 王春琦 李奕凡

指导老师：任彬彬 蔡籽焓 许峰

参赛院校：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5. 作品名称：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Explore the

Ways to Re-weave the Industrial Urban

Fabric

参赛作者：曹宇月 陆晨笑

指导老师：曹康

参赛院校：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规划系

16. 作品名称：城脉·激发·网络 ——基于公共空间视角下上海

枫泾古镇保护修复与再生设计

参赛作者：唐勇 梁露馨

指导老师：王大伟 吴琅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7. 作品名称：寂地重声——南京栖霞区港池片区城市更新改造

设计

参赛作者：刘雨杭 张文睿

指导老师：李岚 方程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8. 作品名称：文承沽脉，应水兴津——基于城市公共空间记忆

叙事性建构的文化创意中心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安振方 唐蕴 俞方舒 田致远

指导老师：程云杉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

院 华东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19. 作品名称：In+想象的种子—IP产业创客社区设计

参赛作者：曹宇栋 徐子涵 胡丹妍 李若男

指导老师：于淼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

20. 作品名称：温情邻里，惬意栖居——基于开放共享理念的“社

区客厅”构建设计

参赛作者：许琪敏 叶子静 张芷晗

指导老师：王江萍 蒲向军 刘云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21. 作品名称：触之为媒 媒之为新——岑河镇木垸村乡村振兴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曹政 闫丽莎 逄问宇 宋瑞莉

指导老师：任绍斌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2. 作品名称：之间 治间 智间

参赛作者：何宁 王璐

指导老师：文晓斐 周敏 温军

参赛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23. 作品名称：旧游新梦

参赛作者：陈卓 丁碧文

指导老师：李皓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4. 作品名称：仿今迎客

参赛作者：尹春晓

指导老师：刘健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25. 作品名称：山水云展--深圳科博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钮靖涵 李贝贝

指导老师：陈超 张沛 姜学方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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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作品名称：无界之舟·水运扬城——扬州市宁扬城际高新区

汊河站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陈永凯 丁束毅 王凯 杨雨晨 梁敏

指导老师：孙王虎

参赛院校：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27. 作品名称：城市故渊——庭园意象下的围合型居住社区

参赛作者：郭小玲 胡琬怡 彭晨曦

指导老师：曹海婴 王琳 白艳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8. 作品名称：基于乡村空心化背景下的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陈江鹏 冯攀 彭浩 王似璞 刘倬卓

指导老师：段文 王贺 唐文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9. 作品名称：流——知识经济背景下小型创智社区规划与设计

参赛作者：顾虞佳 王爱惠

指导老师：刘宇舒 王振宇 于淼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

（四）环境艺术（室内设计）类

1. 作品名称：“绘声绘影”——皮影艺术体验馆

参赛作者：张欣颖 陈钰

指导老师：王葆华 刘晨晨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心灵“疗愈器”

参赛作者：叶华清 高雯馨 于润泽 申辉

指导老师：何丹秋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茶·语——重庆乡村茶文化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沈理

指导老师：余毅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餐饮空间设计—追鱼传说

参赛作者：刘麟鼎

指导老师：刘晓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 作品名称：无边界基地

参赛作者：高雯馨 雍亚 谢诚 于润泽

指导老师：张颖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南京SOHO青年公寓设计

参赛作者：王晓曼 陈文静

指导老师：黄缨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晋士三顾--中型餐饮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张名慧

指导老师：胡海晓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专业设计 4-大学宿舍改造 未来大学生需求迭代

视角下的宿舍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张月 张轶文 郝曼羽 孙化雨 梁博森

指导老师：耿舒畅 李丽

参赛院校：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9. 作品名称：《室内设计—宠物友好餐厅》

参赛作者：解雅淇 韦晓雪 魏驿骄 李玉洁

指导老师：田晓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邂逅

参赛作者：张耀云

指导老师：刘雁之 任飞虹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1. 作品名称：MORNING猫咖（基于新零售与潮流趋势背景下

的猫咖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葛淑冉 陈明蕙 李嘉美 杜兴莲

指导老师：马珂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12. 作品名称：初涧-基于CELINE奢侈品品牌室内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陈思琪

指导老师：朱依蕊

参赛院校：广东培正学院艺术学院

13. 作品名称：ALCOHOL FACTORY 现代酒吧设计

参赛作者：王业鑫

指导老师：康思斯 陈小英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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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作品名称：武汉战疫记--抗疫纪念体验馆设计

参赛作者：吴楚涵 赵逸潇

指导老师：黄敏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5. 作品名称：那些事——南阳王府饭店豫园餐饮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姜尚明

指导老师：黎鹏展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五）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随“急”应变 — 基于适应可变原则的城市社区

旧工厂活化与应急性设计

参赛作者：蒋杨杨 郭睿旻 柯睿 张怡 栾华龙

指导老师：刘少博

参赛院校：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BEC计划——后疫情时代下的健康社区局部景观

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臧世伟

指导老师：师宽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朽木生花---石拐区能源枯竭型城市重塑

参赛作者：李智函 王瑞 牛艳芳 何蒙蒙 杜成成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

学院

4. 作品名称：乐时小院-合肥市邮电小区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谭振 陈文露

指导老师：徐伟

参赛院校：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5. 作品名称：任意门——穿梭在时间与空间的体验计划

参赛作者：黄楚 陈瑜琛

指导老师：蔡楚君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6. 作品名称：固本-再治已病——基于公共健康导向的古城书院

门街区景观优化改造

参赛作者：陈星雨 许心佳 张曼琳 仵悦曦

指导老师：于东飞 李绍文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福建省南靖县云水谣叙事性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牛梦轩 余瑾媛 刘笑 孙泓钰 王纪华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林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8. 作品名称：城市社区流浪猫救助装置设计

参赛作者：胡映嘉

指导老师：叶洁楠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山高水长·崆峒苍苍”传统工艺美术馆设计

参赛作者：樊欣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工业遗产地系列主题花园设计——基于昆钢老工

厂生活区现状的再生雨水花园设计

参赛作者：文问 胡映嘉 刘思源

指导老师：王夕倩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 作品名称：“智趣活化”——老旧社区公共空间活化改造设

计

参赛作者：仵悦曦 陈星雨 张曼琳 王婕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泉与山

参赛作者：谢守红 夏雨薇 张昕颖 杨史前 李宗晟

指导老师：陈诗雨 吕兵洋 朱春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3. 作品名称：虹跃·田居

参赛作者：朱元依

指导老师：尚磊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4. 作品名称：觅音·五峰里音乐半岛——关于沉浸式体验的景

观交互艺术设计

参赛作者：苏允泽

指导老师：邱婷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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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作品名称：城市农业：利用屋顶空间

参赛作者：于冰

指导老师：彭艳

参赛院校：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16. 作品名称：栖·生——基于生境营造理论下高校景观规划设

计

参赛作者：吕灿 王佳茹

指导老师：吕小辉 贾新新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艺术学院

17. 作品名称：理想之上——基于共享理念下的青年住区活力改

造设计——以 523厂居住区为例

参赛作者：潘婕 李哲文 杨希邈 曲歌

指导老师：王蕊 王扬

参赛院校：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8. 作品名称：潮邂

参赛作者：赵祥媚 陈希旸

指导老师：施并塑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

19. 作品名称：山城·一望平川——基于感知体验下的河南淮滨

县人民医院医疗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庆 柏云飞 管郅聪 张天乐 张伟

指导老师：徐俊辉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0. 作品名称：智慧芝罘，未来已来——1861创意产业园区设

计

参赛作者：李千卉 陈彦祺 郭强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荣誉奖

（一）风景园林类

1. 作品名称：依昔生趣 以趣留惜———基于城乡共建下的生态

修复及乡村公共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李梦斐 石宇婧 郑诺艳 高嘉雄 朱恒杰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岁丰年稔，无间冬夏——基于智慧理念下的生产

性城市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吴语婧 吴东辰 陆滢之 朱丁耀 刘宇阳

指导老师：赵岩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 作品名称：雨过时迁，木以参天--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修

复

参赛作者：魏何 刘宇奇 丁越 张吉东 李潇

指导老师：梁锐 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菹泽草莱”——基于区域雨洪调控模式下的长

春市新城大街生态道路设计

参赛作者：曾超慧

指导老师：杨道德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

5. 作品名称：流觞曲水•漫步阑珊——城市广场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俊敏

指导老师：王姿

参赛院校：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6. 作品名称：云淮智居——基于“智能康体”理念下的居住区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欣冉 张湄涓 王冰冰 刘哲 汪红庆

指导老师：吕晓倩 张娜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寻山思景·悟道畅源

参赛作者：彭浩 杨丹 韩茹雪 冯攀 陈江鹏

指导老师：唐文 车震宇 段文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 作品名称：零距离·邻居里——内外网络联接下的产创社区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正敏 李雪冰 杜箫宇 谢守红 伏熳

指导老师：邓兰馨 王宇丹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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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作品名称：生苼不息——健康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体育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胡乃奇 张文娟 史一然

指导老师：刘晓光 王祝根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0. 作品名称：O-Park——基于城市更新背景下互动数字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聂良振 谢能 姜文 黄扬超 杨振琳

指导老师：马军山

参赛院校：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1. 作品名称：工业遗址的“重生” ——基于工业遗址保护理念

下的废旧工厂综合体景观改造

参赛作者：谭可欣

指导老师：何丹 张少莹

参赛院校：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12. 作品名称：绿屿青舟——基于触媒理论的情景化教育体验式

城市滨水空间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黄婧婷 程敏 黄雅芬 郑若娴

指导老师：闫晨 任维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3. 作品名称：裁景山巅——基于动景再框和电影剪辑类比研究

的采矿废弃地景观重构

参赛作者：包平安 李闵

指导老师：刘路祥

参赛院校：淮北师范大学建筑学院

14. 作品名称：城市记忆的延续----基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活化继承发展的城市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坤

指导老师：贾丽霞 陈华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5. 作品名称：探轴之旅·寻脉之行——城市微改造背景下的沙

坪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邢航 赵文媛 刘荣杨 周宇

指导老师：王裔婷

参赛院校：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16. 作品名称：“坡”在眉睫——黄土高原一带延长县滑坡治理

参赛作者：朱茜 杨若曦 王昱凯 柳思宇

指导老师：王兰宝 王璐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 作品名称：融古今·融文化·融生活——杨柳青国家运河文

化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晨 韩雨灵

指导老师：赵艳

参赛院校：天津仁爱学院建筑系

18. 作品名称：寻芳谷·纪——基于乡土文化与纪念仪式感的城

市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赵梓秀 何舟

指导老师：潘瑞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9. 作品名称：水韵晋阳 龙城名片——太原市晋阳湖地区滨水环

境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赵倩怡

指导老师：唐英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0. 作品名称：时空折叠——基于时间弹性下的社区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李雪冰 谢守红 杨史前 杨雅馨 李湘

指导老师：吕兵洋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1. 作品名称：水入川泽-北京国家湿地公园水资源收集与保护湿

地复苏设计方案

参赛作者：李智函 段志丽 陈惟漪 袁新睿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2. 作品名称：寻找平衡—基于适老性的祭城社区景观规划与设

计

参赛作者：张雅楠

指导老师：李海港

参赛院校：新乡工程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23. 作品名称：星潆—以星系为主题的校园景观设计构想

参赛作者：张宇 薛小佳 石贤蕊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4. 作品名称：恢复生境·让生命回归

参赛作者：陈恩纯

指导老师：徐晓艺

参赛院校：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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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作品名称：推移动·静分升降

参赛作者：罗晓桦 褚郡

指导老师：马西娜 朱秋晨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6. 作品名称：外延于野 内通与心——紫阳县郭家梁地区“山居

艺舍”环境设计

参赛作者：弓葶 孙宁鸿 陈钰

指导老师：刘晨晨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

艺系

27. 作品名称：街道景观设计《百川归一》

参赛作者：李佳佳 唐博丹 谢沛彦

指导老师：马西娜 朱秋晨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8. 作品名称：城市窗口——基于禅地文化背景的泰安市蒿里山

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刘茂林 隋嘉怡 赵晨良 荀洪韬

指导老师：王洪涛

参赛院校：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29. 作品名称：石山复绿，薄土生花——采石宕口废弃空间生态

复绿与景观重塑

参赛作者：徐志洋 郭纯伟 肖引萍 王仁义 朱子轩

指导老师：刘聘

参赛院校：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30. 作品名称：绿营重筑

参赛作者：王立学 梁泽远

指导老师：黄艺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31. 作品名称：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水陆两栖滨江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王文杰 蔡爱平

指导老师：王洁 池炜蓉

参赛院校：宜宾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32. 作品名称：拾野趣·归园田居——乡村振兴下蓝田可食用景

观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毛佳伟 王雯雯

指导老师：吴抒玲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环艺系

33. 作品名称：脉脉相连 美美与共

参赛作者：何祖庭 郑琬蕾

指导老师：杨丽娟

参赛院校：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4. 作品名称：波日特的牧歌——呼伦贝尔草原生产性景观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张晓敏 王艺颖 刘晓科 孟媛 陈瑾萱

指导老师：何泉 刘晨晨 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5. 作品名称：水岸织补，生境弥缝

参赛作者：孙婧钰 刘雨朦 蒋宸明阳

指导老师：蔡军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6. 作品名称：城墙下的相约——后疫情时代的正定县城河滨公

园设计

参赛作者：黎家影 张竣淞 丁可轩

指导老师：刘华领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7. 作品名称：归来兮 游运河 韧性城市理念下南运河杨柳青段

带状公园景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张亦男 马子旭 周欣慰

指导老师：赵艳

参赛院校：天津仁爱学院建筑系

38. 作品名称：“救生圈”计划

参赛作者：曹钢 徐世琛 花楚乔

指导老师：陈力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39. 作品名称：名为“万一”的时间旅行——基于时间维度的城

市记忆修复

参赛作者：徐世琛 曹钢 花楚乔

指导老师：彭鸿绪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40. 作品名称：Urban Renaissance——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high-density urban

environment

参赛作者：吕灿 王佳茹 王熙悦

指导老师：吕小辉 贾新新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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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作品名称：焕生南溟——海平面上升背景下的适应性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杨皓月 邹文沁 沈迪 高鑫君 杜鸿雪

指导老师：张涛 于东飞 崔文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2. 作品名称：滏流东渐、丘墟生花——基于城市更新的邯郸市

废弃地景观再生

参赛作者：王佳茹 王熙悦 吕灿 李博轩 岳艺凡

指导老师：吕小辉 陈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

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43. 作品名称：完整街道-城市街道更新与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许颖超 王馨仪

指导老师：马西娜 朱秋晨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44. 作品名称：生生不息——基于水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效能提升

的城市河流生态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荆娅晶 武才煜 高小晶 荆一帆 叶若兰

指导老师：卢渊 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5. 作品名称：织云锦桥，绿脉衔城

参赛作者：周清源 朱亦心 石天玥 赵毅敏

指导老师：邱冰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

46. 作品名称：城市味蕾——旧城区菜市场景观重构

参赛作者：李燕光 杨皓月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7. 作品名称：城市客厅——济宁市任城区混合型滨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刘喆

指导老师：杨鑫 商振东

参赛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8. 作品名称：怡然城居

参赛作者：林静静

指导老师：俞晨圣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49. 作品名称：江碧鸟逾白

参赛作者：陆宜斌 孟智 马彪

指导老师：袁悦鸣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艺术学院

50. 作品名称：城市脉搏——苏州河长安路节点绿地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张佳芸 乔维妙 刘晨鹏 朱贝仪

指导老师：吴天煜

参赛院校：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

51. 作品名称：智慧谷米——武汉谷米山城市智慧公园景观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陆玥

指导老师：赵伟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52. 作品名称：耳醒之地——滨河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陈芙蓉 常铃瑜

指导老师：廖雪兰 严贤春

参赛院校：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53. 作品名称：C-PARK 基于共同生长理念下的茶文化主题公

园设计

参赛作者：钟璐瑶 曾靖怡 万瑜环

指导老师：肖希 马源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54. 作品名称：汴京百景图

参赛作者：刘君豪 余桂林 聂黎圆 赵欣宇 陈怡平

指导老师：鲁琳 潘翔 刘维东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5. 作品名称：似梦山水间——基于山水画空间转译的文化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蔡敏杰 陈梓钿 卢嘉怡

指导老师：梁锐 江海燕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56. 作品名称：碳“旬”复见，“循”河生息

参赛作者：赵娜 朱星宇 苏婷

指导老师：李榜晏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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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作品名称：激活·复愈·共生 ——基于遗产活化与情绪治愈

的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何志贤 梁竣原 李昊龙 孙杨炀

指导老师：肖希 林韶明 贾朝强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58. 作品名称：钢工业遗产公园活化——基于城市双修的叙事性

景观重构策略

参赛作者：方晓丹 张文君 陈帷韬

指导老师：肖希 林韶明 贾朝强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59. 作品名称：基于棕地改造理论下的三线工厂景观复新——以

金堂川锅厂为例

参赛作者：母伟林

指导老师：杨韵 吴媚

参赛院校：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60. 作品名称：生生不已——基于3R理论下后工业景观更新设

计

参赛作者：吴佳丽

指导老师：何丹

参赛院校：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61. 作品名称：Smart+-韧性原则下沿河智慧城市生态系统改造

设计

参赛作者：周义帆 马龙龙

指导老师：祝丹

参赛院校：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62. 作品名称：依水而生——唐河流域滨水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金宇翔 岳也

指导老师：李皓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63. 作品名称：渭水东流，百里长安——基于城市更新理念下的

渭河流域生态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冯雨欣 杜亦凡 李果 姚倩

指导老师：张涛 王伟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4. 作品名称：指“象”——连接西双版纳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间

廊道概念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李胤祯

指导老师：钟欢 何丹

参赛院校：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65. 作品名称：古早味——泉州历史街区改造与设计

参赛作者：白伟铭 刘忠祺 许铠 杜钧裕

指导老师：彭鸿绪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66. 作品名称：童梦·花语

参赛作者：陈雅婷 胡小君 邹学璋

指导老师：张庆新 曾晨园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67. 作品名称：溪山行旅——千佛山北广场片区综合公园规划设

计

参赛作者：崔英姿 范若暄 马原菲

指导老师：宋凤 姜芊孜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68. 作品名称：自由生长的格子

参赛作者：杨史前 谢守红 邢秋月 孟通通 唐子昂

指导老师：吕兵洋 李昕韵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9. 作品名称：绿跃山泉，山下成园

参赛作者：刘一凝 曲柯莹

指导老师：姜芊孜 宋凤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70. 作品名称：常糠_草池娅村休闲农业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范梓一

指导老师：吴丽丽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71. 作品名称：拥抱新生——疫情后武汉百步亭小区社区公园景

观设计更新策略

参赛作者：孙慧怡

指导老师：陶欣

参赛院校：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72. 作品名称：再遇广船——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体验式公园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彭嘉怡

指导老师：陈仕姣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73. 作品名称：予境焕生——沿河流域生态修复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冯爽 陈子彤 王雅儒 胡玲玲 翟羽佳

指导老师：韦娜 蔺宝钢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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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作品名称：忘·望——基于多重压力下的城市疗愈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朱珠

指导老师：唐丽玄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75. 作品名称：约园---融合江南园林造园手法的古典园林设计

参赛作者：王颖 姜竹文

指导老师：郭苏明 乐志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6. 作品名称：咫尺公园，归乐园

参赛作者：刘依林

指导老师：韩蓉 朱晓霞

参赛院校：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77. 作品名称：唤醒城市角落——城市桥下公共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吴倬帆 徐锋

指导老师：于佳

参赛院校：吉林建筑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78. 作品名称：城中小院，方寸愈心——基于五感疗愈理念下的

缓压适应性私家庭院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高天 罗文清

指导老师：李冬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79. 作品名称：《林·水·石》

参赛作者：吴培幼

指导老师：刘玉宝

参赛院校：江西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80. 作品名称：烟火满墙——西仓集市空间烟火气重塑

参赛作者：李畅 刘慧 刘书悦 魏淑娟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1. 作品名称：赤·忆Ribbon——基于红色精神下的生态修复

滨水景观提升设计

参赛作者：秦伟 郭裕仪

指导老师：暴丽

参赛院校：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82. 作品名称：搏动的城市----基于韧性城市理念下的街巷&社

区改造

参赛作者：卢洲颖 王钰 郭军豪 田荷婷 田媛

指导老师：庞颖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83. 作品名称：童心野趣——基于城市荒野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

儿童自然教育型绿地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乔于益 艾涵菀 赵逸潇

指导老师：周燕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84. 作品名称：承脉织新——基于川西林盘理论下的竹艺村提升

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李情诗 谢守红 姜宇馨 夏雨薇 孔维键

指导老师：吕兵洋 朱春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85. 作品名称：律动涟漪——以生境营建为导向的城市湿地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赵蔓 杜江龙

指导老师：王广和 张晓曼

参赛院校：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

86. 作品名称：萤火之园

参赛作者：吴煜亭 韩圣楠 仇宇 李建东

指导老师：陈琳 冯福娟 郝娟

参赛院校：潍坊科技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87. 作品名称：太平春市——叙事景观理论下的滨河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戴靖航 桑健 蔡文婕

指导老师：陈青扬

参赛院校：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88. 作品名称：寅时广场

参赛作者：仇羽倩 张楷洋

指导老师：李磊 武颖

参赛院校：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89. 作品名称：记“疫”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参赛作者：刘麟鼎 郭冰玉 郭甜芳

指导老师：张斌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90. 作品名称：望自然——城市滨水带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任雨菲

指导老师：李霞

参赛院校：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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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作品名称：望江轩——基于自然生态原理下的居住区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蒋樾丹

指导老师：赵慧宁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92. 作品名称：与水共生——还湿·增驿·生态里 陈桥湿地公园

体验区景观提升设计

参赛作者：孙杨 郑肖贞 田莉 葛亚男

指导老师：乔丽芳 张毅川

参赛院校：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93. 作品名称：“4C+C”——骑行友好视角下北京三山五园绿

道改造

参赛作者：梁诗繁 黄钰雯 刘青竹 李安坦 石淞屹

指导老师：常青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94. 作品名称：第二自然---南塘湖湿地公园设计方案

参赛作者：王玉婕 袁鸣 季荣浩

指导老师：王晓勤

参赛院校：东华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95. 作品名称：撷谖掬香—济南市历城区萱草主题植物公园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王清正

指导老师：徐艳芳 李成 李鑫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96. 作品名称：寻梦环游记-基于老年儿童互动原则下的山地危房

空间景观再利用

参赛作者：黄敏 杨燕婷 邵靖 周怡然

指导老师：娄娟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97. 作品名称：一条河的叮咛——基于韧性景观的城市河道空间

提升策略

参赛作者：曾钟慧 梁嘉琳 潘思宇 严铖磊 彭琬

指导老师：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98. 作品名称：长生——长江支流河道泥沙生态防护

参赛作者：李学连 邢超越 杨露 曾梅

指导老师：娄飞 娄娟 周凡力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99. 作品名称：霄灯渡水——基于文化复兴下的码头空间更新

参赛作者：周凤娇 汪洪夷 梁敏 郑佩玲 潘文书

指导老师：娄娟 娄飞 周凡力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100. 作品名称：化零为整——成都市战旗村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谢裕桐 钟雨晴 汤茜 孙齐 瞿韫瑶

指导老师：李昕韵 付而康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01. 作品名称：嬉游记——基于重庆老城边角地下儿童互动性疗

愈景观模式设计

参赛作者：彭茜 曾钲 卢江林 李雪

指导老师：娄娟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102. 作品名称：街道补完计划——通过协调时间与空间进行的街

道更新探索

参赛作者：史一然 胡乃奇 方小丹

指导老师：王祝根 诸葛雨阳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03. 作品名称：游戏点亮快乐童年——儿童友好型城市概念下的

社区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周文妍 郝娟 黄紫微 黄佳慧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4. 作品名称：追亘——基于互联网+时代的体育公园

参赛作者：魏清源 胡蝶 王家荣

指导老师：吴榛 钱静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05. 作品名称：《骑·迹——基于城市慢行系统下的自行车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覃静媛 蒙洋利 席晨峰

指导老师：王祝根 刘晓光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06. 作品名称：溯净–厦门市港头溪东宅段河流治理与景观重塑

参赛作者：马俊兰 刘宇迪 吴玲倩 黄苹苹 黄佳敏

指导老师：陈莉 张婷婷

参赛院校：厦门工学院建筑科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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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作品名称：康心养月

参赛作者：许如江 闻天庆

指导老师：方静

参赛院校：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108. 作品名称：基于LID的校园广场景观和功能提升设计

参赛作者：徐瑞阳 牛梦轩

指导老师：高天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09. 作品名称：蜜水，秘土，密人

参赛作者：齐玮 王玉

指导老师：冶建明 朱梦梦

参赛院校：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林学系

110. 作品名称：对话——大学校园功能复合区的空间焕活与更新

设计

参赛作者：方晨亦 刘婉博 赵文斌

指导老师：刘立欣

参赛院校：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111. 作品名称：芥山园——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内古典园林规划设

计

参赛作者：周韵妮

指导老师：毛颖 张锡娟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112. 作品名称：河道生态景观的复兴与修复—以陆河河道为例

参赛作者：郝燕 杨高婕 李疏桐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3. 作品名称：从界墙到场域—基于活力重塑的社区边界更新计

划

参赛作者：杜依晨 毋斯侬

指导老师：沈葆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14. 作品名称：《时间都知道—杨凌示范区特色乡村民宿设计》

参赛作者：顾楚剑 刘益志 齐治平

指导老师：程焜 李仓拴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15. 作品名称：一品合和

参赛作者：俞晓琪 苗启花 张子扬

指导老师：黄焱

参赛院校：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116. 作品名称：人象 共生——云南省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区景观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泽梅 冯舒娴 卫浩禛

指导老师：卢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7. 作品名称：戏活澄江

参赛作者：邹蕴秋 陈大美 黄雨滢

指导老师：车震宇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18. 作品名称：“躲猫猫”——愚园“情景游戏式”儿童探索空

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侯申澳 冯爱珊

指导老师：金晶

参赛院校：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119. 作品名称：飏青微漾，梦归故渊

参赛作者：姜宇馨 谢守红 孔维键 夏雨薇 唐玉莹

指导老师：鲁琳 吕兵洋 朱春燕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20. 作品名称：持景如衡，宏愿灵犀——基于景观公正视角下的

5G数字关怀与交互式未来生活示范区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彭凌霄 曹爽 李泽阳 刘进轩 张志毅

指导老师：张世杰

参赛院校：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21. 作品名称：“阳光之下”——太阳村儿童疗愈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段利婷 夏丹奇 陈雅静

指导老师：马岩 王亚英 郝雪鹏

参赛院校：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122. 作品名称：忆港融城 文景更续-基于织补理论的港口城市更

新

参赛作者：孙青子 付君赛 王野 翟羽佳 胡玲玲

指导老师：卢渊 杨雪 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

景园林艺术学院

123. 作品名称：机车记忆——机车背景下的街道治理和社区公共

活动空间及设施完善

参赛作者：孙睿 王海峰 晏彦馨

指导老师：衡寒宵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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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作品名称：光遇——针对10后儿童的景观治愈

参赛作者：徐帆 曹哲 杨映

指导老师：刘磊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建筑与设计系

125. 作品名称：唤醒·“意”“忆”

参赛作者：杜薇 王雅瑄 高艺嫚

指导老师：陈娟 黄麟涵

参赛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26. 作品名称：愈情遇景——基于健康环境系统和生态疗愈的景

观环境设计

参赛作者：潘晓慧 张若彤 董英 赵雨峰

指导老师：吕晓倩 张娜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27. 作品名称：蔓洄·打造人地和谐的“社区能量环”-安徽淮南

山南新区居住区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魏心怡 余春燕 赵楠 杨涵

指导老师：吕晓倩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28. 作品名称：四时景不同乐亦无穷—重庆哑巴洞码头文化主题

湿地公园改造

参赛作者：刘彦君 吴宏彰 赵玥璐 王轲 杨帆

指导老师：夏海鸥 王晓晓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129. 作品名称：“呼唤”——顺城巷三学街为例的城市历史街区

未来发展模式探讨

参赛作者：王彦荔 贺舒雅 郝笑妍 李枝 孙皓琛

指导老师：张颖 金焱 薄云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

理学院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30. 作品名称：捻转·平衡——基于城市针灸理念下株洲清水塘

老工业区生态修复与改造

参赛作者：陈雨德 沈思梦 蔡薇 刘聪

指导老师：李哲陟 陈立军

参赛院校：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131. 作品名称：遇见甘南 三族共汇---以达麦乡为例的民族共生

为核心的乡村存量再生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何甜梦 崔璐莹 闫伟良 宋云帆 秦果成

指导老师：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32. 作品名称：三生梦境——共享互动式适老化社区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文朗 任周扬 李佳南 李顶杰

指导老师：黎颖惠 肖佳伟

参赛院校：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133. 作品名称：Whisper of the Heart——青岛城市更新中的人

鸟共生

参赛作者：王孜文 白杨 毕文琦

指导老师：李旭兰 徐立强

参赛院校：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134. 作品名称：生生不息——基于寓教于乐的湿地公园科普教育

下绿塘河湿地公园改造

参赛作者：卢映杉 黄小玲 彭柏晖 文诗瑶

指导老师：李芳辉

参赛院校：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设计系

135. 作品名称：韧性栖息——模块化塘链生境营造计划

参赛作者：甘媚 钱泳萍 梁靖雯

指导老师：王晓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36. 作品名称：寻脉千年 智在交互

参赛作者：徐浩可 陈慧琪 刘秋云 付柳 李友莲

指导老师：沈淑红 彭旭路

参赛院校：西华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137. 作品名称：回—包裹在工业废墟下的市民公园

参赛作者：滕雨楠 王澳霏

指导老师：任洁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138. 作品名称：津韵—基于人河记忆重塑的叙事性滨海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柯漪岚 陈薇婷 沙浩硕 彭泓铭

指导老师：孙宝强

参赛院校：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139. 作品名称：南淝河的死与生——基于空间基因视角下南淝河

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郭奇晨 杨冉 卢佳欣 贺磊

指导老师：侯君 顾大治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40. 作品名称：水的故事一雄安新区建设下的白洋淀生态修复

参赛作者：韩柯 李世隆 高鑫 陈锐 姬榕皎

指导老师：张鸽娟 蔺宝钢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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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作品名称：碧水·言忆

参赛作者：刘丽萍 陈巨柳 房希之 关绮铃

指导老师：唐娇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2. 作品名称：垂直动物园--基于高密度城市中心下动物园空间

模式研究

参赛作者：李宇斌 肖礅厚 林立川 叶灿培

指导老师：寻轶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3. 作品名称：自由的维度—人与动物视角下的互动

参赛作者：李佳雯 黄文轩 梁卓宇 伍淑婷

指导老师：寻轶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4. 作品名称：“乌云不遮月，疫情不挡春”——基于人际交往

空间距离效应的聊城知秋园设计

参赛作者：翟婉如 王月 徐福锴

指导老师：申东利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美术设计系

145. 作品名称：雾水河的苏醒——多民族聚居地城市河道公共空

间景观提升

参赛作者：王雅儒 曾钟慧 王野 陈怡美 梁嘉琳

指导老师：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46. 作品名称：Mobius·环——后疫情时代装配式居住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孙梦桐 王思阳 韩亚洁 李琢 梁新悦

指导老师：田大方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47. 作品名称：“并蒂”——回汉杂居村落公共空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尚文杰 王泽梅 王悦

指导老师：吕小辉 何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48. 作品名称：玉洞山水

参赛作者：邵婕

指导老师：王玥

参赛院校：浙大城市学院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149. 作品名称：CHAT社区型校园规划

参赛作者：蒋林桔 林灵璇 周语薇 余昌浣 李晓桐

指导老师：刘仁芳 赵彩君 高江菡

参赛院校：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150. 作品名称：青脉之迹——东川区流域生态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张曼琳 陈星雨 仵悦曦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51. 作品名称：澄岚间颐养，抚仙话家常 --抚仙湖畔梅玉村养

老社区旅游规划

参赛作者：管晓彤 付亚星

指导老师：车震宇 刘敏 王贺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52. 作品名称：城来我往，居与我共——产城融合下的互动共享

社区微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王昱 杨雅馨 伏伶霏 刘珏宇 冉姗姗

指导老师：宋佳璐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53. 作品名称：“智慧天桥”——天桥高速周边环境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郑思祎 孟媛 王悦 周阳光 郭启航

指导老师：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54. 作品名称：延续记忆，焕活山水

参赛作者：江锦雯

指导老师：卞阿娜

参赛院校：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55. 作品名称：蝠生—刚果金卡尼亚巴永加边缘村庄管理

参赛作者：周万云

指导老师：吴浩

参赛院校：西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156. 作品名称：飓风之力 双刃之剑——印度孟买 台风作用下未

来城市海岸的模块化设计

参赛作者：王昊 李国华 李丹 冯家东

指导老师：梁怀月 杨定海 赵书彬

参赛院校：海南大学林学院

157. 作品名称：灰绿共生，空间共享

参赛作者：逯瑞星 赵雯君 郑佳佳 张慧颖

指导老师：张淑梅 刘保国 孟南

参赛院校：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158. 作品名称：瞻园——快节奏时代下对老旧小区景观优化设计

参赛作者：靳薛燕

指导老师：胡平

参赛院校：湖北工程学院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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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作品名称：共生

参赛作者：吕欣蓓

指导老师：才燕

参赛院校：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160. 作品名称：花间计划——“共建、共享”的校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陈儒娟 陈泽欣 吴纪浩 刘琦梦 陈楚荧

指导老师：吴刘萍

参赛院校：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园林系 广东海洋大学滨海农

业学院

161. 作品名称：扭转时空——韧性视角下的水上乡村及其海岸带

生态修复策略

参赛作者：麦湘颖 张嘉升 陈嘉铭 张锐 梁秋玲

指导老师：邓卓迪

参赛院校：广东海洋大学滨海农业学院

162. 作品名称：链接——基于文化复兴下的万灵古镇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文雅纯 胡俊杰

指导老师：侯娇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163. 作品名称：平行时空——祥芝沿海旅游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魏子沫 王琳 锜雪鸿 余柃泷

指导老师：张建勇

参赛院校：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64. 作品名称：南阳市西峡县鹳河流域景观生态综合治理策略

参赛作者：叶子 马宇灏 王琴

指导老师：蔺宝钢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65. 作品名称：一水抱城——共生型的金水湖郊野公园规划与设

计

参赛作者：黄小倩 陈艺涵 陈煜纯 陈莹

指导老师：沈员萍

参赛院校：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166. 作品名称：辋川物语——湘江公园植物景观改造方案

参赛作者：孙丽雯 沙小珂 张梓煜 刘锐卓 贾昊然

指导老师：胡海辉 洪丽

参赛院校：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167. 作品名称：向健康而生——生活性街道再生计划

参赛作者：汪姣姣 蒋雨昕 旦瑶

指导老师：岳士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68. 作品名称：顺境生长——基于气候适应性的吐鲁番苏贝希村

优化方案

参赛作者：吴秀玲

指导老师：冶建明 朱梦梦

参赛院校：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169. 作品名称：“小”城“大”事——基于市民生活的叙事性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侯乐容

指导老师：王丹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70. 作品名称：礁浪宕歌——基于自然教育理念的滨海空间改造

设计

参赛作者：李金凤

指导老师：张一平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171. 作品名称：时光长河，记忆如歌——基于时空文脉的叙事性

滨水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郎靖怡 梁晓红

指导老师：张敏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72. 作品名称：河同水密——基于河流治理下景观概念性规划设

计

参赛作者：李潇 王瑞 杨皓月 马英迪 丁越

指导老师：蔺宝钢 梁锐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3. 作品名称：《华盛开—星球花园》

参赛作者：张子浩 鹿森 吕成龙

指导老师：卢晶

参赛院校：青岛大学美术学院

174. 作品名称：“崖语新生”—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半山崖居活化

利用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王福德 熊紫娟

指导老师：王莉

参赛院校：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175. 作品名称：觥筹交错，互畅其情

参赛作者：胡毅 史笛 羊少燕 饶秋月

指导老师：王裔婷

参赛院校：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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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作品名称：可步行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方案

参赛作者：周阳光 郭启航

指导老师：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7. 作品名称：互荣共生——基于多维健康角度的自然科教园

参赛作者：魏昕怡 张丽甜 王彦飞 许静

指导老师：闫晨 任维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二）建筑学类

1. 作品名称：《风景的阅读器——scenery in the box》

参赛作者：黄昱铭

指导老师：辛善超 张睿 张昕楠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雾起相生——基于符号转译和人与自然共生的山

地酒店设计

参赛作者：陈星宇 熊小茜

指导老师：杨毅 周茜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 作品名称：THE GREEN SPIRAL

参赛作者：李宫献 翟阳阳 赵朔

指导老师：何国青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建

筑城规学院

4. 作品名称：坊上·在路上

参赛作者：王嘉威 彭玉婷 王俊成

指导老师：李昊 叶静婕 吴珊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Stairway to Nature

参赛作者：梁钟琪

指导老师：欧雷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心之归所

参赛作者：吴雯冰

指导老师：严晶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7. 作品名称：漫步游园

参赛作者：蔚明炜 任禹舟 刘淼 王勤雲

指导老师：曾艺君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8. 作品名称：霞屋记忆——霞关老街建筑文脉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黄愉皓 王晓琦 董宇涛 吕哲 吕军辉

指导老师：陶伦

参赛院校：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系

9. 作品名称：BREAKING THE LINE 打破边界

参赛作者：吴钧莎

指导老师：邹源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0. 作品名称：工业记忆博物馆——基于城市更新理念下的传承

与再生

参赛作者：舒忠杰 魏佳程 郑亦恬 姚娅婷 蒋鑫浩

指导老师：吴琅 梁献超 李冰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1. 作品名称：空间谱系--时疫下的居住无分异

参赛作者：严军涛 张嘉倩 郑锡豪

指导老师：武昕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12. 作品名称：木守

参赛作者：段跃臣 许文亚 高琛

指导老师：郝赤彪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13. 作品名称：竹聆美术馆---“触手可及的艺术空间”

参赛作者：陈家敏 熊文杰 周东莹

指导老师：英姿

参赛院校：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4. 作品名称：Yukong Museum——予空博物馆

参赛作者：左天煜 张可滢 霍仕艳

指导老师：康峰

参赛院校：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5. 作品名称：凤里栖

参赛作者：陈镒慰 林蕾

指导老师：门艺丹

参赛院校：广东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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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作品名称：郢城永巷——荆州古城东堤街艺术家作坊建筑设

计

参赛作者：黎乐 李棋棋

指导老师：徐齐帆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7. 作品名称：Reincarnate in the Aurora

参赛作者：姚筱洁 陈禹彤 邱志越

指导老师：吕婧 戴昀 张能

参赛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18. 作品名称：蜂鸟客运站 课程设计

参赛作者：黄心雨

指导老师：吴琅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9. 作品名称：生生不息

参赛作者：付瑞龙

指导老师：周官武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0. 作品名称：峡谷——基于单元预制模块的图书馆设计

参赛作者：彭煜轩 张旺

指导老师：吴琅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1. 作品名称：编织

参赛作者：张沈思

指导老师：黄泽

参赛院校：南通大学建筑学院

22. 作品名称：古城画卷

参赛作者：罗浩丹 武雨萱 邹越 王子涵

指导老师：陈星星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23. 作品名称：竹下酌茶话新堂——装配式湖北新民居设计

参赛作者：贺彬亮 何仁

指导老师：刘小虎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4. 作品名称：CREATIVE TOWER—城市活力创意空间高层

设计

参赛作者：杨子琛 华梅

指导老师：华峰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5. 作品名称：Fresh city village

参赛作者：梁茜萍

指导老师：袁静 徐贞 李梦怡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26. 作品名称：树生绿涌

参赛作者：黄锶仪

指导老师：张磊 王嘉伟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7. 作品名称：蝶死梦生——汽车客运站课程设计

参赛作者：马诚遥

指导老师：张磊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8. 作品名称：虚实之间——光影语言研究背景下的校园综合体

设计

参赛作者：崔英琦

指导老师：张哲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9. 作品名称：蓝色 共生--滨海山地石头厝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参赛作者：卢艺灵 陈帅 彭萌琦

指导老师：雷祖康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0. 作品名称：永恒之森——基于后疫情时代新型人居环境建筑

设计

参赛作者：由良山 冯强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31. 作品名称：曲水流“商”，古镇新“颜”——更新·重生·绽

放

参赛作者：刘伟淇 李诗娟 吴圭生 谢象领

指导老师：周博 陈晓刚

参赛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32. 作品名称：基于矛盾性与复杂性的商业公园设计——以石家

庄市民生路与建设南大街交口商业街设计为例

参赛作者：武林杰 刘佳

指导老师：刘瑞杰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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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作品名称：老年养护院-NPC后期特色化疗养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裴婕

指导老师：赵艺阳 戴煜轩

参赛院校：西安培华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34. 作品名称：木舟——东湖公园酒店设计

参赛作者：周临风

指导老师：陈岚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35. 作品名称：迁与迁寻——活力28旧工业遗产再利用设计 历

史时感中的控诉矛盾与寻找希望

参赛作者：袁亮

指导老师：彭蓉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36. 作品名称：垂直邻里——基于海绵城市的居住区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孟东漫 付浩然

指导老师：王军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7. 作品名称：漩涡

参赛作者：陈文清 蔡腾 李鹏

指导老师：张娅薇 彭韬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38. 作品名称：Infinite Possibilities

参赛作者：李旭阳

指导老师：袁静 相虹艳 李梦怡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39. 作品名称：碑林城市建筑研究——书院门商业重组

参赛作者：陈玉珂 崔欣然

指导老师：苏静 王璐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40. 作品名称：ZEUS PLAN

参赛作者：徐兴钰 郭鑫梅

指导老师：朱海昆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41. 作品名称：垂直森林——基于气候与环境的旅馆建筑设计

参赛作者：许珂

指导老师：曾艺君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42. 作品名称：还给市民的路径空间——社区图书馆设计

参赛作者：杨畅

指导老师：张瑞霞

参赛院校：燕京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43. 作品名称：“扬帆起航”——高层综合楼设计

参赛作者：王茜

指导老师：石谦飞

参赛院校：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44. 作品名称：穿竹幽居——独立住宅设计

参赛作者：姜竹文

指导老师：张哲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5. 作品名称：共享共生——后疫情时代下的社区生活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陈曙琪

指导老师：李坤明

参赛院校：河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46. 作品名称：《归隐》——东湖度假酒店方案设计

参赛作者：梁洪瑜

指导老师：陈岚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47. 作品名称：行•耘•流•传—莒州村青少年创新实践教育基地设

计

参赛作者：李逸馨 苏亦欣 林如玥

指导老师：杨丽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48. 作品名称：地上·地下·城市中继——参数化公园综合体地

标建构

参赛作者：李君昊

指导老师：徐皓 杨健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9. 作品名称：高山·流水

参赛作者：曹鑫磊 谢磊

指导老师：何国青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0. 作品名称：遇见——对于城市滨水景观参与性的再思考

参赛作者：黄浩淼

指导老师：王杰思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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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作品名称：旅馆设计——远方的家

参赛作者：赵梓圳

指导老师：许娟 鲁子良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52. 作品名称：望水之栖 气候·环境——旅馆建筑方案设计

参赛作者：李彬玥 李岚晰 林霖 王露瑶

指导老师：陈岚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53. 作品名称：邂逅

参赛作者：周心悦

指导老师：严晶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54. 作品名称：《Green·生态之家》

参赛作者：李周南

指导老师：袁静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55. 作品名称：忭跃之间 逐趣自然——幼儿园设计

参赛作者：苏莹宜 罗晓慧

指导老师：赵建华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56. 作品名称：The conduit

参赛作者：徐蒙娜 康杰

指导老师：陈星星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57. 作品名称：重构园林 进院

参赛作者：吴永涛 何瑷钰

指导老师：王军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8. 作品名称：桥起桥落

参赛作者：谢金汐

指导老师：曾艺君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59. 作品名称：元气流动——幼儿园

参赛作者：黄泳儿 郭茵仪

指导老师：赵建华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60. 作品名称：光·流

参赛作者：冯源

指导老师：席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61. 作品名称：之间——六班幼儿园设计

参赛作者：刘子晔 张业成

指导老师：胡慧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2. 作品名称：伞林

参赛作者：秦晓蓉

指导老师：陈星星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63. 作品名称：时空震荡-唤醒百年土楼

参赛作者：张廷辉

指导老师：陈虹羽

参赛院校：昆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64. 作品名称：乘风回舫——基于皖南民居与文旅建筑绿色更新

的太平湖游客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秦齐 刘子晔

指导老师：宋敏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5. 作品名称：山丘·居住区设计

参赛作者：付钰萱 郭小蓉

指导老师：徐贞 袁静 李梦怡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66. 作品名称：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闫金鹏

指导老师：毕小芳

参赛院校：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67. 作品名称：百善镇文体活动中心

参赛作者：黄锐展

指导老师：俞天琦

参赛院校：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8. 作品名称：忆汉 汉代博物馆

参赛作者：张欣雨

指导老师：闫冬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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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作品名称：交错空间·模糊边界·自然延伸

参赛作者：王博岩

指导老师：彭蓉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70. 作品名称：城市林境

参赛作者：陈悫 吕昆元 陈坤营 蒋涛 刘治伸

指导老师：陈岚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71. 作品名称：观•演•流动—方峪村戏台及五圣堂部分改造 古村

改造推动经济促进发展

参赛作者：陈天舒

指导老师：石媛媛

参赛院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72. 作品名称：生活胶卷

参赛作者：余海跃 黄锐展

指导老师：徐宗武

参赛院校：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3. 作品名称：Wander——校园小型综合服务体设计

参赛作者：高佳慧

指导老师：乐志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4.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的建筑思考 ——新陈代谢社区

参赛作者：刘宇恒 张嘉源 訾小勍 孙斌 郭晗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75. 作品名称：垂直·共享校园

参赛作者：黄莎淇

指导老师：黄能朗

参赛院校：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76. 作品名称：保护——光影主题下的第二住宅设计

参赛作者：吴东辰 吴语婧 季蕴莹 张垲雪

指导老师：程云杉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7. 作品名称：燕归来渡——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李雪岩

指导老师：莫文竞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78. 作品名称：竹溪园

参赛作者：朱琳

指导老师：王丹丹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79. 作品名称：霍比特公寓——超级单元

参赛作者：薛鑫 衡毅力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80. 作品名称：峰回路转—四川省成都市西岭雪山游客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白卓凡 宣乐 李智函 刘永霞

指导老师：田永刚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81. 作品名称：Molecular library

参赛作者：李思瑶 高林维

指导老师：郭俊明 冯博

参赛院校：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82. 作品名称：走街·串巷——武汉江岸区铁路文化宫片以生活

街区为主导的城市内部自我激活

参赛作者：杜晓晗

指导老师：刘凌云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83. 作品名称：化文以景，木艺新生

参赛作者：李振宇

指导老师：李晓峰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4. 作品名称：Curve&Hole 大学生活动中心

参赛作者：曹迪

指导老师：徐贞 马晓鸣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85. 作品名称：探索之塔：熄灭“江城火炉” | Probing Up and

Down: Extinguish Scorching Lake City

参赛作者：严诤谦 张卓

指导老师：毕光建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86. 作品名称：城市假日酒店建筑方案设计

参赛作者：龚莫勇

指导老师：英姿

参赛院校：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第十二届园冶杯国际竞赛

12TH YUANYE AWA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66

87. 作品名称：Serendipity

参赛作者：张佳颖

指导老师：侯超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88. 作品名称：“继承与重构”——北广济街菜市场及社区综合

体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宋宣志 金蕴莎 姚晓剑 李思恒

指导老师：金焱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9. 作品名称：大会展展——滨海环岛新城激活计划

参赛作者：罗方烨 郑铭铭

指导老师：吴晓东

参赛院校：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90. 作品名称：重岳

参赛作者：金泓杉 淦理翔 辛秋霞 梁洪瑜 罗蕴颖

指导老师：曾艺君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建筑系

91. 作品名称：山境-书画院

参赛作者：罗功铭 苏玉艳 顾洪华

指导老师：黄能朗

参赛院校：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92. 作品名称：山水之间—汉藏文化生活圈市场创新设计

参赛作者：苏万溶

指导老师：傅红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93. 作品名称：“榕树”-威海刘公岛影剧院设计

参赛作者：王璟

指导老师：张大庆

参赛院校：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94. 作品名称：城市“方”心 — 昆明市新迎菜市场设计

参赛作者：崔鸣轩 和炳凤

指导老师：姚青石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95. 作品名称：挑战边界——非线性空间序列的新型高校健康中

心设计

参赛作者：周文迪 冯诚昊

指导老师：彭鹏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96. 作品名称：深圳当代艺术馆建筑设计方案

参赛作者：周长威

指导老师：银晓琼 左悦

参赛院校：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97. 作品名称：摩卡印象--多层住宅设计

参赛作者：张田欣

指导老师：李沅芳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98. 作品名称：重“悦”之旅——信息时代，让高校图书馆重返

阅读

参赛作者：邹诗琪

指导老师：朱国庆 刘显成 陈星星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99. 作品名称：“共生”——美术馆+浴场

参赛作者：蔡定夏 陈航星

指导老师：辛善超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

100. 作品名称：乐活·街区

参赛作者：李青璞 董会敏 剧涵凝 宋子荷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1. 作品名称：巨链：校园新地标 | Meagchain: Campus

High-rise

参赛作者：张卓

指导老师：郑静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三）城乡规划类

1. 作品名称：遗·产双生-洛阳市唐宫市场地段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宋佳程 王程栋

指导老师：付胜刚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归巢——青年工作居住一体化社区设计

参赛作者：李湘雨 柯盈盈 阙艳秋 赵越 井鑫鑫

指导老师：于淼 顿明明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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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沧浪行——后疫情时代下基于“防-适-用”响应

机制的居住区规划

参赛作者：张业成 古尤龙 卢佳欣

指导老师：王琳 徐震 白艳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承古焕新，悦读管城——非遗传承视角下的郑州

管城文庙片区设计

参赛作者：彭冬雨 张亚楠

指导老师：刘晨宇

参赛院校：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赛博格家园——江南水泥厂及周边改造与更新设

计

参赛作者：冯雨婷 王苗清

指导老师：方程 李岚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 作品名称：肇新窑业旧址工业遗产保护概念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李欣哲 李美慧 吴楠

指导老师：马青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7. 作品名称：颐银龄·忆红钢 ——基于老年友好理念的武汉市

青山区生活圈设计

参赛作者：马筝悦 李睿思

指导老师：王江萍 蒲向军 刘云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8. 作品名称：承古纳新，开通共睦

参赛作者：谢超 杨家婷

指导老师：何皙健

参赛院校：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9. 作品名称：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乒乓球馆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叶媛 张新新

指导老师：杨伟伟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城市与土木工程学院

10. 作品名称：古城·遗风——基于触媒理论的太原市徐沟镇核

心区历史保护与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韦虎 梁露馨

指导老师：王大伟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金陵科技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11. 作品名称：出入相友 城乡复睦——基于群际接触理论的城乡

结合部更新营造

参赛作者：吴限 周倩岚

指导老师：王峰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2. 作品名称：城·村·校——东湖新生

参赛作者：魏大旭 朱正涛 梁婉婷 张梦超

指导老师：程伟 王润珏

参赛院校：湖北文理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3. 作品名称：别涝了——基于海绵城市理念指导下的武汉市洪

山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蔡浪军 汤齐 刘俊哲 郭梦

指导老师：张城芳 徐亚琪 张力文

参赛院校：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4. 作品名称：寻觅与遇见

参赛作者：蔡巧婷

指导老师：高东东

参赛院校：福州工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5. 作品名称：治愈·重生

参赛作者：闫琳宇 张昊洋

指导老师：叶敏

参赛院校：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美术设计学院

16. 作品名称：老城新话--传承·融合·新生

参赛作者：于明鑫 胡晓玥

指导老师：王凤贤 马宁

参赛院校：烟台大学建筑学院

17. 作品名称：百亩山田

参赛作者：高鹏飞 王朝阳

指导老师：鞠超

参赛院校：长春人文学院艺术学院

18. 作品名称：小径红稀，芳郊绿遍

参赛作者：何惠姿 凌紫缘

指导老师：唐程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9. 作品名称：渔舟唱晚

参赛作者：任重达 尹春晓 汪晓玲

指导老师：马克辛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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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作品名称：“再生与激活”南京江宁主城中心区旧城改造—

—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梁露馨 唐勇

指导老师：王大伟 吴琅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1. 作品名称：锦水串珠——成都市猛追湾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潘圆月 孔垂锦

指导老师：陈桔 梁峻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2. 作品名称：织·枝——“交互性”视角下的城市居住区规划

参赛作者：冯碧莹 丁瑢澜 沈娇瑶

指导老师：王琳 白艳 曹海婴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3. 作品名称：寒武之窗，拾趣啰哩——帽天山世界遗产地缓冲

区啰哩山村详细规划

参赛作者：王磊 刘俊铖 鲁无忌 李彦碧

指导老师：车震宇 陈倩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4. 作品名称：织江衔园，活力马场

参赛作者：李俊霖 纪艺琦 梁桓潇 简颖诗

指导老师：黄健文 周祥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25. 作品名称：原点复兴 · 慢城生长——广州白鹅潭—花地湾

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王海欣 魏羽欣 霍绮榕 李浩宜

指导老师：赵建华 陈思颖 王婷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26. 作品名称：方寸校园·疫后重塑 ---- 基于疫情常态化下校

园公共空间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李玉闯 张丽娟 陈芸英 梁佳美

指导老师：高鹏 郭芳华

参赛院校：安阳工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27. 作品名称：山水林泉 诗画汤山

参赛作者：朱佳依 杨珠美

指导老师：方程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8. 作品名称：山水沁城——贵州六盘水人民广场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蒋科润 简成 陈艺杰 罗凤叶 陈佳婷

指导老师：杨尊尊 卢曌

参赛院校：六盘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29. 作品名称：山峦城生·连绵城事——六盘水三线职工养老社

区适老化改造

参赛作者：简成 陈艺杰 陈军 蒋科润

指导老师：杨尊尊 卢曌

参赛院校：六盘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30. 作品名称：西关孕古韵 荔湾谱新曲——基于UA理论的广州

泮塘五约街区城市更新再生设计

参赛作者：戴宜顺 黄文亮

指导老师：宣蔚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1. 作品名称：寻药·传脉——“公园+”理念模式下的医药文化

主题公园规划

参赛作者：张家颖 王妍文 秦一萌 穆柏卉 张鸽

指导老师：刘勇 王磊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建工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西安工业

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2. 作品名称：“三生融新·生生不息”——基于三生理论的皂

河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童 禹华敏 唐季鹏 赵灿

指导老师：刘勇 王磊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3. 作品名称：“陪伴·成长·寓教”——基于儿童行为心理学

理念的儿童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陈亮 丁一凡 杞永洁 白浩栋 胡倩

指导老师：王磊 刘勇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建工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西安工业

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4. 作品名称：“共建·共享”地摊经济驱动下的城市街道空间

活力设计

参赛作者：刘峰 董梦瑶 康琦 马腾 陈宗杨

指导老师：张斌 王光奎 董伟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

35. 作品名称：星际迷航——绵阳市经开区星球主题广场设计

参赛作者：姜星雨 罗亚

指导老师：罗小娇 伍志凌

参赛院校：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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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作品名称：基于视觉元素的城市文化场所营造——以南浦大

桥326、327 地块为例

参赛作者：姚可鑫

指导老师：庄葳

参赛院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城建学院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

学院

37. 作品名称：《憩绿——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居住区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陈钰

指导老师：段芳 刘诗瑶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38. 作品名称：山水链城

参赛作者：龚文 何佳俊 陈俊明 张羽飞

指导老师：许皓

参赛院校：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39. 作品名称：“廊梭于市”——血管置入法活化老城集市型社

区

参赛作者：卢芷莹 明源渊 区丹林 金莉娜 庄薪宇

指导老师：宋敏 黎启国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0. 作品名称：《ECOLOGICAL•RESIDENCE•城涧•居安•城

市广场设计》

参赛作者：张诺洁 田辰月

指导老师：刘诗瑶 段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41. 作品名称：归去来兮——基于打造生态文明下的滨水景观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海彬 张小碟 范佳

指导老师：郑兆龙

参赛院校：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42. 作品名称：古道自迢迢——基于城市针灸理论的历史地段更

新设计

参赛作者：江鑫源 王雅琪

指导老师：温晓英

参赛院校：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43. 作品名称：自由生长·无序之序

参赛作者：张珊珊 黄敏灵

指导老师：周敏 文晓斐 温军

参赛院校：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44. 作品名称：穿城引居——基于“缝合”理论的居住区规划设

计

参赛作者：刘纹君 刘婷 曾丽如

指导老师：白艳 王琳 曹海婴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5. 作品名称：以音融坊，城乐共生

参赛作者：黄如栩 段晗薇

指导老师：周敏 文晓斐 温军

参赛院校：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46. 作品名称：古今共生·以文化城 基于共生理念下的洛阳唐宫

市场地段更新与设计

参赛作者：杨逸飞 曾红平

指导老师：付胜刚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47. 作品名称：梦呓乡语——地域文化下的“老家”民俗文化村

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成欣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8. 作品名称：乐·活——基于“城市针灸”对邯郸老城区某区

域的激活改造

参赛作者：周悦 赵灵丽 郭佳若

指导老师：霍海鹰 张昱朔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9. 作品名称：与水共生-海口海甸河的滨水规划

参赛作者：杨嘉茜

指导老师：杨镅

参赛院校：海南大学国际旅游学院

50. 作品名称：文载古今·墨香三江——文化复育目的导向下的

阳湖地段修建性详细规划

参赛作者：张瑞彭 霍俊伟 钟奕瑶 苏昌权

指导老师：王琳 王方 侯君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1. 作品名称：基于智化城市理论的栖霞港池城市更新

参赛作者：顾月影 王锋

指导老师：李岚 方程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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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作品名称：金陵首邑，江北智城

参赛作者：刘润函 时欣玮

指导老师：方程 李岚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3. 作品名称：多元人格的类聚与共生——基于九型人格理论的

住区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雯龙

指导老师：田伟丽 张宸铭

参赛院校：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54. 作品名称：融容与共 破界而生

参赛作者：徐迪 贾文轩 陆韵如

指导老师：刘伟 方程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5. 作品名称：雨河共影——生态雨洪管理下运城官道河水系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张曼琳 仵悦曦 魏淑娟 陈雅楠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6. 作品名称：书香叠影，融学于园--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大学校

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孙雪 曲珂

指导老师：李蕊

参赛院校：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57. 作品名称：WE享旗居

参赛作者：唐玉莹 李夕林 魏慧娴 谭紫苹 钱雨嫣

指导老师：付而康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8. 作品名称：基于弹性理念的后疫情时代城市公园独处空间设

计——以合肥市银河公园为例

参赛作者：刘婷 胡琬怡 郭小玲 陆晓珂

指导老师：侯君 顾大治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9. 作品名称：三生厵

参赛作者：谢守红 夏雨薇 孔维键 李情诗 姜宇馨

指导老师：李昕韵 吕兵洋 朱春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0. 作品名称：漫游焕活，向绿新生——无锡乡镇企业博物馆地

段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崔晨奕 曹佳仪

指导老师：李岚 方程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1. 作品名称：全龄沉浸·智慧家园

参赛作者：霍新昌 陆倩茹

指导老师：徐涛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62. 作品名称：影溯西河，智链生活——基于场所记忆视角下的

福州市新西河片区电影厂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陈柯颖 尤文欣 陈萌霞 郑灵怡

指导老师：缪建平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63. 作品名称：菇棚小舍—基于北方传统生产模式下的大棚与民

宿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牛馨然 孟雪怡 高智欢 张玲珑

指导老师：耿舒畅

参赛院校：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64. 作品名称：智交智忆，老城新生

参赛作者：吕林冰 王旭焱 张璇 汤鄂南 廖雨露

指导老师：陈铭 徐涛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65. 作品名称：当潮不让——郑州市城隍庙、文庙片区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王辰昊 张洁

指导老师：刘晨宇

参赛院校：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66. 作品名称：生长之河，无界之道

参赛作者：蔡舒怡 李富瑶

指导老师：张沛 陈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67. 作品名称：“叶脉新生”―—文化复兴视角下黄山市阳湖地

段修建性详细规划

参赛作者：方欣然 杨谊康 田韬 邓云洁

指导老师：侯君 王琳 王方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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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作品名称：新城与古会的超时空同居——基于共生理论的祭

城“智”理计划

参赛作者：周嘉涛 张雯龙

指导老师：张红 徐秋实

参赛院校：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69. 作品名称：易行活城 韵律重生

参赛作者：高林维 李思瑶 李思瑶

指导老师：曾群华

参赛院校：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70. 作品名称：城·廊

参赛作者：管诗雨 李泓媛 李香雪

指导老师：肖海 张凌青 董翔宇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71. 作品名称：停留

参赛作者：毛若鑫

指导老师：高东东

参赛院校：福州工商学院艺术设计系

72. 作品名称：天接文旅·城市客厅——包头赛汗塔拉城中草原

友谊大街地段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李倩 袁梅

指导老师：尤涛 芦旭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73. 作品名称：自在一觉——面向人地关系重构的树木园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邓云心 刘彤 杨志宏 罗绮琳 陈妃薇

指导老师：佘美萱 林蔚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74. 作品名称：新核·心合——“城市人”理论下的武汉江汉路

历史街区居住区设计

参赛作者：赵晓雪 孙瀛 常译丹

指导老师：李军 徐轩轩 赵涛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四）环境艺术（室内设计）类

1. 作品名称：京食京味——新京式菜

参赛作者：吴亚倩

指导老师：胡海晓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1”＋N——共享概念餐厅设计

参赛作者：元文卓 唐安楠 陈锐

指导老师：金焱 薄云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we+——联合办公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李河蓉 李长松 叶青 徐菁菁 肖莲红

指导老师：高小勇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4. 作品名称：僖山雅苑——云南喜洲白族民居适应性改造

参赛作者：陈琦瑛

指导老师：杨吟兵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5. 作品名称：《沐秋—原舍》家居空间室内设计

参赛作者：童星瑜

指导老师：潘家宽

参赛院校：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6. 作品名称：室内空间设计《精灵大陆》《泉水叮咚》

参赛作者：严敬松 谭友德

指导老师：黎鹏展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7. 作品名称：Explore Uncharted Space

参赛作者：黄宁 张立宏

指导老师：高成琳

参赛院校：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8. 作品名称：银杏和脊椎——社区医疗服务站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何冰语

指导老师：徐晶

参赛院校：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亦蓝——CHANEL品牌概念店设计

参赛作者：周丹敏

指导老师：朱依蕊

参赛院校：广东培正学院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时代记忆》——后疫情时代餐饮空间思考

参赛作者：林烨 刘秩萌

指导老师：王薇

参赛院校：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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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品名称：乡村振兴下的乡旅文化探索——竹木山居民宿

参赛作者：田琳

指导老师：雷施宇

参赛院校：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2. 作品名称：归属.自然——办公的诗意生活

参赛作者：白玉婷

指导老师：阳雪姣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计算机应用系

13. 作品名称：造浪·无界酒店——智造文化生态交融

参赛作者：金津

指导老师：潘家宽 潘苏水

参赛院校：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14. 作品名称：未来 室内设计

参赛作者：李静汶

指导老师：张光

参赛院校：沈阳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5. 作品名称：木光森林——慢设计主题快捷酒店室内设计

参赛作者：陈彦祺 倪昊睿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6. 作品名称：课程设计-餐饮设计“香榭台”

参赛作者：钱洁欣

指导老师：胡海晓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7. 作品名称：中庸党建工作室设计

参赛作者：侯智铧 李淳昱 张云麒 狄知非 张家豪

指导老师：何曼婷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18. 作品名称：“共生”文创书店

参赛作者：林子亮 柳文杰 张志健

指导老师：姜程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9. 作品名称：皖餐厅

参赛作者：李媛媛

指导老师：胡海晓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0. 作品名称：衣尚敦煌—壁画服饰文化主题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成丹 唐安楠 邹睿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1. 作品名称：皖风茶餐厅

参赛作者：吴山丹

指导老师：詹学军

参赛院校：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2. 作品名称：战争与和平—纪念馆室内展览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王琦 陈锐 项国民 陈虹螓

指导老师：金焱 蔺宝钢 张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艺

术学院

23. 作品名称：古城再生——陈家岭古村落建筑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陆燕

指导老师：张慧慧

参赛院校：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24. 作品名称：觅巷——老成都特色餐饮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秦鸿源 王颖

指导老师：余毅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25. 作品名称：逐光而行——基于《后疫情时代》的室内公共空

间设计

参赛作者：刘甲政

指导老师：周爽

参赛院校：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26. 作品名称：肆意在自然之中

参赛作者：陶静谊

指导老师：刘雁之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7. 作品名称：《户枢——办公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李长松 张东方 晏龙龙 李河蓉 贾丁浩

指导老师：高小勇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28. 作品名称：禅茗院——茶艺厅餐饮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李畅 祝赟泽 赵兵权 袁涛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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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作品名称：故里苗乡

参赛作者：龙艳

指导老师：胡海晓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0. 作品名称：APE传媒文化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季泓葭

指导老师：张慧慧

参赛院校：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五）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类

1. 作品名称：桥下烟火

参赛作者：邹煜茹 朱元依

指导老师：甘伟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作品名称：堤上行_大运河水文化活化转型-以富义仓为例

参赛作者：李圣可 金澄澄 徐峥 任伊 戴蕊

指导老师：黄晓菲

参赛院校：中国美术学院国际联合学院

3. 作品名称：基于当代环境问题引发的关于建设月球基地的规

划设想

参赛作者：谷灿

指导老师：邱婷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4. 作品名称：抚顺西露天矿场城市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一凡 陈佳妮 李润奇 蒋骄龙 文新宇

指导老师：孙文婧

参赛院校：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5. 作品名称：衍生——共生

参赛作者：孙泓钰 牛梦轩 彭徐同 徐瑞阳 宣乐

指导老师：于瀚洋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昨日今夕

参赛作者：徐昊

指导老师：刘健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7. 作品名称：水乡重塑

参赛作者：赵若愚 吴柳红 秦鸿源

指导老师：余毅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巴仁镇胡杨自然遗产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刘思源 胡映嘉 文问

指导老师：祝遵凌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邻里的温度：唤醒·焕新——“下马陵-东仓门-

马厂子”线性街巷空间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周熙智 胡泳茵 陶静谊 单琴琴 席浩铭

指导老师：刘子轩 张文婷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0. 作品名称：“石”起

参赛作者：吴茜

指导老师：杨鹏

参赛院校：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时空转轴——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老旧社区街道

空间织补与活化

参赛作者：王子余 张倩 董美静 龚殊 韩文浩

指导老师：张哲 莫妮娜 衡寒宵

参赛院校：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12. 作品名称：锦绣盛京——旧城更新背景下沈阳市沈阳路街巷

重组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谢玉伟

指导老师：郑连莲

参赛院校：沈阳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3. 作品名称：“拾遗新生 记忆反哺——基于传统里分模式的公

共空间研究”

参赛作者：柯乐 陈清 崔茹兰 黄树强 曾煜

指导老师：章倩砺

参赛院校：湖北大学艺术学院

14. 作品名称：西安吉祥村地铁概念入口设计

参赛作者：赵纹君

指导老师：陈博

参赛院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5. 作品名称：魔方广场——基于为老年人群提供更多休闲空间

的创新设计

参赛作者：隋欣韦

指导老师：邬旭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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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作品名称：爱情公园

参赛作者：韦景怡

指导老师：韦景怡

参赛院校：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7. 作品名称：城·池-基于历史文脉的洛阳丽景门景观更新策略

研究

参赛作者：李慧娜

指导老师：陈波 韦宇航

参赛院校：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

18. 作品名称：初醒·生态知觉---泰兴公园改造

参赛作者：刘思璐 仝际晖 王青健 朱慧敏 林美君

指导老师：熊翠

参赛院校：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19. 作品名称：方垣

参赛作者：姜宇馨 李情诗 肖雅文 彭重

指导老师：张垭欧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0. 作品名称：“失落”空间--郑州市建设西路高架桥桥下空间

改造

参赛作者：赵世阌

指导老师：李莉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1. 作品名称：《“云上巴蜀”——人景交互下的天府新区景观

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兰皓钰

指导老师：马强

参赛院校：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2. 作品名称：平凡而伟大——城市生态博物馆设计

参赛作者：聂子宸 曲慧昕 张译丹 周炳权

指导老师：耿舒畅 孙巍

参赛院校：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23. 作品名称：崇州市大坪村森林康养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陈嘉星 杜今朝 曾浚芸 王梦瑶

指导老师：易守理 胡荻

参赛院校：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24. 作品名称：城市经络

参赛作者：王佳一 单莺 张思瑶 尹紫东 张聪

指导老师：孙贝 赵玮 王今琪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5. 作品名称：和光同尘“核”你同行—适老性工人社区运动场

地改造

参赛作者：郑天祥

指导老师：刘娜

参赛院校：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6. 作品名称：勒智贝益

参赛作者：李语桐 刘雨晴 张静

指导老师：杨希

参赛院校：沈阳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7. 作品名称：《山林故里，远游之乡—基于山地地形下的红色

公园改造》

参赛作者：曹阳

指导老师：林建桃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8. 作品名称：拾光景行——静安公园景观规划改造

参赛作者：余岱颖 徐晨阳 陆怿婷

指导老师：蔡燕婕

参赛院校：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29. 作品名称：OASIS

参赛作者：李思敏 潘佳仪 刘诗瑶 李金洋

指导老师：孙贝 王今琪 赵玮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30. 作品名称：The Wonderland——值得信赖的童趣社区

参赛作者：汪俏言 吴静南 龚禹萌 崔一 曹爽

指导老师：孙贝 赵玮 王今琪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31. 作品名称：光纤传输传输主题展览馆

参赛作者：朱浩文

指导老师：刘旭

参赛院校：沈阳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32. 作品名称：沽水湛蓝山湛清——山地环境下摩梭民俗文化公

园拟生态景观格局营建

参赛作者：左勇亮

指导老师：李平毅

参赛院校：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33. 作品名称：最后一公里

参赛作者：刘子渝 排洪斌

指导老师：闭悦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光荣册

HONOR ROLLS

75

34. 作品名称：山海有情，教育无界——全龄型友好街道的实验

性重构

参赛作者：陈彦祺 栾婷 沈芳

指导老师：王葆华 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5. 作品名称：坡笋—解构主义下的乡村振兴景观

参赛作者：王江波

指导老师：杨潇涵

参赛院校：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36. 作品名称：“覆土而生”——基于生态化及健康人居体验的

自然科学博物馆园区设计

参赛作者：刘丙冲

指导老师：邱婷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7. 作品名称：熠熠生“灰”——利用珊瑚白化空窗期韧性修复

珊瑚礁生态多样性

参赛作者：刘相佚 周宇

指导老师：胡幸

参赛院校：四川旅游学院艺术学院

38. 作品名称：大题小做——城市历史街道景观的保护与提升

参赛作者：陈恺琳 邵婉婷 夏雪怡 崔璐莹

指导老师：李慧敏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9. 作品名称：随遇而安的栖与留——促进社区情感培育的庭院

式道路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郝媛媛 杨国梅 阳杨 何小飞 段利

指导老师：易守理

参赛院校：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40. 作品名称：印迹乡村

参赛作者：张旭冉

指导老师：许亮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41. 作品名称：转绎重生-“乡村四小园”特色小生态板块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赵伽 岳凯雯 李殊伊 丁楠

指导老师：晋喜

参赛院校：银川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42. 作品名称：“童画”——聚湖学前教育培训中心幼儿园

参赛作者：徐思萌

指导老师：王堞凡

参赛院校：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43. 作品名称：营盘记忆——留在记忆深处的公园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曾琴

指导老师：邓婷尹

参赛院校：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44. 作品名称：“交”相辉映，万语“迁”言——以西迁精神为

主题的校园景观改造（相辉林）

参赛作者：易莉

指导老师：蒋维乐

参赛院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艺术系

45. 作品名称：基于历史生活街区人群互动策略的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万雨喧 谭晓捷 高彩琴

指导老师：李慧敏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6. 作品名称：the dog paradise

参赛作者：邢强 谢佳泷 杨栩

指导老师：王鹤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47. 作品名称：书乡——广州市花都区港头村文化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朱思悦 林汐蕾 黄可慧

指导老师：袁园

参赛院校：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48. 作品名称：诺亚方舟--通过建造海潮堤屏障应对全球气候

参赛作者：梁籽扬 彭昂 陈勇

指导老师：胡幸

参赛院校：四川旅游学院艺术学院

49. 作品名称：梦泽飞鹭——生态理念下城市休闲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张明哲

指导老师：张轶

参赛院校：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50. 作品名称：摩梭印象——民俗文化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刘琳

指导老师：李莲

参赛院校：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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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作品名称：涌动—青少年生态公园

参赛作者：陈彦儒

指导老师：李君

参赛院校：湖北工程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52. 作品名称：格物·格律——山陕会馆公共空间艺术设计

参赛作者：高团结 陈彦祺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3. 作品名称：浮游记忆——宣城市静湖公园入口再设计

参赛作者：杨丽

指导老师：徐伟

参赛院校：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54. 作品名称：岛恋——广场绿色生态改造

参赛作者：温葭允 赵连杰

指导老师：尹江苏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55. 作品名称：栖园

参赛作者：刘梦涛

指导老师：郭云帅

参赛院校：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艺术学院

56. 作品名称：度植——因地制宜的药用、有毒植物科普公园

参赛作者：代凌璐

指导老师：李平毅

参赛院校：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57. 作品名称：优碳共生社区模式——以北京胡家园社区改造为

例

参赛作者：田麟逸 陈沙桐 崔曼筠 罗方威 任依雯

指导老师：孙贝 王今琪 赵玮

参赛院校：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58. 作品名称：《竹韵》旅游养老型民宿

参赛作者：唐浩宇

指导老师：雷施宇

参赛院校：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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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主题竞赛奖

一等奖

（一）未来城市与绿色基础设施类

1. 作品名称：纳用释——传统圩垸智慧在海南文昌市风暴潮应

对语境下的转译

参赛作者：张博超

指导老师：庞颖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The future city is constantly changing——上

海市未来城市交通出行系统设计

参赛作者：张艺 王曼 刘佳 赵丹 霍琳钰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二）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与健康城市类

1. 作品名称：下班了！打工仔！！

参赛作者：杨史前 谢守红 杨雅馨 夏雨薇 李情诗

指导老师：吕兵洋 李昕韵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颐年计划——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友好社区改

造设计

参赛作者：张健

指导老师：王江萍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三）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类

1. 作品名称：星星“治”火——亚马逊森林火灾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詹思羽 祁琪 张玉叶 张博文

指导老师：张蔚萍 曹宁 王伟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活化城市“灰色”地带—哈达湾老工业区弹性再

生设计

参赛作者：祁琪 张博文 张玉叶 詹思羽

指导老师：王伟 张蔚萍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艺

术学院

3. 作品名称：转释·新生 双碳背景下的城市线性森林构建 武

九铁路北环线（废弃铁路）改造

参赛作者：林歆雅 徐涵 王泽伦 杨新荣 张矩

指导老师：董建文 周彤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湖北

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

景园林艺术学院 信阳农林学院规划与设计学院

（四）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类

1. 作品名称：智活乡囿---松阳古镇的租赁花园设计

参赛作者：杨亦开 王跃 王则琦 李镇年 靳丹阳

指导老师：廖凌云 任维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 作品名称：相村焕景·寻河入里——基因传承视角下的韩城

相里堡历史地段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璇 齐雨萌

指导老师：李小龙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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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筑与环境类

1. 作品名称：隐壑——辋川军工厂景观建筑更新

参赛作者：刘思祎 孙权林

指导老师：徐红蕾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

（六）环境艺术与未来生活类

1. 作品名称：The Dying Cemetery 消逝的墓地

参赛作者：钱煜阳

指导老师：王俊磊

参赛院校：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二等奖

（一）未来城市与绿色基础设施类

1. 作品名称：以游牧之线缝沙尘之痕——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

荒漠化修复策略

参赛作者：焦姣泽 王一祎 李菁菁 邹仕晗 张希颖

指导老师：杨冬冬 张秦英 张春彦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弹性路权AUTOMATIC：street——后无人驾驶

时代城市街道空间重构

参赛作者：李畅 高凯凡 袁涛 贺舒雅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一曲秦汉诗，翠色满长安—西安市秦汉遗址文化

廊道构建设计

参赛作者：王蒙蒙 周雅维 李浩南

指导老师：张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海蓝时见鲸——北大西洋露脊鲸栖息地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贺歆雅

指导老师：刘磊

参赛院校：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二）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与健康城市类

1. 作品名称：忘路之远近——基于情感修复下的高压街区健康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孟通通 张琴 杨史前 付雨洁 李宗晟

指导老师：吕兵洋 闫晓俊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时空展廊，记忆水岸

参赛作者：张嘎尘 刘婧方 徐莹 王真真 董祎瑶

指导老师：孙婷 吕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时间.空间——分时共享背景下社区街道慢行系统

微更新

参赛作者：陈瑾萱 孟媛 韦丽雯 刘啸 王艺颖

指导老师：吕小辉 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智云康城—社区营造视角下北院门社区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王雅宁 陈安宁

指导老师：余侃华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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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智慧·开放·共享 基于多元数据的北京市石景山

区首钢老旧社区精准改造

参赛作者：王子祥 任子贤 许添威

指导老师：席素亭 王振报 贾丽霞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三）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类

1. 作品名称：出逃黄金热—亚诺玛米生态淘金及人居环境构筑

策略（Yanomami-Gold or Home?）

参赛作者：张思群 郑璇颖 何健翔 詹芳芷 余桂林

指导老师：周维乐 刘志成 许先升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海南大学林学院 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北京林业大

学园林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 作品名称：焕活新生——资源枯竭型矿区景观修复与更新设

计

参赛作者：曹亚倩 牛艳芳 何蒙蒙 李智函 徐继鑫

指导老师：梁锐 王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

林与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

学院

3. 作品名称：工作细胞

参赛作者：杨凯 石佳

指导老师：许娟 鲁子良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筑故巢，迎鹤归

参赛作者：昌茂松 马英迪 李昕远 田璐璐 王瑞

指导老师：吕小辉 娄钢 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

景园林艺术学院

5. 作品名称：一曲东关，百景欣然——基于场所营造的古运河

历史地段修补与改造

参赛作者：唐伟博 郭子微 范瑞瑞 魏琳睿 钟琪

指导老师：田达睿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杠杆的力量——基于“土地公平”理念下的城市

公共开放空间激活计划

参赛作者：石淞 莘芷桦 王惠聪 周婧燕

指导老师：李文 张俊玲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场域激活——重庆江津大溪河流域更新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蒋帅

指导老师：米满宁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和平救赎——难民接收国隔离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唐安楠 梁嘉琳 米一恒 元文卓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塔拉上的牧歌——呼伦贝尔草原生产性景观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韦丽雯 刘啸 刘晓科 陈瑾萱 孟媛

指导老师：吕小辉 杨建虎 刘晨晨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四）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类

1. 作品名称：木伞——三兆村村民文化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王亚超 钱昱彬 刘彬 张树琛

指导老师：段德罡 谢启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

2. 作品名称：扑进画框

参赛作者：邹佳函 谢潇 陈雨婷

指导老师：王炎松 庞辉 武静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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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归燕识故巢”--邻避设施下构建美丽乡村景观

更新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聪 贺雅静 王晓曼 樊雯雯 张靖怡

指导老师：吴雪萍 黄缨 张蔚萍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探本溯源，缝合共生—基于乡村生态恢复的可持

续发展设计

参赛作者：路澜欣

指导老师：吴焱

参赛院校：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山田深处隐炊烟——基于生态修复理念下枣庄市

半湖乡北庄镇更新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张茹茹 秦时玥 蔡宇威

指导老师：李绍文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叠时共享——来凤县舍米湖村更新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陈哲敏 郑旭洋 吕鸿

指导老师：舒阳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7. 作品名称：记忆中的旧时光—安康市白河县仓上镇农园民宿

及周边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刘麟鼎 郭冰玉 闫姣

指导老师：刘晓军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稻花“乡”里说丰年——乡村生产智慧挖掘、转

译与输出

参赛作者：龚维 胡慧荣 刘苗 邱天 陈媛媛

指导老师：胡希军 陈存友 杜心宇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9. 作品名称：依矿而生——文旅融合视角下废旧矿区重生

参赛作者：程芳芳 张翔宇 罗鑫 刘向如

指导老师：王洪涛

参赛院校：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风景园林系

10. 作品名称：人间有味是清欢----张掖市山丹县祁店村小吃街

及场地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梁洋洋 杨洋 李婉欣 王敬宁 顾成凤

指导老师：郝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

（五）建筑与环境类

1. 作品名称：战争之下

参赛作者：曹钰 唐敏智 袁家轩

指导老师：余文心

参赛院校：伦敦艺术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

2. 作品名称：墙分内外－多元化的长廊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蔡思瑶

指导老师：张旺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六）环境艺术与未来生活类

1. 作品名称：前滩·15分钟生活圈——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空间

畅想

参赛作者：李千卉 陈彦祺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凹凸

参赛作者：张旭东

指导老师：黎泳

参赛院校：广西艺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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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一）未来城市与绿色基础设施类

1. 作品名称：从对抗到相融-基于复杂适应理论的福建长汀滨江

空间韧性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罗佳梦 张航 蒋文鑫 付博

指导老师：徐建刚

参赛院校：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作品名称：沧凌毓海-基于风暴潮下的适应性景观

参赛作者：胡诗骆 蒋慧 王文倩 李洋洋 杨舒涵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黄葛“新”渡，蓼汀鸥鹭——基于生态文脉视角

下的重庆市珊瑚坝湿地激活计划

参赛作者：方怡 陆磊 樊佳敏 邹海阳 马楚涵

指导老师：刘聘

参赛院校：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4. 作品名称：探索自然的建造—基于圩田模式的海湾可持续性

发展研究

参赛作者：刘凡 高栩婧 杨书翌

指导老师：董建文 王敏华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5. 作品名称：CREATING PARK BY TACKING

参赛作者：黄聪 马皓杰 陈杨柳

指导老师：王晓晓 辛颖

参赛院校：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绣漪——基于弹性空间理念下汉江安康流域系列

生态系统重构

参赛作者：张瀚文 冯元茹 黄泽豪 杨刚

指导老师：赵艺源 李馨瞳 沈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7. 作品名称：生“升”不息——基于生态修复下的河流治理

参赛作者：王瑞 李潇 曹亚倩 李燕光 昌茂松

指导老师：梁锐 蔺宝钢 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城上之城

参赛作者：崔玉 高佳婷 杨心怡 刘建鹏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9. 作品名称：红树高台，白鸟翯翯——厦门湾九龙江海口湿地

生态修复

参赛作者：孙榕易 吕雅婷 徐梦楠 黄真真 张嘉豪

指导老师：程焜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童行·同乐---儿童友好型街区设计

参赛作者：张梦瑶 钱征宇

指导老师：高伟 王灵芝

参赛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11. 作品名称：防御街道——极端气候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江映晖 刘晋 周金

指导老师：孙成

参赛院校：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12. 作品名称：织补·共生——城市双修视角下淮南市鸳鸯湖候

鸟栖息地郊野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宫嘉伟 韦姝宇 王美斯 周模 文清

指导老师：王雷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13. 作品名称：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基于空间再生产视

角下的采石场修复

参赛作者：李坤洋 崔雨 陈欣锘

指导老师：鲁琳 邵继中

参赛院校：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

林学院

14. 作品名称：融——基于城镇细胞体角度下的智慧城市重塑

参赛作者：李童欣

指导老师：周宏轩

参赛院校：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15. 作品名称：行于瞬息之间——广州南关街多功能街道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刘媛媛 冀雯婷 王蒙蒙 唐雅婕 李旭冉

指导老师：王兰宝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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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与健康城市类

1. 作品名称：弹性胶囊-后疫情时代医院景观优化策略

参赛作者：刘书悦 魏淑娟 唐紫聪 张征宇 薛宁涵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

景园林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老年人步行活动圈层划分与康体空间设计优化—

基于三个老旧小区的实证分析

参赛作者：董梦瑶 陈宗杨 刘峰 石晨旭 马腾

指导老师：王光奎 董伟 张斌

参赛院校：西安工业大学建工学院 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

3. 作品名称：AGINGBOOTH-邻避设施下城市河流景观更新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樊雯雯 王晓曼 张聪 张靖怡

指导老师：卢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檐廊徽巷——基于城市弹性空间理念下的檐廊灰

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张丽 单晓萌

指导老师：萨娜 郑涛

参赛院校：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5. 作品名称：一公里的生机与活力——高架桥下剩余空间及周

边沿线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孟媛 王悦 郑思祎

指导老师：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生活制造所 Life Manufacturing

参赛作者：李婉绮 詹芬雅

指导老师：王本壮 陈品竹

参赛院校：台湾联合大学设计学院

7. 作品名称：邂逅记——校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娜

指导老师：王业社 黎颖惠

参赛院校：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8. 作品名称：孕生

参赛作者：陈雅榆 朱智谦

指导老师：吕文博

参赛院校：朝阳科技大学景观及都市设计系

9. 作品名称：2077 东马坊漫游指南——遗址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朱茜 范丁萍 杨若曦 李家辉 贺华蓉

指导老师：王璐艳 王兰宝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成都理工大

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灾起·再启——基于模块化思路下的韧性防灾公

园设计

参赛作者：李珉青 曹建鹏 李航 刘喻 冯志军

指导老师：周媛 曾昭君

参赛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1. 作品名称：Lohas 新型综合型社区——基于城中村的破碎空

间重组

参赛作者：张子涵 严雅迪

指导老师：Simon Bell

参赛院校：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绝胜烟柳·不夜巷（公园+） 山西太原柳巷商业

街景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陈盟 陈丽媛 钟应丽 张如心

指导老师：曹晔

参赛院校：山西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3. 作品名称：运愈而生——基于疗愈景观理念的广纸运动公园

设计策略

参赛作者：胡潮林 李小琦 蔡健婷 郑琪 寇博晨

指导老师：赵建华 卢丹梅 陈思颖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4. 作品名称：给你一颗糖——基于缓解压力视角下的公园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许镇洲 罗梓文 李诗敏 陈敏仪 曾繁基

指导老师：曾松 黄基传

参赛院校：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

15. 作品名称：集体记忆视角下的旧工业社区环境更新与活化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世平 赵鹏举 孙冰洁 陈芳琦

指导老师：卢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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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类

1. 作品名称：渗透•共生——基于三生模式下苏伊士运河周边环

境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韩冰玉 孟涵 马一杰 付裕 尚虹桥

指导老师：翟付顺 于守超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农学院园林园艺系

2. 作品名称：屿海共生-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生态规划与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王怡宁 任嘉鹏 张蕾 谢尚轩

指导老师：于东飞 徐娅 王璐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以星星的名字呼唤你——重塑归属感愿景指导下

的未来城市公共空间更新

参赛作者：潘玥琪 程泓玥 黎子瑜 戚美惠

指导老师：庞颖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4. 作品名称：渔溢生境，予以共栖——伊通河乡村段生态系统

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王雅儒 胡玲玲 陈子彤 冯爽 孙青子

指导老师：陈晓育 王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 作品名称：城市雨域 --基于天气适应下的雨城公园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叶萍 马家旭 许琳龙 赵炳华 杨云翔

指导老师：吕兵洋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 作品名称：浮生·梦城——大数据视角下的陆家嘴“完整街

道”探索计划

参赛作者：徐鹤 韩静茹 王诚 解敏 戈玉砚

指导老师：张云彬 陈静媛 李丹

参赛院校：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

7. 作品名称：回归『雨林生态』—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修复

参赛作者：张吉东 魏何 丁越 刘宇奇 崔璐莹

指导老师：梁锐 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缝景愈城

参赛作者：张露 杨雨忻 杨昕宜 张馨丹 张林林

指导老师：付而康 李昕韵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9. 作品名称：源远流长·河流景观生态修复

参赛作者：郭莹 商亮 赵彤 田芮铭 马英迪

指导老师：崔文河 王伟 王璐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无限多义-地标性历史街区的再生

参赛作者：杨宇诚 牛佳宁

指导老师：魏宜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1. 作品名称：宣南图卷，老城新生

参赛作者：黄经凤 王晔昕 李金鹏 肖雨晴

指导老师：李婧

参赛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空间激活 4.0——社区微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汤茜 钟雨晴 谢裕桐

指导老师：鲁琳 李念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3. 作品名称：三国演译，文化突围—文化视角下曹魏古城的重

缝与再生策略研究

参赛作者：李锦丽 王金秋 杨钇

指导老师：朱里莹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4. 作品名称：“良辰美节”——基于合衡和续理念的怀化辰溪

节日文化场所营造

参赛作者：唐文勇 龚晟 熊亚 徐佳慧 彭榕

指导老师：刘破浪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5. 作品名称：四维街区——上海老城厢546 地块历史保护与活

化设计

参赛作者：万尘心

指导老师：樊朗

参赛院校：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16. 作品名称：“触”动健康，生命长青--以香港观塘工业区更

新设计为例

参赛作者：陈俊豪 郑志钊 杨梅 乔心远 于璟瑶

指导老师：周江平

参赛院校：香港城市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香港大学建筑

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烟台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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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作品名称：源自自然时刻

参赛作者：Anqi Li 袁家轩

指导老师：王涛

参赛院校：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

18. 作品名称：脱“墟”向“实”，白鹅起舞——基于城市舞台

视角下白鹅潭地区城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陈焕钊 欧阳浩宇 李锦亮 黄晓佳 郑树钿

指导老师：容伊梨

参赛院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热带农林学院 华南农业

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9. 作品名称：凫渚依畔，城水相依——基于山水城市理念下泰

安梳洗河生态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蔡宇威 苏浩然 陈璐

指导老师：李绍文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四）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类

1. 作品名称：采菊悠然，雅居江南——苏州市望亭镇南河港村

民宿集群设计

参赛作者：韩宜洲

指导老师：李早

参赛院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作品名称：艺游百景图——基于艺术家规划的沉浸式“云游”

康养未来乡村

参赛作者：康志浩 孙硕琦 安辰 刘荣 丁梦月

指导老师：胡一可 卞洪滨 李爽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漠漠水田，岁岁鹤归

参赛作者：张雨桐 陈涵 张心愿 柳思宇

指导老师：韦娜 卢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作品名称：编织绿洲——基于“EIC”理念的罗布人永续家

园计划

参赛作者：李若兰 余欢 林慧珍 胡蜜

指导老师：李颜伶 车璐

参赛院校：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巢——文旅驱动下的“景村共生”模式探索

参赛作者：刘雨桐 李翔宇 刘娜 胡世斌 王慧宇

指导老师：任震 王洁宁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6. 作品名称：归墅——大墅龙山交互性人文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朱昕苗

指导老师：谢亮

参赛院校：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云”上栖迟，藏巴之乡一互联网+下的羌纳乡振

兴之路

参赛作者：赵兵权 苏婷 陈其冰 栗晓龙 郭启达

指导老师：杨豪中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敬畏、坚守、乡土、乐园”——青海循化县瓦

匠庄村聚落空间与生态环境保护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李沅真 闫姣 崔濛予 郭珂

指导老师：张鸽娟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9. 作品名称：仙海公园—仙海公园真实生态化概念规划

参赛作者：李书斌 张嘉琪 马浪 黄兰茜

指导老师：徐澜婷 王裴 吴浩

参赛院校：西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10. 作品名称：来者忘其忧，修心与弥勒

参赛作者：谢尚轩 祝赟泽 吕午杰 王怡宁

指导老师：刘晓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生于山野，归于田间

参赛作者：宋梦娇 孟通通 赵梓伊 祝誉宁 杨史前

指导老师：吕兵洋 李昕韵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2. 作品名称：鹿驿 · 愈境 · 共栖

参赛作者：李旭冉 吕倩微 刘思祎 曾琪

指导老师：徐娅 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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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作品名称：IFOUR -I4 模式 基于沉浸式景观体验的综合计

划

参赛作者：路征 邢政 王昱 傅康丽 樊娅迪

指导老师：倪金卫 王有国 关文灵

参赛院校：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14. 作品名称：坪乡识古，传薪为今——华东传统村落景观基因

多维解译与活化传承

参赛作者：游嘉铭 王思琪 蔡耀欣 王升红 王天聪

指导老师：王文奎 谢祥财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5. 作品名称：寻觅童趣·带带乡传——基于乡村儿童环境需求

的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宋天智 金蕴莎 张紫婷 罗清丹

指导老师：陈仕姣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6. 作品名称：寻香——基于乡村战略振兴计划下的生态滨水景

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游媛媛 董正良

指导老师：暴丽

参赛院校：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7. 作品名称：《闲逸山水间---十里莲江 基于岁寒三友的可持

续性农业创意设计》

参赛作者：王楷宁 张艺钟

指导老师：王兰宝

参赛院校：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creative arts and

industries

18. 作品名称：基于晋陕宗祠文化的创意文化园设计——以合阳

县灵泉县为例

参赛作者：宣乐 高嘉雄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9. 作品名称：辛新向荣——基于新能源背景下文旅小镇规划

参赛作者：李钰麒 何昭融 林敏祺 吕一鸣

指导老师：张建勇

参赛院校：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20. 作品名称：一部关于古纤道的景观空间志

参赛作者：邹莅尧

指导老师：吉银翔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五）建筑与环境类

1. 作品名称：廊宇

参赛作者：田利婷 王雨秋 左起超

指导老师：席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 作品名称：未山之境

参赛作者：谷醒龙 宋海洋

指导老师：高村雅彦

参赛院校：日本法政大学设计工程研究生院

3. 作品名称：Wanlin Mansion

参赛作者：陈镒慰 林蕾

指导老师：张宇奇

参赛院校：广东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六）环境艺术与未来生活类

1. 作品名称：因墙而兴——西仓集市空间景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梁炜雯 李畅 舒晨校 陈心雨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晴云瑞兽现 山青药草方

参赛作者：吕潇然 宋若一 高佳豪 范子需

指导老师：冷先平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 作品名称：looking for my place 舟寻归岛

参赛作者：张云天 王紫琳 尚阳洋 赖薪龙 李飞扬

指导老师：宋菊芳 周燕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4. 作品名称：“点线重生”——桥空间综合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刘峻涛

指导老师：陈博

参赛院校：西北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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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无忧盲盒——未来城市减压空间街道景观畅想

参赛作者：苏婷 陈彦祺 何喜 韩柯

指导老师：杨豪中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荣誉奖

（一）未来城市与绿色基础设施类

1. 作品名称：医疗微更新——置入微型城市功能的综合医院设

计

参赛作者：胡雨佳 孙弋涵

指导老师：侯静 安艳华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2. 作品名称：既有·未来——城市建筑碳中和改造计划

参赛作者：李雯慧 朱怡霞 尹梦雅 曹泽宇

指导老师：周希霖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城市循环器——可持续发展慢行桥设计

参赛作者：胡语涵 林祥鹏 江绮琦 彭彦铭 米书瑜

指导老师：熊磊 温颖华

参赛院校：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4. 作品名称：自游聚落——新疆巴音郭楞州和静县建设兵团牧

场幼儿园及服务中心设计

参赛作者：刘帆 刘梦君 廖小苗 冀雯思 刘静

指导老师：滕树勤 王万江 樊辉

参赛院校：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5. 作品名称：芥纳须弥•自游无界

参赛作者：王伊菲 喻玥 朱慧敏 刘晓燕

指导老师：贺海芳 钟新平

参赛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6. 作品名称：空间重塑，绿水相生

参赛作者：叶剑润 樊路路 易泽瑞 岳宁远

指导老师：王骏 王刚

参赛院校：烟台大学建筑学院

7. 作品名称：拾忆录—基于城市织补理念的福州冶山片区更新

设计

参赛作者：温羽婧 黄舒琪

指导老师：游宁龙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8. 作品名称：钢城记忆——产业转型背景下基于场所精神的居

住区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魏照轩 曾雨蕾 屈源 陈菲雨

指导老师：李军 徐轩轩 赵涛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未来城市“时移景迁”试验田——基于智慧城市

背景下的城市开放空间模块化设计

参赛作者：林雨 李诗岩 任婷

指导老师：马雪梅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0. 作品名称：有常与常无

参赛作者：聂静 费凡

指导老师：岳士俊 岳邦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

筑学院

11. 作品名称：边界重生

参赛作者：高扬仪 洪晓妹 王苏婷 刘君怡

指导老师：何维 王慧珊

参赛院校：厦门工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2. 作品名称：二“渡”交互--后疫情时代下榫卯技术驱动的公

园城市景观模块化设计

参赛作者：郭思雨 唐豪东

指导老师：姜杰议 张语桐

参赛院校：阿坝师范学院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美术学院

13. 作品名称：北加浪岸红树林生态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韦景怡

指导老师：韦景怡

参赛院校：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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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作品名称：Progress——City of the future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参赛作者：张嘉雄 崔奕佳 王致远 黄子恒 赵祺祺

指导老师：赵艺源 李畅 徐晓晨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15. 作品名称：云绸梦缎

参赛作者：温豪 金祥澳 杨世杰 李官行 徐琪琪

指导老师：李冬 温瑀 边哲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6. 作品名称：幼园幼Yu——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幼儿园混龄

制室外游戏场地景观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钟爱萍

指导老师：王艳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7. 作品名称：浮野都市——架构在自然之上的未来城市

参赛作者：吴家男 刘恒 王玥 王伟栋 付元美

指导老师：焦洋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8. 作品名称：浚洫启动计划——基于韧性景观概念下防控涝情

的未来城市设计

参赛作者：张艺纯 李卓文 傅婷

指导老师：李羽佳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9. 作品名称：期待下一场日暮（智慧园林视角下高校校园对自

然资源的利用）

参赛作者：李杰文

指导老师：汪洋

参赛院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20. 作品名称：触筑，在流逝之前

参赛作者：陈利荣 刘莉 陈叶林

指导老师：闭悦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1. 作品名称：秋落創意園——落下一個秋天

参赛作者：石乐衍 朱元依 向往 童佳琦

指导老师：王祖君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2. 作品名称：溯源——基于生态修复策略下的沣河滨水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李杏

指导老师：赵艺源 沈娜 李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23. 作品名称：《启程——天津海河柳林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吴海磊

指导老师：熊瑶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4. 作品名称：生命通途——三峡大坝洄游式鱼类“生态自愈式

鱼道”设计

参赛作者：郭冰玉 许心佳 王彦荔 孙皓琛

指导老师：岳士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25. 作品名称：《最后一步》

参赛作者：刘珈铭 甘祝欣

指导老师：王晓晓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26. 作品名称：海·潮——基于海岸带生态修复理念下的青岛市

红岛南岸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徐逸飞 李嘉琪 王梓阳 刘慧楠 史露

指导老师：王凯 梁红

参赛院校：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27. 作品名称：Weaving and Revival on Urban Memory

参赛作者：曹世博 陈彦祺 李千卉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8. 作品名称：择一城，凡心所往——森林城市背景下对屯昌县

居民生活现状的改善

参赛作者：曾俊岚 廖长建 张润嵚

指导老师：马新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29. 作品名称：健康出行指南——基于触媒理论的城市更新策略

参赛作者：张熙惟 汤祺 唐少珍 刘雅琪

指导老师：才燕

参赛院校：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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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作品名称：BLUE·大河脐带——韧性视角下的城市河道景

观优化策略

参赛作者：曾钟慧 梁嘉琳 潘思宇 严铖磊 彭琬

指导老师：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31. 作品名称：白日梦圆——基于重庆渝中区道路现状健康街道

模式化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轲 吴宏彰 刘彦君 赵玥璐

指导老师：王晓晓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32. 作品名称：绿色蝶变——安源废弃矿区生态的激活与修复

参赛作者：张素素 弓钰薇 宋钰莹 杜鸿雪 邹文沁

指导老师：梁锐 王璐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3. 作品名称：“生”声蔓——城市生物街区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高凯凡 刘子涵 姚晓剑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

境艺术系

34. 作品名称：与水共存——宁德市暴雨洪涝灾害适应性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李慧珺 侯凯 何静雯 李佳慧

指导老师：徐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5. 作品名称：与鸟之约 — 广州城市鸟类生境景观再生概念项

目

参赛作者：刘晓珍 陈钧湃

指导老师：黄华明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36. 作品名称：翡翠之眼——多民族城市滨水绿色空间改造提升

参赛作者：王野 曾钟慧 王雅儒 陈怡美 梁嘉琳

指导老师：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7. 作品名称：·重生·开封汴西湖生态湿地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刘正月 金星

指导老师：郭海霞

参赛院校：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38. 作品名称：碧海蓝天——深圳市宝安西海岸景观韧性设计

参赛作者：王丽 章钦钦 冯子月 冯晓琪 朱紫薇

指导老师：张斌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

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39. 作品名称：洪流清溪——基于全球变暖背景下小河流防洪模

式探索

参赛作者：刘琦 侯家

指导老师：高天 邱玲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40. 作品名称：《川黔锁赤水——基于“弹性空间”赤水河的模

块化韧性护案景观设计应用》

参赛作者：钟消令

指导老师：向燕琼 陈兴

参赛院校：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

41. 作品名称：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基于可供性理论的

儿童友好型景观通用性设计

参赛作者：张艳钦 叶恩铭 游贤丽

指导老师：董建文 彭东辉 陈顺和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42. 作品名称：海洋拯救计划——贝鲁特港口滨水生态治理

参赛作者：孙冰洁 陈芳琦 张铎 李世平

指导老师：郝玲 卢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工程大学城市规

划与市政工程学院

43. 作品名称：书香若水-水弹性景观理念下的校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孙晨

指导老师：张宗英

参赛院校：商丘师范学院测绘与规划学院

44. 作品名称：诗无邪——户外教室谱写滨水田园诗歌

参赛作者：周韵妮

指导老师：罗言云 张锡娟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45. 作品名称：海与孩，渔与娱——青岛滨海山地公共空间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邹婷婷

指导老师：张一平 赵烨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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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作品名称：森林综合性基地规划设计研究——以汝州市九峰

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参赛作者：张建丽 罗昊轩 郭梁

指导老师：李馨瞳 徐晓晨 赵艺源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47. 作品名称：唤醒·寒地记忆--滨水公园景观设计改造

参赛作者：卢源源 戴睿思 周榕珂 马如诗 余建城

指导老师：周维乐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

院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48. 作品名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参赛作者：张丝雨 袁学之 周彤 胡清元 陈妍懿

指导老师：周燕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49. 作品名称：我们在“疫”起-基于传染性疾病防控社区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夏雪怡 崔璐莹 王昕玥

指导老师：徐娅 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二）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与健康城市类

1. 作品名称：官塘新渡——基于“全龄化”社区模式的新型医

养融合 养老综合体设计

参赛作者：成玲萱

指导老师：王洪羿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时·光 之筑

参赛作者：孙培竣 吕希萌 朱龙晓 李鸿宇

指导老师：王雅坤

参赛院校：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芯 · 镜 · 界 —— 一只口罩改变的城市生存

法则 The World with Intelligent Mirror: The

law of survival in a city overturned by a mask

参赛作者：吕世泽

指导老师：刘磊 兰璐璐

参赛院校：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4. 作品名称：落尘—城市环卫之家设计

参赛作者：符洁琳娜 郭小强

指导老师：李沅芳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5. 作品名称：健康之道——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健康型城市绿道

选线设计

参赛作者：高景峰 艾涵菀 赵逸潇

指导老师：宋菊芳 周燕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6. 作品名称：重塑——新疆 棕地生态景观修复策略

参赛作者：刘桐 郝燕

指导老师：张蔚萍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智汇·共联——基于新陈代谢理念的花地湾片区

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冯碧盈 龚祁

指导老师：王凌 赵晓铭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8. 作品名称：与异共新——基于代际陪伴关系的城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杨智 张媛 周闻杰

指导老师：许纬纬

参赛院校：普洱学院农林学院

9. 作品名称：武汉城边雨洪公园改造—居民健康与儿童亲水空

间

参赛作者：邾童童 喻天语

指导老师：余文心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园林与生态工程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在城长—流动儿童课外延展学习空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胡静文 梁嘉琳 孙鹤林 张婧

指导老师：徐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消灭孤岛——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更新项目

参赛作者：杨林臻 郭炜龙 谢翊 谢壮欣 张艳

指导老师：孙成

参赛院校：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12. 作品名称：稚·艾——基于多年龄段同乐理念下的养老院景

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林沁兰 刘捷雅 欧阳小慧 魏安琪

指导老师：张春英

参赛院校：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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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作品名称：林盘梦网——生态自然社区模式下的互联生活社

区设计

参赛作者：杨世杰 温豪 金祥澳 李官行 徐琪琪

指导老师：边哲 温瑀 李冬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 作品名称：高铁线旁的鸟窝

参赛作者：李春燕 黄昕羽 刘心怡

指导老师：廖秋林 吕振华 王薇薇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5. 作品名称：峋野之旅

参赛作者：余桂林 陈怡平 张露 赵欣宇 刘君豪

指导老师：潘翔 鲁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6. 作品名称：与火共生——基于老年群体的山火防御性策略

参赛作者：田平平

指导老师：周佳梦 刘敏楠 韦丽沙

参赛院校：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7. 作品名称：循声逐影——声景视角下高校减压景观提升设计

参赛作者：毕磊 岳晓乐 卢珂 王星菡 刘美辰

指导老师：翟付顺 王志保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农学院园林园艺系

18. 作品名称：山水穿行 人文塑城——基于乡土资源导向的柘荣

环城慢行系统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黄楠 张艳钦 王心怡

指导老师：董建文 王敏华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9. 作品名称：城市街道闲置绿化用地儿童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田雨琨 赵学楠 王薇

指导老师：边哲 温瑀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0. 作品名称：沦波淙淙度细风--自然途径的飞轮效应

参赛作者：吴楚涵 黄玥 赖晓彤

指导老师：周燕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21. 作品名称：时湖浔越——基于景观生态规划理念的石湖景观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吴清龙

指导老师：许雯

参赛院校：苏州城市学院艺术系

22. 作品名称：乐活·空间——辽宁沈阳普洛斯办公建筑屋顶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丘思程

指导老师：黄莹 陈理扬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23. 作品名称：老有所依-CCRC模式下社区适老性景观规划设

计

参赛作者：晁颖 滕会娇

指导老师：刘建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4. 作品名称：种日子的人——城乡共建视角下的山东近郊园区

交互式适老化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蔡耀欣 王思琪 游嘉铭

指导老师：谢祥财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5. 作品名称：旧城新间——社会型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老城区空

间活力再生改造

参赛作者：洪咏仪 晏薇 张俊颖 张璐

指导老师：陈存友 胡希军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6. 作品名称：一个关于承若的故事——三门峡黄河沿岸天鹅湖

湿地片区景观改造策略

参赛作者：李旭东 张慧芳 戴晓健 王杰慧 方彤

指导老师：赵红霞 翟付顺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农学院

27. 作品名称：逐水而居——基于生态弹性效应的滨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吕午杰 刘甲璇 谢尚轩 侯凯

指导老师：王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建筑与

土木学院

28. 作品名称：纪·愈——ANNIVERSARY HEAL

参赛作者：代天娇 闫姣 马史静

指导老师：张海彬

参赛院校：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

院

29. 作品名称：山色·湖光·泉影——济南市千佛山北广场更新

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沈韵楠 徐晨

指导老师：周广坤 王强

参赛院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光荣册

HONOR ROLLS

91

30. 作品名称：柏延益家——后疫情时代下的适老型公共空间设

计

参赛作者：何羽丰 褚坤元 陈诗彤 张梦婷 庄晨霖

指导老师：任维 傅伟聪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福建

农林大学国际学院

31. 作品名称：友舍

参赛作者：杨康华 白玉婷 覃孝松 赖海萍 刘莹

指导老师：莫丽丽

参赛院校：南宁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计算

机应用系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桂林

理工大学南宁分校计算机应用系

32. 作品名称：大街小相——城市街区口袋公园景观整合设计

参赛作者：李雪萌 周迪

指导老师：田国行 何瑞珍

参赛院校：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33. 作品名称：耕食邻里——“可食化”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何喜 王佳茹 胡静文 闫镇杰

指导老师：吕小辉 徐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4. 作品名称：破“障”重生——城中村华安里改造

参赛作者：许景辉 李立 江珑皓

指导老师：周彤 朱亚丽 田飞

参赛院校：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5. 作品名称：闽韵墨香——万春巷的成长之路

参赛作者：林志颖 曹睿祺 陈君彦 杨子瑞 詹斐晴

指导老师：李霄鹤 傅伟聪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6. 作品名称：梨园游梦

参赛作者：李金福 单立强 张腾达

指导老师：张昱朔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7. 作品名称：一地生活 一地理想——旧城区菜市场景观重构

参赛作者：李燕光 杨皓月 李潇 王瑞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8. 作品名称：江城的自述——两江四岸的活力再生

参赛作者：邱新媛 尧丹

指导老师：王晓晓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建筑学院

39. 作品名称：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郭启航 周阳光 荆娅晶 王泽梅 刘婧方

指导老师：杨建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

筑学院

40. 作品名称：自然与儿童的重逢——“自然缺失症”儿童公共

游戏活动空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何静雯 李慧珺 彭诗文 徐洁

指导老师：徐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

41. 作品名称：“来自星星的孩子”——基于感官体验下的自闭

症儿童疗愈花园设计

参赛作者：弓葶 成紫薇

指导老师：蔺宝钢 刘晨晨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2. 作品名称：千年韵-四时河 浙江上虞古运河生态遗址公园景

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高馨远 丁天辰 谢佳辰 石曜 何婷

指导老师：裘江

参赛院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43. 作品名称：当海潮来临时——厦门市集美区马銮湾适应性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邹文沁 沈迪 杨皓月 高鑫君 宋钰莹

指导老师：于东飞 崔文河 张涛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4. 作品名称：遇·玉——健康城市理念下的玉文化展示园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秦潇

指导老师：季海迪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45. 作品名称：焕“染”一新

参赛作者：邓涵一 冉过 李国超 杨涛 王蕊灵

指导老师：罗融融 赖小红

参赛院校：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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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作品名称：森林高铁站——基于城市交通发展与生活需求矛

盾的公共场地更新改造

参赛作者：王彦荔 贺舒雅 高凯凡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7. 作品名称：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5G城市背景下的适老性

综合社区公共空间提升改造

参赛作者：肖莎 杨雨婷 张韵宜 刘雨心 吴林杉

指导老师：陶雄军 周维乐

参赛院校：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河北美术学院城市设

计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

48. 作品名称：“入海”——奥林匹克运动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田晓思

指导老师：方松林

参赛院校：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49. 作品名称：“呼吸与风”——基于风环境下的老旧社区呼吸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吴晓奕 刘阳

指导老师：朱春艳

参赛院校：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

园林学院

50. 作品名称：颐养·慧居——兰州半山民族养老院景观设计改

造

参赛作者：杨洋 梁洋洋 李婉欣 陈芳琦 李星星

指导老师：郝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1. 作品名称：城市深呼吸——武汉采矿遗迹三位一体修复治理

方案

参赛作者：甘露 贺天珂 胡锦鑫

指导老师：李西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2. 作品名称：萌意城市，绿意寻踪

参赛作者：王鑫 司梦伟 万雨喧 杨可欣

指导老师：王兰宝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三）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类

1. 作品名称：家门口儿的文化“慢游记”-历史街区慢行环境构

建设计

参赛作者：袁嘉琪 刘晨凝 刘欣

指导老师：侯晓蕾

参赛院校：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昔市·熙市

参赛作者：陈阳

指导老师：刘振宇

参赛院校：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井之再造——井字空间式老旧筒子楼改造重生

参赛作者：曾婧

指导老师：刘刚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乐活社区——盐城市大庆社区更新设计探索

参赛作者：郝成龙

指导老师：吕永新

参赛院校：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5. 作品名称：西安明城区生活型街道城市设计——从老年人群

切入构建生活缘圈

参赛作者：李蓉静 侯汉亭 秦聪颖

指导老师：周志菲 徐诗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重塑与新生——基于诗意建筑的传统民居更新与

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陈东晓 徐梦轩 李淑洁 张天龙 段然

指导老师：庄昭奎 张萍

参赛院校：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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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品名称：回溯与狂想—基于古城保护下的老旧小区微改造

参赛作者：刘新超

指导老师：郭瑞芳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8. 作品名称：City Recorder.Ver.2.1.21

参赛作者：蒋一帆 庞居正 刘姝彤

指导老师：华益

参赛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9. 作品名称：破茧生长

参赛作者：周东莹 熊文杰 陈家敏

指导老师：周慧

参赛院校：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0. 作品名称：绿廊绘城-高校周边城中村社区的活化与更新

参赛作者：纪艺琦

指导老师：蔡云楠 黄健文 蔡睿捷

参赛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1. 作品名称：城南驿事——触媒理论下合肥市老城南微更新改

造设计

参赛作者：张溯真 刘纹君 沈娇瑶 丁瑢澜

指导老师：侯君 顾大治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韧·智共生——广州市高第街历史街区更新改造

设计

参赛作者：谢蝉蔓 方子佳 刘德义 陈凡 袁嘉雯

指导老师：佘美萱 王凌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3. 作品名称：“承脉唤境，交巷辉映”—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

街区有机更新

参赛作者：蔡菲 张欣铭 钟泽斌

指导老师：游宁龙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4. 作品名称：城湖相融理念下的武汉市野芷湖片区城市更新设

计

参赛作者：张愿 张砾琦 董文生 刘佳成 闫武旋

指导老师：李军 徐轩轩 张娅薇

参赛院校：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5. 作品名称：空间重塑—基于“城市双修”理论下的武汉市老

旧小区功能整合与空间再生

参赛作者：曹怡欣 李林月 黄玉姣 杨栋 陈金鑫

指导老师：张城芳 徐亚琪 张力文

参赛院校：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6. 作品名称：汇文承脉 融旅织巷——基于文旅结合理念的海口

骑楼旧街区复兴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刘月尘 林素仙 孙纳勋 吴松谕 张翊宁

指导老师：杨湄

参赛院校：海南大学国际旅游学院 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

院

17. 作品名称：邯城遗梦，史今共生。

参赛作者：杨裴凡 王峪琳

指导老师：霍海鹰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8. 作品名称：安然·PLANET 类型学导向下基于儿童友好视

角的吴夹弄城中村微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谢济名 古尤龙 欧阳昱璇 李灵犀

指导老师：侯君 顾大治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9. 作品名称：爱乐之城

参赛作者：孙涵 贾跃飞

指导老师：霍海鹰

参赛院校：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0. 作品名称：“流浪”的家——基于地摊经济背景下的旧城流

动摊贩重组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马悦 张硕芝 赵雪桥

指导老师：胡荻 易守理

参赛院校：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21. 作品名称：海街物语——大连五二三厂街区微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关梦瑶 宋嘉 高女翔 林青阳

指导老师：王蕊 王扬

参赛院校：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22. 作品名称：地表之下

参赛作者：吕浩宇 朱芮逸 林雨晴 喻天语

指导老师：余文心

参赛院校：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艺术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园

林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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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品名称：居邑邻·欢笑同——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龙洞村

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冯浚英 陈煜乾 何晓琦 梁鸿茵 方嘉琳

指导老师：张文英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4. 作品名称：Concentric Home (同心家园)

参赛作者：陈彦忻

指导老师：周湛曦

参赛院校：湖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设计学院

25. 作品名称：花开梦启，旧城再兴——在世界花都背景下，通

过对“文化-产业-绿地”的活化实现老城区的更

新

参赛作者：吴文俊 王柔 文宇星 黄媛 郭雄飞

指导老师：车震宇 孔祥莹 李昱午

参赛院校：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6. 作品名称：Urban Box——基于预构模块单元与组合策略的

长沙市吉祥巷文化街区改造与更新

参赛作者：张佳 陈思慧 付雨晴 苏茵茹 任哲民

指导老师：沈守云 何玮 周旭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7. 作品名称：人间烟火——街头摊贩美食街综合治理方案

参赛作者：兰昊天 于鸿乾

指导老师：王崑

参赛院校：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28. 作品名称：智融邻舍——基于重建邻里关系的智能化双社区

微更新

参赛作者：赵欣宇 张露 刘君豪 陈怡平 余桂林

指导老师：孙大江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9. 作品名称：八里重塑，万象更新

参赛作者：聂黎圆 余桂林 陈怡平 刘君豪 赵欣宇

指导老师：刘俊 潘翔 刘维东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0. 作品名称：‘Garden’花园工厂——南京特种灯泡厂景观改

造设计

参赛作者：顾一曦 詹诗颖

指导老师：芮潇

参赛院校：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31. 作品名称：拾忆 · 焕新——时空维度下过渡区域公共空间

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吴佳丽 易晓红 罗梦瑶 马及南

指导老师：何丹

参赛院校：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32. 作品名称：天宁寺西里“共享”社区景观设计 ——基于老旧

小区翻新模式的景观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包婉晴

指导老师：滕学荣

参赛院校：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3. 作品名称：生命禁区的救赎-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江源片

区综合生态修复和治理策略探究

参赛作者：金可笛 刘江楠 王月彬 陈颖媛 薛登高

指导老师：邱玲 高天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34. 作品名称：生灵迹——基于长江十年禁渔政策下的南洞庭湖

区域生态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陈镜伊 丁舒琦 张惠媛 贺思敏 周欢畅

指导老师：吴然 张思凝 李晓鹏

参赛院校：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35. 作品名称：《里市外集》

参赛作者：甘若琳 张芷铭 熊泓熠

指导老师：魏宜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36. 作品名称：墟市易物，里群安民—天津市宾水道老旧社区商

业景观提升

参赛作者：尹冬傲 霍东廷 白家欣 孙萌

指导老师：孙响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37.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从集中到分散的景观探索

参赛作者：徐开伟 陈疆梅 冯录鑫

指导老师：廖雪兰 严贤春

参赛院校：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38. 作品名称：《新象环生——宜丰县老城风貌区共享活力环构

建策略研究》

参赛作者：赵景宇 祝赛男 钟文静 罗艺灵 贺宗文

指导老师：周建华 阳佩良

参赛院校：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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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作品名称：Metabolism（代谢主义）——景观作为鼓浪屿后

申遗时代人与遗产供需失衡的解决方案

参赛作者：曲琛

指导老师：李文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40. 作品名称：『上新记』——复兴老济南上新街叙事能力的更

新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刘传广 周佳茗 胡宇轩 王世达 许心怡

指导老师：程正渭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41. 作品名称：遗忘的角落—基于情感依附理论的城市边缘区地

域景观重塑

参赛作者：黄子洛 黄楠 黄玮璇

指导老师：傅伟聪 董建文 刘畅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42. 作品名称：复愈·脉动——大运河聊城段活力重塑

参赛作者：刘煜 李洋 程晓倩 郑延兴 赵洪光

指导老师：翟付顺 赵红霞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农学院园林园艺系

43. 作品名称：塑末归本——居住区可食性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朱力凡 王怡宁 段雅楠 常月

指导老师：于东飞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4. 作品名称：怀柔科学城北区兴发水泥厂工业遗址保护规划与

更新设计-理性主义科研区

参赛作者：宋佳怡 李菲 卫欣宇 李芸婷 刘祎

指导老师：韩聪 吴垠

参赛院校：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

45. 作品名称：景观公平视角下社区口袋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王雪乔 黄世婕 李铭 王林琦 张晨

指导老师：王雷 胡扬

参赛院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46. 作品名称：惊梦游园时，居然城市间——基于城市更新视角

下园林模件化空间探索

参赛作者：朱颖 杨清

指导老师：田朝阳

参赛院校：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47. 作品名称：绿树锁黄龙 敦煌映朝霞——敦煌市阳关林场生态

修复计划

参赛作者：卢春卉 董叶 黄丽珍 韩蕊强 胡浩

指导老师：卢渊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8. 作品名称：浮生-梦境 基于生态修复下的攸县重金属农业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王晓雷 冀雯婷 晋振华 胡浩 曹晶刚

指导老师：徐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9. 作品名称：以鸟之名，与鸟之归——人鸟共生理念下江口鸟

洲鸟类生境修复计划

参赛作者：李成艳 任青 梁家豪 刘晋仪 付钰茜

指导老师：王宽 李晟 周维乐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广西大学

林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0. 作品名称：知旧予新——合肥马（合）钢厂城市景观更新设

计

参赛作者：夏豪杰 黄亚星

指导老师：闫晨 任维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51. 作品名称：蒙太奇对话-明堂辟雍遗址覆压区暨西电集团地段

历史城市景观保护与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王晨曦 马婷婷 任小敏

指导老师：常海青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52. 作品名称：春风不度玉门关——生态文明时代工业废弃地的

重构路径

参赛作者：韩媛媛 谢燕燕 穆森 刘晓涵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53. 作品名称：水韵天成——金双村景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李嘉谊

指导老师：刘磊 刘湘红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建筑与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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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作品名称：与“泥”同行—鹿特丹港景观资源再利用规划设

计

参赛作者：韩柯 祖悠扬 陈勇 李世隆 庞金

指导老师：张鸽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

55. 作品名称：金纺公园—基于霞山XS-35地块的综合性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杨林辉 赖裕龙 吴晋言 王俊明

指导老师：付俐媛

参赛院校：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设计系

56. 作品名称：脉·洛——基于大庆市石油开采后破碎空间的生

态修复

参赛作者：孙惠园 张玉祚 刘洋 陈泽兵 陈诺

指导老师：范震宇 李诗佳

参赛院校：齐齐哈尔大学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

57. 作品名称：瑚·归——基于围海造陆对海洋破坏的生态修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芯艺 周虹邑

指导老师：余文心

参赛院校：北京城市学院艺术设计学部 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

环境艺术学院

58. 作品名称：一方清池——多元生态技术下的涝池水质保障方

法与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徐继鑫 柴婧颖 付晓鑫 曹亚倩 陈妍

指导老师：王云中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9. 作品名称：寻忆老水街——南宁市老商业街区改造更新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陈琪 陆芷奕 覃梦婷

指导老师：周慧

参赛院校：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60. 作品名称：旧城新“生”—老城屋上平凡生活的“重构”

参赛作者：张世超 范子轩 张姗 胡博

指导老师：张萍

参赛院校：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61. 作品名称：触景生情，寻常巷陌——福州上下杭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耿晓天 程希飞 葛海威

指导老师：徐震 王琳 宋敏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2. 作品名称：脱“碳”攻坚战—基于碳中和理念下的长沙老旧

社区更新

参赛作者：刘奕 喻博文 王珂晴 李兰仪 何雨琴

指导老师：李进 廖秋林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3. 作品名称：清波鱼跃渭河水——基于城市更新理念下的渭河

流域生态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杜亦凡 冯雨欣 姚倩 李果

指导老师：王伟 张涛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4. 作品名称：“修”憩与共——生态修复理念下泰安梳洗河景

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永超 刘丽昀 高阳 曹庆义

指导老师：陈东田

参赛院校：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65. 作品名称：织绿补忆 臼港新溯

参赛作者：翟羽佳 付君赛 王野 孙青子 陈子彤

指导老师：卢渊 陈晓育 杨雪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

景园林艺术学院

66. 作品名称：自然驱动的填埋场棕地修复策略

参赛作者：于腾飞 蒋帅

指导老师：孙俊桥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67. 作品名称：畴亭夕照——西华县箕子读书台遗址公园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陈芳琦 李星星 杨洋 梁洋洋 李婉欣

指导老师：郝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8. 作品名称：城市记忆，山城传奇——基于乡村振兴发展中的

工业遗产“空间再生”研究

参赛作者：秦旭阳 高亚昕

指导老师：王晓晓 马新 唐海艳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69. 作品名称：红柳上的经幡

参赛作者：鲁可竹 罗婷 刘千睿 邱于玲 黄徵焱

指导老师：刘柿良 陈其兵 蔡军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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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作品名称：LEGO社区——老龄化背景下的社区模块化弹性

重塑

参赛作者：贾志楠 李振宇 赵泽雨 张可 李真真

指导老师：周维乐

参赛院校：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 墨尔本大学设计学

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上海交通

大学设计学院 西昌学院农业科学学院

71. 作品名称：“方舟之家”——基于难民与原住居民冲突下的

经济隔离景观解决策略

参赛作者：梁嘉琳 唐安楠 曾钟慧 米一恒 王雅儒

指导老师：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72. 作品名称：复活记——基于城市有机更新视角下废旧厂区改

造及再生发展探究

参赛作者：刘雨霏 乔馨子 陈荟宇

指导老师：王齐

参赛院校：河北美术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73. 作品名称：Evolve into the nature-河流生态修复与景观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张丽凡 吴倍基

指导老师：晏琪

参赛院校：韶关学院英东生物与农业学院

74. 作品名称：鱼的呼吸

参赛作者：谷欣雯 吴宏彰 吴欣语 卢敏 肖沁林

指导老师：周维乐

参赛院校：三亚学院艺术学院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西昌学院艺术学院

75. 作品名称：积雨空林，烟火澌涣——基于城市景观安全格局

的山林防火体系构建

参赛作者：苏业轩 李金凤 邹婷婷 宋昊轩

指导老师：刘森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76. 作品名称：黑金风暴|基于尼日利亚石油污染生态法案的环境

修复治理

参赛作者：张淼森 王俊业 赵宇 翟超 何彩灵

指导老师：周维乐

参赛院校：大连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

院 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河北美术学院建筑与

艺术设计学院

77. 作品名称：和·未来有约——加沙地带北部战后景观即时修

复概念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黄钰雯

指导老师：刘黎明 周维乐

参赛院校：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78. 作品名称：长治市漳村环境景观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徐梦楠

指导老师：李志国 孙静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79. 作品名称：重拾记忆·跃动望岗——岭南文化视角下的城中

村空间环境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钱禹昕 曹宇翔 邓先农 袁鑫哲 李梦颖

指导老师：孙皓 陈烨 刘方馨

参赛院校：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80. 作品名称：落脚城市—基于武汉小何西村共享公寓设计

参赛作者：周一帆 焦珈莹 张家澳

指导老师：王志鸿 张琪

参赛院校：湖北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四）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类

1. 作品名称：远山·杏源·人家——探寻乌素图的时光记忆

参赛作者：任赫龙 宋彦星

指导老师：贺龙

参赛院校：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园·驿—文旅交融下沿黄公路驿站建筑设计

参赛作者：钱昱彬 薛璞 位安琪

指导老师：韩晓莉 宋功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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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名称：市语园野——长艺荆楚非遗传承苑文化综合体设

计

参赛作者：沈月映 孙苗

指导老师：彭蓉 肖春霞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

4. 作品名称：乡·宴

参赛作者：范永建

指导老师：张妍

参赛院校：长春建筑学院文化创意产业学院

5. 作品名称：炉石传说——关于千年技艺陈炉古镇的乡村复兴

试验

参赛作者：王国华 张晋菘 郭子昱 刘鑫 彭方荟

指导老师：韩晓莉 宋功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6. 作品名称：现代自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宁波市万嘉村

为例

参赛作者：刘慧琛 彭义洁 潘钜灿 姚颜霖 刘慧莉

指导老师：文强

参赛院校：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7. 作品名称：源木本心——居自在

参赛作者：宣乐

指导老师：娄钢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思归故里-田园小镇适老空间设计改造

参赛作者：张廷辉

指导老师：陈虹羽

参赛院校：昆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9. 作品名称：《Light up The Island》

参赛作者：黄昱铭 王嘉路 邢家瑞 别茜文

指导老师：邹颖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0. 作品名称：山野间涧——乡村旅游驱动下的赣南客家村落再

造探索

参赛作者：周鹏 赵晖

指导老师：高颖

参赛院校：天津美术学院环境与建筑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牡色田园，牡名而来

参赛作者：孙嘉林 李星

指导老师：陈永馨

参赛院校：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雄关漫道从头越——北京市马兰村红色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孙金涛 王哲娴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3. 作品名称：基于城乡共建共兴共享理念的传统村落文旅发展

设计

参赛作者：孙玉玉 唐雅诗

指导老师：杨玲

参赛院校：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14. 作品名称：商南富水香茗田园特色小镇

参赛作者：赵另志

指导老师：赵郧安

参赛院校：西京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15. 作品名称：重·振——全域空间视角下的乡村土地整治与空

间优化策略

参赛作者：韩茜 朱琼宇 黄婉诗 李易燃

指导老师：卢丹梅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6. 作品名称：玄草盘江，寻里闬遗古与来年——基于浙江省“未

来乡村社区”规划设计探索下的李茂村

参赛作者：张含纯

指导老师：张晓芳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环境工程系

17. 作品名称：乡村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陈岩 周安悦 李紫薇 杨富强

指导老师：种培芳

参赛院校：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18. 作品名称：归去来兮——人地协调视角下的东永安村村庄规

划

参赛作者：石玉凡

指导老师：马珂

参赛院校：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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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作品名称：共缔造·兴京口——共生理念下的村庄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詹秀琴 吴燕芬 柳书常

指导老师：周沿海 蒋龙波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0. 作品名称：游驻山林间·皖南颐养园

参赛作者：丁瑢澜 沈娇瑶 冯碧莹 帕里扎提·纳毕 张瑞麟

指导老师：王琳 屠李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1. 作品名称：重聚“焦”·再忆“溪”——基于场景重忆的焦

溪古镇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参赛作者：刘明珠

指导老师：祝遵凌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2. 作品名称：书影暗香——“竹书纪年”文化游园规划与设计

参赛作者：闫月珍

指导老师：宋歌

参赛院校：新乡工程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23. 作品名称：望月.摘星——兴伊措暗夜公园特色小镇景观概念

设计

参赛作者：马先杰 夏豪杰 颜邦骐 孙紫琪 张博超

指导老师：周维乐

参赛院校：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湖州学院艺术系 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

院

24. 作品名称：乐活乡野，岱岱相传——乡村振兴视角下的黄河

文化传统村落空间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范雷鹏

指导老师：王兰

参赛院校：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25. 作品名称：冰霜退，鱼郎归

参赛作者：朱殊同 曹乃纯

指导老师：钱可敦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

保护学院

26. 作品名称：江石觅境，碧竹向兴——基于四态融合的“竹+”

旅游综合体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杨钦 叶翔 高冶丹 叶萍 余乐

指导老师：江明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7. 作品名称：花村环游记

参赛作者：张哲铭 庞洪旭 解士楷 王宁 任明宇

指导老师：薛超越 万丹

参赛院校：长春建筑学院公共艺术学院

28. 作品名称：万象·融生——基于乡村振兴下黑河市西岗子矿

山改造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詹开元 吕纪庆 张健 唐嘉旋 王术辉

指导老师：杨波 周金梅

参赛院校：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农学院

29. 作品名称：韧性土地计划——西藏那曲市永冻土消融的土地

治理策略

参赛作者：刘振兴

指导老师：陈波 韦宇航

参赛院校：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

30. 作品名称：黄河青山色 滩北有人家——乡村振兴下的空心型

传统村落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柴婧颖 陈妍 黄紫微 付晓鑫 徐继鑫

指导老师：王云中 崔文河 林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1. 作品名称：乐活曲水，悦动湾村——泾县蔡村镇月亮湾村规

划设计

参赛作者：古尤龙 张业成 舒佳 黄世彪 卢佳欣

指导老师：屠李 傅辰昊

参赛院校：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2. 作品名称：朝云乡居，智谷岩游——基于云中旅居的未来乡

村旅游综合体规划

参赛作者：徐佳怡 韩茜 王蕾 李彦 谢蝉蔓

指导老师：卢丹梅 陈思颖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33. 作品名称：江西九江丰良新村振兴思路及生态治理策略

参赛作者：金一诺 尹力本 张璐 黄泽豪

指导老师：赵艺源 李畅 沈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34. 作品名称：天堂触媒，风景天下——基于文化触媒的大运河

苏州段公园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周凌赟

指导老师：连泽峰

参赛院校：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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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作品名称：“佟”生共裕-基于城乡共建视角下的佟家峪乡村

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陈小鸥 张悦 齐静涵

指导老师：于淼

参赛院校：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36. 作品名称：逆境之旅-乡村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刘立鑫 徐衍慧 宋佳玫 左蔚薇

指导老师：廖建军

参赛院校：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37. 作品名称：《渔生与海》----祥芝渔港旅游景观改造

参赛作者：夏圻彬 陈权权 姚志凌 廖若琛 胡涛

指导老师：张建勇

参赛院校：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38. 作品名称：未来钟宝镇改造交互式滨水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耿梦涵

指导老师：杨世雄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艺术学院

39. 作品名称：依乡守梦——基于3E理念的十三里桥乡景观体

验激活计划

参赛作者：李丹 齐燕楠 武明雅 赵金融 张毅恒

指导老师：翟付顺 王志保

参赛院校：聊城大学农学院园林园艺系

40. 作品名称：觉醒——基于爱国主义教育理念的乡村景观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郑懿玮 张凌雁 郭笑笑 谈徐莉 魏来

指导老师：吴丽丽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41. 作品名称：古羌拾忆——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村落旅游发展

提升

参赛作者：秦照辉 苗丝雨 郭添添 万思语

指导老师：王璐瑶

参赛院校：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42. 作品名称：与子同梦——乡村振兴背景下同宗族村落间的互

惠共生系统

参赛作者：李羚 李昕洁 张鑫玥 崔田馨悦

指导老师：张涛 韦娜 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3. 作品名称：漈边巷里，武艺人家——基于艺术乡建的漈下村

景观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甘巧春

指导老师：廖凌云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44. 作品名称：归园茶居——基于茶旅融合视角下的乡村综合体

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孙馨宁 姜竹文 朱丁耀 宋汀蓝

指导老师：杨云峰 李晓颖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5. 作品名称：山之褶——山东枣庄竹园村乡村振兴计划

参赛作者：林星辰 刘梦瑶 李思媛

指导老师：吕娜 滕玥

参赛院校：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园林专业

46. 作品名称：焕活之河-基于赣江中下游水环境下的生态修复与

治理

参赛作者：张婧怡 王紫怡 王蕊欣

指导老师：吕小辉 崔文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7. 作品名称：诗画川西坝，耕读田园景——团地再生视角下的

川西林盘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张靖怡 张碧云 何蒙蒙 牛艳芳

指导老师：王伟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

林与艺术学院

48. 作品名称：枕山襟海——“三生”理念下麦窑村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梓阳 徐逸飞 李嘉琪 刘慧楠 李姿璇

指导老师：王凯 梁红

参赛院校：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49. 作品名称：青山石境 予民新生——太原市慕云山废弃采石场

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李晓敏 段雅楠 刘书悦 魏淑娟 韩蕊强

指导老师：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0. 作品名称：胡家岗大院乡村改造--游园惊梦

参赛作者：刘芯雨 李杰 罗媛 高睿莉

指导老师：胡青青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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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作品名称：沁园 春醒

参赛作者：黎书聿 刘信君

指导老师：王晓晓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52. 作品名称：村、矿、佛——救赎之路

参赛作者：侯凯 李慧珺 李晓敏 吕午杰

指导老师：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3. 作品名称：《渔音缭绕——祥芝镇音乐旅游度假区改造》

参赛作者：李君奕 欧澍宇 苏剑宇 林靖钧

指导老师：张建勇

参赛院校：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54. 作品名称：乡村的盒子剧场

参赛作者：王旭东

指导老师：张婷 张丽珍

参赛院校：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

55. 作品名称：韦州.“维”州-基于触媒理论下的古城村落更新

与保护设计

参赛作者：李伊伊 王雅儒 裴苑利 马梦娇

指导老师：崔文河 陈晓育 韦娜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6. 作品名称：寻找彩虹桥——基于游戏体验的观光农业园

参赛作者：吴莹 聂子晨 宋怡梦 孙蔚

指导老师：苏同向 杨艺红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7. 作品名称：逐水而居 聚地共生——基于在地化理念设计规划

的苏贝希村乡村振兴计划

参赛作者：李家馨

指导老师：冶建明 朱梦梦

参赛院校：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58. 作品名称：曲巷汇芳韩城清水村古村落建筑与文化保护开发

参赛作者：陈文静 王晓曼

指导老师：蔺宝钢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9. 作品名称：佛山市西樵镇爱国村乡村设计

参赛作者：范陈缘 李安琪

指导老师：张婷 张丽珍

参赛院校：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

60. 作品名称：山禾阡陌——三河村山地稻田生产性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唐嘉蔓 杨强

指导老师：黄红春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61. 作品名称：旧宅重生记——非遗雕刻馆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唐子鸣

指导老师：张慧慧

参赛院校：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62. 作品名称：《环环相生——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旅智慧农业

公园设计营造》

参赛作者：成鑫

指导老师：林建桃

参赛院校：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63. 作品名称：“青草铺子”——龙门谷行老街外部公共空间更

新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李春明

指导老师：蔡楚君

参赛院校：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64. 作品名称：“崇”生

参赛作者：秦力立

指导老师：李平毅

参赛院校：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65. 作品名称：“稻香茶舍”重庆南川区向家沟村稻田茶室设计

参赛作者：秦晋

指导老师：杨吟兵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66. 作品名称：塞外钟声——宁夏西安州古城景观再生设计

参赛作者：张孝然 洪见兰 金鹏 成欣 陈仲勃

指导老师：崔文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7. 作品名称：新晴野——北京绿化平原造林景观提升设计

参赛作者：刘梦璇 王海涛

指导老师：孙士博 张盾

参赛院校：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园艺系

68. 作品名称：湖州市长兴县仙山湖片区乡村设计方案

参赛作者：万佳豪

指导老师：张婷 张丽珍

参赛院校：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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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筑与环境类

1. 作品名称：游走的边界

参赛作者：董倬煜 赵泽茵

指导老师：徐宇甦

参赛院校：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2. 作品名称：《食语韵流——“人—鱼—菜”三位一体的社区

邻里交流圈构建》

参赛作者：阮律智 林宇暄

指导老师：王玏 夏欣 丁静蕾

参赛院校：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

3. 作品名称：高层办公楼设计

参赛作者：明正鸿 张发举

指导老师：左明星 陈虹羽 温会茹

参赛院校：昆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4. 作品名称：水岸艺术馆——容&融

参赛作者：邵轲彬 李明明

指导老师：李坤明

参赛院校：河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5. 作品名称：建筑与环境设计—以秦岭北麓庭院设计为例

参赛作者：曹雪阳

指导老师：唐红

参赛院校：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6. 作品名称：“竹塑”——疫情背景下的疗愈庭院设计

参赛作者：黎姿汝 达代兴一

指导老师：李冬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7. 作品名称：生息万物——基于四姑娘山的漫氧驿境设计

参赛作者：林可淇 刘铭倩 钟爱平

指导老师：夏宇佳

参赛院校：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艺术系

8. 作品名称：古城“营造”

参赛作者：康杰 侯锟

指导老师：肖春霞

参赛院校：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9. 作品名称：On the hopeful field: Slum renovation in the

old city of Rio, Brazil

参赛作者：栾婷 陈彦祺

指导老师：张蔚萍 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流动的表咖

参赛作者：王建梅

指导老师：田甲

参赛院校：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1. 作品名称：渝香·渝色

参赛作者：张哲坤 王植 白梦华 曾麒 郭翊来

指导老师：郝大鹏 龙国跃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六）环境艺术与未来生活类

1. 作品名称：集约舍——集装箱装配式长租公寓

参赛作者：毛佳伟

指导老师：梁青

参赛院校：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环艺系

2. 作品名称：“寻影”皮影戏体验馆室内设计

参赛作者：张千千 朱泓锦

指导老师：魏泽松 徐刚

参赛院校：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 作品名称：他就在这里

参赛作者：王照

指导老师：陈博

参赛院校：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星际探索-南京九龙湖科普性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马立铭

指导老师：吴冬蕾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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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日常的诗意——叠变空间·港湾

参赛作者：吴月 尹晓宇

指导老师：胡海晓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量子纠缠亚空间——未来城市生活设计

参赛作者：童浚哲 李林奕 赵乐 崔茹兰 周哲宇

指导老师：叶云

参赛院校：湖北大学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动创未来—中小学生科技启蒙体验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成丹 李千卉 李佼芳

指导老师：王葆华 李邵文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 作品名称：巴瑶族水上聚落设计

参赛作者：高晶晶 王月妍 李蕴葳 刘子豪 毛威

指导老师：马博华

参赛院校：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9. 作品名称：归去来兮 园林庭院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刘欣雨 张乐颖 郭惠倩

指导老师：李冬

参赛院校：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0. 作品名称：梦醒 主题电影浸润式展览空间室内设计

参赛作者：陈禹彤 肖雨辰 赵含

指导老师：杨婷婷

参赛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11. 作品名称：低影响下滨水生态环境提升--以丰台南苑小龙河

带节点一段为例

参赛作者：路照亮 钟淑娟 陈泽浩 魏富军 杨扬

指导老师：杨玲

参赛院校：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12. 作品名称：炁也-“气”主体餐厅

参赛作者：吴玉吉 章莹 邱莹

指导老师：宋海娜

参赛院校：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13. 作品名称：乡野之歌

参赛作者：王珩珂 梁军

指导老师：余毅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14.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下社区型共享办公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梁雅馨 冯诗婉 陈菲

指导老师：宁晓蕾

参赛院校：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5. 作品名称：Office spatial design·未来·

参赛作者：李旭冉

指导老师：徐娅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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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人气奖

（一）毕业论文类

1. 作品名称：广州市天河区老旧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改造

研究

参赛作者：罗海智 谭莹 周欣妮 张译雯

指导老师：赵晓铭 孟祥兆 王凌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2. 作品名称：可供性视角下社区理想型慢跑环境研究——以福

州市为例

参赛作者：杨天娇

指导老师：李霄鹤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作品名称：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梅山地区传统村落景观提升设

计研究——以马路溪村为例

参赛作者：罗晨静 陈成

指导老师：周小梅

参赛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 作品名称：北京浮萍计划——以原住民需求为切入点的北京

胡同微更新规划

参赛作者：郑淇

指导老师：任永刚

参赛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 作品名称：玉蕊幼苗对铜锌重金属复合胁迫的生理生化响应

参赛作者：曾琪琪 屈子钰 黄相毫 黄款 何静

指导老师：梁芳 胡菊 邓旭

参赛院校：玉林师范学院生物与制药学院

6. 作品名称：基于AHP法的兰州银滩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评价

参赛作者：孙嘉乐 李文乐 王雪莹 傅刊 白羽欣

指导老师：刘文兰

参赛院校：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7. 作品名称：基于游客偏好的植物景观最佳观赏距离的研究

参赛作者：茅振宇

指导老师：岳远征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8. 作品名称：济南城区公园绿地中草本花卉应用调研及优化策

略研究

参赛作者：王琳

指导老师：张洁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9. 作品名称：基于CPTED理论的住区街道空间安全感知评价

研究

参赛作者：王怡欢

指导老师：周旭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0. 作品名称：盐碱和干旱胁迫对细叶百合种子萌发的影响及幼

苗生长对盐碱胁迫的响应

参赛作者：王健鸿

指导老师：张彦妮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二）毕业设计类

1. 作品名称：《“渔悦”乡邻——罗源县井水村休闲农庄规划》

参赛作者：王子兰

指导老师：傅伟聪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2. 作品名称：社区发电站-西安解放门街巷景观微更新

参赛作者：杨佩 徐倩

指导老师：刘凡祯

参赛院校：西安欧亚学院艾德艺术设计学院

3. 作品名称：「城」前启后——长城(古北口段)区域更新规划

设计

参赛作者：邓瑜晗 孙泽泓 黄玉莹 李雪萌

指导老师：王越 任震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4. 作品名称：城市老工业区绿色创意产业园更新设计

参赛作者：齐国伟

指导老师：房文博 崔琰

参赛院校：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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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名称：诗画水乡 水墨江汉——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蔡桥

村美丽乡村改造规划

参赛作者：陈基阳 蔡蕊

指导老师：陈丽

参赛院校：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6. 作品名称：重塑·汝河记忆

参赛作者：臧嘉霖 许思凡 高慧 鲁云凤 乔滟

指导老师：邹昀宣 濮赫 史英豪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7. 作品名称：《邻里之间——基于老龄化背景下老旧社区建筑

空间环境更新的设计研究，以西安市明城区安民

里社区为例》

参赛作者：曹景宏 管佳园

指导老师：闫杰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8. 作品名称：湿地鸢飞绕，蒹葭润无为——无为市护城河湿地

公园设计

参赛作者：谢宇为

指导老师：李霄鹤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9. 作品名称：逐梦·筑梦——厦门航天主题乐园方案设计

参赛作者：王则琦

指导老师：李房英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0. 作品名称：唤新与旧——城市更新背景下旧厂房的再利用

参赛作者：王以宁 王诗雨

指导老师：罗青石

参赛院校：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海之心，川之汇”爱国英雄纪念馆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黄家祺 张浩楠

指导老师：嵇立琴

参赛院校：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2.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共享新生空间

参赛作者：张铭珺 冯乐 冯魏铭

指导老师：王璐瑶

参赛院校：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3. 作品名称：以水塑城，文脉永续——泉州古城八卦沟及周边

环境景观更新

参赛作者：颜钰

指导老师：任维 闫晨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4. 作品名称：润境·重生——东莞石马河沿岸景观修复设计

参赛作者：杨双瑞 廖小燕

指导老师：康琳英

参赛院校：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5. 作品名称：金堂县梨花沟河道生产性景观优化设计与研究

参赛作者：符芮菡

指导老师：刘璐

参赛院校：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6. 作品名称：陶舍重重倚岸开——玉窑陶瓷山庄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陆颖瑶 孙宗悦

指导老师：张哲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7. 作品名称：洛裳唐装展馆

参赛作者：何焕成 段梦雅 吴佳仪 赵航宇 邰鹏博

指导老师：濮赫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18. 作品名称：园·隐——基于林盘保护视域下的田园综合体景

观设计

参赛作者：曾敏

指导老师：娄飞 周凡力 娄娟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19. 作品名称：感知边界 ——后媒体时代下的“农”与“城”

参赛作者：向子晗

指导老师：谢雅辉

参赛院校：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20. 作品名称：古城漫步-老城复兴背景下的社区综合体设计

参赛作者：杨浩东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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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计类

1. 作品名称：津韵—基于人河记忆重塑的叙事性滨海景观设计

参赛作者：柯漪岚 陈薇婷 沙浩硕 彭泓铭

指导老师：孙宝强

参赛院校：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2. 作品名称：专业设计4-大学宿舍改造 未来大学生需求迭代

视角下的宿舍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张月 张轶文 郝曼羽 孙化雨 梁博森

指导老师：耿舒畅 李丽

参赛院校：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3. 作品名称：探轴之旅·寻脉之行——城市微改造背景下的沙

坪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邢航 赵文媛 刘荣杨 周宇

指导老师：王裔婷

参赛院校：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4. 作品名称：Save Point——关于重庆市渝中区废弃防空洞的

空间建构

参赛作者：游珊 肖倩 马雨洋 王月培

指导老师：周凡力 娄娟 娄飞

参赛院校：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5. 作品名称：《时间都知道—杨凌示范区特色乡村民宿设计》

参赛作者：顾楚剑 刘益志 齐治平

指导老师：程焜 李仓拴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望水之栖 气候·环境——旅馆建筑方案设计

参赛作者：李彬玥 李岚晰 林霖 王露瑶

指导老师：陈岚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7. 作品名称：后疫情时代的建筑思考 ——新陈代谢社区

参赛作者：刘宇恒 张嘉源 訾小勍 孙斌 郭晗

指导老师：张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8. 作品名称：兰亭——山地旅馆设计

参赛作者：王雨秋

指导老师：韩玮霄 席鸿

参赛院校：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9. 作品名称：灰绿共生，空间共享

参赛作者：逯瑞星 赵雯君 郑佳佳 张慧颖

指导老师：张淑梅 刘保国 孟南

参赛院校：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10. 作品名称：康心养月

参赛作者：许如江 闻天庆

指导老师：方静

参赛院校：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世遗路线延续计划——澳门三盏灯片区设计更新

改造

参赛作者：郭舒涵 卢菁 江日朗

指导老师：胡璟

参赛院校：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12. 作品名称：遗点迹忆—城市生活多尺度下的工业遗产唤醒计

划

参赛作者：米渊博 高峰

指导老师：马中军

参赛院校：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3. 作品名称：与水共生——还湿·增驿·生态里 陈桥湿地公园

体验区景观提升设计

参赛作者：孙杨 郑肖贞 田莉 葛亚男

指导老师：乔丽芳 张毅川

参赛院校：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4. 作品名称：心灵奇旅——以情感为线索的疗愈城市运动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谭凤玲 胡乔夙诺 刘爱君 李曼溪

指导老师：沈葆菊 孙天正 杨建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5. 作品名称：校园活动广场概念设计

参赛作者：庞祺阳 高赢利 别晓彬 刘柯宇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16. 作品名称：希·翼——校园绿地景观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吴瑜晴 李宜洋 王卓倩 黄思敏 李楠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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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作品名称：风速公园——基于场地风环境的创新型体育公园

设计

参赛作者：管毓宁 施琬琪 朱明可

指导老师：钱静 吴榛

参赛院校：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8. 作品名称：从渠

参赛作者：董慧阳 李洁 刘怡鸽

指导老师：史英豪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19. 作品名称：Serendipity

参赛作者：张佳颖

指导老师：侯超平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20. 作品名称：星潆—以星系为主题的校园景观设计构想

参赛作者：张宇 薛小佳 石贤蕊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1. 作品名称：梦呓乡语——地域文化下的“老家”民俗文化村

景观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成欣

指导老师：吕小辉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2. 作品名称：赓衍—城市广场优化改造

参赛作者：朱凌燕 刘紫琳 卫雨馨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3. 作品名称：脉传耕读，灸炙通络——韩城相里堡老村改造提

升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王昊哲 王雨沫

指导老师：李小龙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24. 作品名称：古宿云夕——新民村功能整合与景观营造

参赛作者：王星隆

指导老师：颜兵文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5. 作品名称：武汉城市内涝问题的道路改造

参赛作者：王以宁

指导老师：余文心

参赛院校：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6. 作品名称：心之岛——汽车客运站设计

参赛作者：董泽宇

指导老师：张辉

参赛院校：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27. 作品名称：海棠晓

参赛作者：贾适夷

指导老师：张锡娟 罗言云

参赛院校：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28. 作品名称：古今共生·以文化城 基于共生理念下的洛阳唐宫

市场地段更新与设计

参赛作者：杨逸飞 曾红平

指导老师：付胜刚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29. 作品名称：共享视角下的街道景观空间构想——城市禾望者

参赛作者：韩蕊强 胡浩 刘贤琪 董叶 卢春卉

指导老师：王琼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30. 作品名称：阆山歌——郑州文博广场改造计划

参赛作者：付禧源 廖子璇 吴鑫悦

指导老师：王芳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31. 作品名称：曲水流“商”，古镇新“颜”——更新·重生·绽

放

参赛作者：刘伟淇 李诗娟 吴圭生 谢象领

指导老师：周博 陈晓刚

参赛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32. 作品名称：辋川物语——湘江公园植物景观改造方案

参赛作者：孙丽雯 沙小珂 张梓煜 刘锐卓 贾昊然

指导老师：胡海辉 洪丽

参赛院校：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33. 作品名称：中庸党建工作室设计

参赛作者：侯智铧 李淳昱 张云麒 狄知非 张家豪

指导老师：何曼婷

参赛院校：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34. 作品名称：津韵幻境

参赛作者：孙一涵 王菲

指导老师：孙宝强

参赛院校：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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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作品名称：水孕万物，源动新生

参赛作者：蒋忠圆 吴成富 彭东威 彭格 王冲

指导老师：文彤

参赛院校：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6. 作品名称：场域重构，生活再现——西安商业街区活化设计

参赛作者：王心怡 蔡皓明 张人予

指导老师：李昊 叶静婕 吴珊珊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37. 作品名称：时光长河，记忆如歌——基于时空文脉的叙事性

滨水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郎靖怡 梁晓红

指导老师：张敏

参赛院校：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38. 作品名称：忆港融城 文景更续-基于织补理论的港口城市更

新

参赛作者：孙青子 付君赛 王野 翟羽佳 胡玲玲

指导老师：卢渊 杨雪 陈晓育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

景园林艺术学院

39. 作品名称：陕西靖边龙洲丹霞地貌风景区规划及自然地貌保

护

参赛作者：董珊珊 胡昊冉 高禄鸿 朱哲贤 崔乾清

指导老师：刘媛

参赛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40. 作品名称：礁浪宕歌——基于自然教育理念的滨海空间改造

设计

参赛作者：李金凤

指导老师：张一平

参赛院校：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

（四）主题竞赛类

1. 作品名称：晴云瑞兽现 山青药草方

参赛作者：吕潇然 宋若一 高佳豪 范子需

指导老师：冷先平

参赛院校：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作品名称：智活乡囿---松阳古镇的租赁花园设计

参赛作者：杨亦开 王跃 王则琦 李镇年 靳丹阳

指导老师：廖凌云 任维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作品名称：给你一颗糖——基于缓解压力视角下的公园景观

设计

参赛作者：许镇洲 罗梓文 李诗敏 陈敏仪 曾繁基

指导老师：曾松 黄基传

参赛院校：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

4. 作品名称：流淌河谷的美酒

参赛作者：刘文溢 梅博睿 杨志明 金亦雄 魏来

指导老师：李纳 张力 潘磊

参赛院校：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艺术系

5. 作品名称：大街小相——城市街区口袋公园景观整合设计

参赛作者：李雪萌 周迪

指导老师：田国行 何瑞珍

参赛院校：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6. 作品名称：南平市浦城县殿下村示范村设计

参赛作者：白慧灵

指导老师：张婷 陈取英

参赛院校：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

7. 作品名称：时空展廊，记忆水岸

参赛作者：张嘎尘 刘婧方 徐莹 王真真 董祎瑶

指导老师：孙婷 吕琳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8. 作品名称：以游牧之线缝沙尘之痕——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

荒漠化修复策略

参赛作者：焦姣泽 王一祎 李菁菁 邹仕晗 张希颖

指导老师：杨冬冬 张秦英 张春彦

参赛院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9. 作品名称：Cantonese Embroidery Paradise ——Design

of symbiosis between human and peacock

参赛作者：刘紫怡 俞紫玥

指导老师：辛艺峰

参赛院校：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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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作品名称：无忧盲盒——未来城市减压空间街道景观畅想

参赛作者：苏婷 陈彦祺 何喜 韩柯

指导老师：杨豪中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1. 作品名称：花村环游记

参赛作者：张哲铭 庞洪旭 解士楷 王宁 任明宇

指导老师：薛超越 万丹

参赛院校：长春建筑学院公共艺术学院

12. 作品名称：鱼的呼吸

参赛作者：谷欣雯 吴宏彰 吴欣语 卢敏 肖沁林

指导老师：周维乐

参赛院校：三亚学院艺术学院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西昌学院艺术学院

13. 作品名称：追溯·复苏·传承—基于“城市双修”理念的福

州马尾工业遗址公园改造设计

参赛作者：陈健翎 宗语馨 林心影

指导老师：黄启堂

参赛院校：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4. 作品名称：防御街道——极端气候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景观设

计

参赛作者：江映晖 刘晋 周金

指导老师：孙成

参赛院校：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15. 作品名称：“良辰美节”——基于合衡和续理念的怀化辰溪

节日文化场所营造

参赛作者：唐文勇 龚晟 熊亚 徐佳慧 彭榕

指导老师：刘破浪

参赛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6. 作品名称：前滩·15分钟生活圈——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空间

畅想

参赛作者：李千卉 陈彦祺

指导老师：王葆华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 作品名称：桥下重生——基于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成都市二环

立交桥下灰色空间的改造方案

参赛作者：岑茂园 苏子康 陈星橪 吕阳 何雨恬

指导老师：吕兵洋

参赛院校：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8. 作品名称：2077 东马坊漫游指南——遗址公园规划设计

参赛作者：朱茜 范丁萍 杨若曦 李家辉 贺华蓉

指导老师：王璐艳 王兰宝

参赛院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成都理工大

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19. 作品名称：脉·洛——基于大庆市石油开采后破碎空间的生

态修复

参赛作者：孙惠园 张玉祚 刘洋 陈泽兵 陈诺

指导老师：范震宇 李诗佳

参赛院校：齐齐哈尔大学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

20. 作品名称：重返桃花源

参赛作者：万涛 曹蕊 李晓 张瑞康 周洁

指导老师：万丹 薛超越

参赛院校：长春建筑学院公共艺术学院

21. 作品名称：云上寻锦 石灵毓秀——南京市白马公园地块城市

更新设计改造

参赛作者：陈明俊 葛冰晶 李广尚

指导老师：丁山 王宜军

参赛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2. 作品名称：织阳——上海市梅陇镇社区更新项目

参赛作者：朱禧 祁航 丁爽

指导老师：吕娜 瞿宙 张华威

参赛院校：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23. 作品名称：墙分内外－多元化的长廊空间设计

参赛作者：蔡思瑶

指导老师：张旺

参赛院校：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24. 作品名称：重生·焕然——关于重庆市后堡社区使用问题的

讨论与改造

参赛作者：张若妍 余朋真 向杰

指导老师：郑爽

参赛院校：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25. 作品名称：桃·源——基于魏晋时期古典文学与传统园林设

计的时空碰撞

参赛作者：何红燕 王影

指导老师：张倩

参赛院校：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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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1. 张春彦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 汪滋松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3. 蔺宝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 周江评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5. 陈 宇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6. 董建文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7. 张 旺 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8. 赵 玮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9. 李 倞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0. 曾 颖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11. 曾穗平 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

12. 拜盖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13. 吕兵洋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4. 曹 磊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5. 曹 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6. 张蔚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 许大为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8. 常 青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19. 陈存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0. 陈红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1. 陈陆露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22. 陈瑞罡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23. 陈思颖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24. 吴雪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5. 陈 怡 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26. 程云杉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7. 程正渭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28. Sunantana 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29. 崔 琰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30. 翟飞飞 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31. 丁国昌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2. 董 晓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33. 杜心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34. 段德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35. 方 遥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36. 房文博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37. 葛少峰 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38. 葛幼松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9. 耿 虹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0. 郭 辉 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41. 郭 敏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42. 郭希彦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43. 郝 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44. 郝 青 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45. 衡寒宵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46. 侯晓赫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47. 胡海晓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8. 胡 璟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49. 胡希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0. 胡一可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51. 黄 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52. 黄 颖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53. 霍海鹰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4. 季建乐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5. 贾朝强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56. 贾丽霞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7. 金晓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8. 井晓鹏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59. 黎 泳 广西艺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60. 李 博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1. 李 冬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62. 李海栋 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63. 李 皓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64. 李坤明 河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65. 李 沁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66. 李绍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67. 李 文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68. 李小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69. 李晓雪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70. 李昕韵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1. 李欣原 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72. 李羽佳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73. 李志英 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74. 梁 锐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

75. 廖凌云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76. 林韶明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7. 刘彩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8. 刘晨晨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

79. 刘建麟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80. 刘 磊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81. 刘 丽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82. 刘丽丽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83. 刘小冬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84. 刘晓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85. 刘雁之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86. 刘 源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87. 刘 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88. 刘长安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89. 刘志成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90. 娄 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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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鲁 琳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92. 鲁子良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93. 吕 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94. 吕 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95. 吕小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96. 马品磊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97. 孟祥兆 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98. 米满宁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99. 庞 辉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00. 庞 颖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01. 彭 蓉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02. 邱 婷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03. 任飞虹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04. 任 维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05. 任永刚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06. 沈葆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07. 师 宽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108. 石 璐 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109. 石松林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110. 史晓华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111. 舒 阳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12. 孙 贝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3. 孙景芝 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114. 孙天明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115. 孙 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16. 汤 辉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17. 唐 娇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18. 田达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19. 田 甲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20. 田永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21. 汪昕梦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22. 王葆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23. 王 芳 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124. 王洪成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25. 王洪涛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风景园林系

126. 王江萍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27. 王今琪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28. 王俊磊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129. 王 凌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30. 王璐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31. 王 琼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32. 王 婷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33. 王 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34. 王晞月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35. 王炎松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36. 王振报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37. 韦 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38. 温 军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39. 温 瑀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0. 文书生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41. 文晓斐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42. 文亚峰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43. 吴 琅 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44. 吴 敏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45. 吴 焱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46. 武冬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47. 武 静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48. 席素亭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49. 肖 希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50. 肖哲涛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151. 谢启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152. 辛善超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53. 熊 薇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54. 徐红蕾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55. 徐齐帆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56. 徐 强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57. 徐 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58. 许 娟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59. 许先升 海南大学林学院

160. 许莹莹 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61. 宣 蔚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62. 闫 晨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63. 闫晓俊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64. 颜玉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65. 杨定海 海南大学林学院

166. 杨冬冬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67. 杨建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68. 杨精卓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169. 杨 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70. 杨 燕 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171. 叶涧枫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72. 于东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3. 余侃华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74. 余文心 斯芬克国际艺术教育

175. 张鸽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176. 张俊玲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77. 张明娟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178. 张培颖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179. 张启菊 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80. 张秦英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81. 张 泉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82. 张 睿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83. 张少伟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184. 张 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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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张晓敏 内蒙古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86. 张延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187. 张彦妮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88. 张 艺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189. 张运兴 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90. 张 哲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191. 赵建华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92. 赵利权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93. 赵晓铭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194. 赵一舟 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195. 钟虹滨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96. 种培芳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197. 周佳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98. 周 敏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99. 周 彤 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200. 周维乐 Loooooke 鹿课设计工作室

201. 周 旭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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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优秀组织奖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9.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0.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2.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3. 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14.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5.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6. 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17.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8.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9. 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0.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21. 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22.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3.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24. 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

25.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6.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27.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8.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29. 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30.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31. 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32.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33. 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34. 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35.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36. 沈阳工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37.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38. 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39.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40.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41. 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42.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3.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4.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45.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46.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47.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48.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49.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50. 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51. 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52.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53. 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54.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55.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56.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57.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58.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59. 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60. 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61.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

62.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63. 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64.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65. 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66.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7.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68.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69. 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70. 河北美术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71. 湖北大学艺术学院

72.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7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74. 西安欧亚学院艾德艺术设计学院

75.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76. 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77. 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78. 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79.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80. 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1. 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82. 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83. 新乡工程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84.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风景园林系

85. 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86. 西安工业大学

87. 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88.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9. 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90.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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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92.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93.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94.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艺术系

95.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96. 长春建筑学院文化创意产业学院

9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98.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99.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00. 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101. 海南大学林学院

102.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103.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104.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美术设计系

105.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06. 银川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107. 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108. 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09. 昆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10.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11.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12.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13. 厦门工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14. 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15. 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6. 唐山学院艺术系

117.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118. 玉林师范学院生物与制药学院

11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120.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园艺系

121.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22.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

123.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24. 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5. 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126. 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

127. 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128. 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29. 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130.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31.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

132. 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133. 沈阳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34. 天津美术学院环境与建筑艺术学院

135. 西京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136.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137. 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

138.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139. 奥克兰大学创意艺术与产业学院

140.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141. 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

14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143. 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44. 朝阳科技大学景观及都市设计系

145. 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146.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147. 韩国庆熙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4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49.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50.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151.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152.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153.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建筑学院

154. 伦敦艺术学院

155. 墨尔本大学设计学院

156. 普利茅斯大学

157. 日本法政大学设计工程研究生院

158.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

159.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60. 台湾辅仁大学艺术学院

161. 台湾勤益科技大学人文创意学院

162. 台湾联合大学设计学院

163.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164. 瓦格宁根大学景观建筑与空间规划学院

165. 香港城市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66.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167.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

168.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

169. 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70.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171.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172. 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173.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74.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175.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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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先进教育集体奖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8.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9.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10.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1.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3.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4.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5. 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1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17. 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8.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9.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20. 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21.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2.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3.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4.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5. 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26.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27.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28. 西安工业大学

29. 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30. 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31. 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32.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33.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34.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35. 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36.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37.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38.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39.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40.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41. 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42.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3.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44.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45.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

46. 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47.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48. 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49.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0. 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51. 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52.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53.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54.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55.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56.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57.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5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59.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60.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61.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62.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3.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64.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5. 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66.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67.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68. 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69. 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70.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71. 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2. 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设计系

73. 聊城大学农学院园林园艺系

74.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5. 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76. 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77.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78. 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79.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80.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81.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82.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83.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84. 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8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86.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

87. 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88. 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89. 六盘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90.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第十二届园冶杯国际竞赛

12TH YUANYE AWA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116

91. 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92.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93.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94. 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95. 昆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96. 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97. 沈阳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98. 河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99. 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00.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01.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102.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艺术学院

104. 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105. 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06. 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07. 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08.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09.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10.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11. 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

112.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113.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114. 厦门工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15. 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116. 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117. 四川旅游学院艺术学院

118. 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119. 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20. 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21.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122. 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123. 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24. 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25. 沧州交通学院艺术学院

126.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27. 新乡工程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128. 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129. 海南大学林学院

130. 湖北大学艺术学院

131. 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32. 燕京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133. 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134. 玉林师范学院生物与制药学院

135.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136.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137.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138. 绵阳师范学院城乡建设与规划学院

139. 苏州城市学院艺术系

140.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141.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142.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143. 长春建筑学院公共艺术学院

144.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建筑与设计系

14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46. 齐齐哈尔大学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

147. 三峡大学艺术学院

148. 东华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149.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5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151.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152.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153. 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54.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建筑学院

155.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56. 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57.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158.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设计学院

159. 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160.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61. 商丘师范学院测绘与规划学院

162. 天津仁爱学院建筑系

163. 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164. 天津美术学院环境与建筑艺术学院

165.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

166.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167. 安阳工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68.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热带农林学院

169. 广东培正学院艺术学院

170. 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

171. 广东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72.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173.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设计工程系

174. 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

175. 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176.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景观及都市设计系

177.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178. 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79.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80.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81.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182. 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

183.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184. 河北美术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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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艺术学院

186.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187. 海南大学国际旅游学院

188. 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89.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190. 湖北工程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91. 湖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92. 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193. 烟台大学建筑学院

194. 福州工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95. 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196.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环境工程系

197. 西京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198. 西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199.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0.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201. 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202.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3.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艺术系

204. 西安欧亚学院艾德艺术设计学院

205.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206.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207. 金陵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208. 银川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209. 长春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10.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211. 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12.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213. 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环艺系

214.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创意艺术与产业学院

215. 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景观建筑与空间规划学院

216. 台湾勤益科技大学人文创意学院

217. 台湾联合大学设计学院

218.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19.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20. 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

221. 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

222. 韩国庆熙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23. 香港城市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224.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

225. 日本法政大学设计工程研究生院

226.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27.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228.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229.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230.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231.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23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233.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234. 南宁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235.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36.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37.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38.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39. 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40.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41.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242. 深圳大学艺术学部

243.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244.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245.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246.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

247.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48.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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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十二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优秀联络员奖

1. 袁 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 王梓凌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3. 徐晓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建筑学院

4. 张世成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5. 王薇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6. 宋 敏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7. 刘 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8. 冯 攀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9. 胡 欣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0. 王晨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11. 李彦雪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12. 任 洁 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

13. 徐轩轩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4. 肖春霞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15. 季海迪 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16. 马西娜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17. 李 龙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8. 史英豪 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19. 吴宝娜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20. 李平毅 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21. 尹冬傲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2. 冶建明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23. 李 霞 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

24. 孙 帅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25. 李常乐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26. 汤 辉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27. 孟 翔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28. 李芳辉 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9. 杨 洁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30. 曾晨园 惠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31. 王 晨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32. 贾 涵 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33. 王维天 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34. 崔 琰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35. 周希霖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36. 席 鸿 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37. 温 瑀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38. 赵 群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39. 陈仕姣 南华大学建筑学院

40. 寻少睿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41. 胡 蝶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42. 周斯建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43. 王悦希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44. 罗小娇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45. 王亚军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46. 王建梅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园艺科技学院

47. 张梦楠 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48. 易守理 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49. 王 旭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50. 宋 婷 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51. 王杰思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

52. 刘庭风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53. 符 锦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54. 黄麟涵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55. 孟 南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56. 徐 宏 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57. 尚晓倩 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58. 王 玥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

59. 秦旭阳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

60. 韦宇欣 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61. 吴 苗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

62. 周凡力 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

63. 马 源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4. 刘力维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65. 吴丽丽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66. 林雪琼 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67. 刘 森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68. 吕桂菊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69. 徐 娜 西安欧亚学院艾德艺术设计学院

70. 常 青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71. 吴 琅 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72. 张建勇 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73. 王 凯 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

74. 马浩然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75. 李 想 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6. 张惬寅 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77. 杨 韵 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78. 李海港 新乡工程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

79. 王小文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80. 英 姿 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81. 刘 勇 西安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82. 董 伟 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83. 孙景芝 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84. 李 利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5. 葛新驰 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86. 朱 凯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87. 吴 念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88. 于 淼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9. 夏宇佳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艺术系

90. 廖雪兰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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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薛超越 长春建筑学院公共艺术学院

92. 周佳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93. 王裔婷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94. 魏泽崧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95. 王 蕊 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

96. 赵书彬 海南大学林学院

97. 武 颖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98. 吴 岩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建筑学院

99. 申东利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美术设计系

100. 冯雅茹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01. 晋 喜 银川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102. 陈青扬 浙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

103. 蔡楚君 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04. 陈虹羽 昆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05. 于 涛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06. 李嘉琪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107. 刘 玮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08. 龚冰洁 厦门工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09. 王雅坤 山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10. 马博华 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1. 孙伯航 唐山学院艺术系

112. 李圆圆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113. 李 琳 玉林师范学院生物与制药学院

114. 徐 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115. 耿 欣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园艺系

116. 琚淑明 徐州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

117. 李春涛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

118. 石大伟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19. 张 梁 湖南城市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0. 周旭丹 吉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121. 赵小利 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

122. 周 爽 临沂大学美术学院

123. 卞阿娜 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24. 王璐瑶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25. 张 婷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

126. 黎颖惠 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127. 郑连莲 沈阳城市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28. 王文娟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129. 黄 焱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130. 胡海辉 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131. 汪滋淞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132. 董晓璞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33. 霍 达 燕京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134. 熊 毅 齐齐哈尔大学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

135. 韩周林 绵阳师范学院城乡建设与规划学院

136. 李 纳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137. 肖 婵 六盘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38. 袁悦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艺术学院

139. 赵红霞 聊城大学农学院

140. 赵 伟 金陵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41. 杨婷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142. 马 珂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143. 谢 晶 湖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144. 晏 琪 韶关学院英东生物与农业学院

145. 张 敏 景德镇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146. 张跃伟 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园林系

147. 朱慈君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艺术学院

148. 汪洁泉 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49. 刘仁芳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150. 武文浩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151. 刘少博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152. 石 拓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53. 王 威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154. 李孟顺 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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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十二届园冶杯国际建筑奖 

 

大奖 
 

1. 项目名称：The Mausoleum of the Martyrdom of Polish  

Villages in Michiów 

业主单位：Kielce Countryside Museum 

设计单位：Nizio Design International 

主创设计：Miroslaw Nizio 

 

2. 项目名称：Gargash Mosque 

业主单位：Family of the late Mohamed Abdulkhaliq 

Gargash 

设计单位：Dabbagh Architects 

主创设计：Sumaya Dabbagh  

设计团队：Sandrine Quoilin, Aleks Zigalovs, Hana 

Younes, William Java 

 

3. 项目名称：Pirouette House 

业主单位：Kiran P.V. 

设计单位：Wallmakers 

主创设计：Vinu Daniel, Oshin Varughese 

设计团队：J.M. Srivarshini, Shiuly Roy, Keerthi 

Kausalya, Neeraj Murali 

施工单位：Aadcons Construction 

4. 项目名称：阿丽拉乌镇 

业主单位：雅达国际 

设计单位：goa 大象设计 

主创设计：陆皓、张迅 

施工单位：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董越峰 

 

5. 项目名称：焦作天空之院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设计单位：十域建筑 

主创设计：徐小萌 

设计团队：王淳、Hannah Wang 

 

 

 

 

 

 

 

 

 

 

（二）公共建筑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华展校区 

业主单位：徐汇区教育局 

项目总监：金帅 

设计单位：山水秀建筑事务所 

主创设计：祝晓峰 

设计团队：李启同、周延、张璇、张国浩、胡仙梅、许林峰 

施工单位：上海徐房建筑实业公司 

项目经理：杨晟 

 

 

 

 

2. 项目名称：Taboadella Winery 

业主单位：Quinta da Taboadella 

设计单位：CC & CB –Carlos Castanheira e Clara 

Bastai, Arqtos. Lda. 

主创设计：Carlos Castanheira 

设计团队：Orlando Sousa, Inês Cabrita, Nuno 

Rodrigues, Jorge Pinheiro, Fernanda Sá, 

João Figueiredo, Armando Sousa, Diogo 

Pinho, Ricardo Fernandes, Luisa Felizardo 

施工单位：Brita e Costa, 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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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Nanchang Waves 

业主单位：Vanke Group 

设计单位：Nordic Office of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Thomas Fagernes 

设计团队：Yang Zhang, Pedro Joel Costa, Diana Cruz, 

Lucia Borg 

施工单位：Vanke Group 

 

4. 项目名称：上海三联书店·黄山桃源店 

业主单位：祁门皖农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来建筑  

主创设计：马岛 

设计团队：陈运、唐铭 

施工单位：祁门皖农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光传 李均生 

5. 项目名称：Taiyuan Botanical Garden  

业主单位：Botanical Garden Taiyuan 

设计单位：DMAA 

主创设计：Sebastian Brunke, Diogo Teixeira 

设计团队：Maria Dirnberger, Volker Gessendorfer, 

Bernd Heger, Thomas Peter-Hindelang, 

Klara Jörg, Rangel Karaivanov, Leonard 

Kern, Kinga Kwasny, Toni Nachev, Martin 

Schneider, Petras Vestartas 

 

 

 

 

 

 

 

 

银奖 
 

1. 项目名称：日立市立日高小学 

业主单位：日立市市政府 

设计单位：株式会社 三上建筑事务所 

主创设计：益子一彦 

施工单位：りんかい日産・三秀・久下谷 JV 

 

2. 项目名称：Cordoba Quironsalud Hospital 

业主单位：Quirónsalud 

项目总监：Francisco Ortega Montoliu 

设计单位：Enero Arquitectura 

主创设计：Francisco Ortega Montoliu 

设计团队：Everproject Ingeniería,Calter Ingeniería 

 

3. 项目名称：Industrial Building “Brigadas & Promedio   

East” 

业主单位：Diputación de Badajoz 

设计单位：Estudio Arquitectura Hago S.L. 

主创设计：Antonio Álvarez,Cienfuegos Rubio 

设计团队：Cristina Barajas, Pablo Rúa Conde, Pablo 

García Cornejo, Nuria Pérez Cabrero. 

4. 项目名称：Two Rivers Public Charter School at Young           

Campus 

业主单位：Two Rivers Public Charter School 

设计单位：Studio Twenty Seven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Jacob Marzolf 

设计团队：Natalie Mutchler 

施工单位：MCN Build 

 

5. 项目名称：陕西岐山县太平塔旅游集散服务中心 

业主单位：岐山县太平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闫彩 

设计单位：博大绿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哲、李建斌 

设计团队：张守明、张勇、孟晓蕊、胡春辉、贾秋晔、杨忠

保、董雪薇 

施工单位：博大绿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程祥荣 

 

 

 

 

铜奖 
 

1. 项目名称：望亭·别所-朱家角卫生间 7 号 

业主单位：上海朱家角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出品建筑事务所 

主创设计：丁鹏华 

设计团队：唐家佳、王治国、刘志远 

施工团队：徐诗全、徐卫东、陈异、杨茂龙、曹文斌、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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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乐府书局 

业主单位：北京乐府悠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永峰 

设计单位：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刚 

设计团队：孙启超、刘红健 

施工单位：北京泰航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蔡迪 

 

3. 项目名称：Elementary and Comprehensive School 

Hausach 

业主单位：City of Hausach 

设计单位：Schaetzler Architekten GmbH 

主创设计：Walter Schaetzler 

设计团队：Tanja Scharf, M. Arts Elitsa Bankova 

施工单位：Fa. Wacker Bau, Offenburg 

 

4. 项目名称：西安高新区第六高级中学图书馆 

业主单位：西安高新区第六高级中学图书馆 

设计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主创设计：吴瑞、王毛真、李少翀 

设计团队：杨晓涵、刘怡嘉、牟子雍、郭铭杰、王琛、胡祎

航 

施工单位：西安舟正实业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 

业主单位：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 

设计单位：XOPA Architecture Bureau 

主创设计：M. Mikadze, O. Shukurov, A. Perevalova 

设计团队：E. Lartseva, A. Ivashkevich 

施工单位：Evrostroyk Holding+ LLC 

6. 项目名称：苏州湾体育公园休闲配套 

业主单位：苏州吴江城投集团，Lim cafe 

项目总监：贺荣 

设计单位：苏州平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乙童、杨楠 

设计团队：林圭佳栋、肖湘东、王恩铸、杨波、肖明峰 

施工单位：苏州十里尧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健 

 

7. 项目名称：Tibidabo Welcome Square 

业主单位：PATSA + Barcelona Serveis Municipals SA 

设计单位：Mias Architects 

主创设计：Josep Miàs, Marc Subirana 

设计团队：Marta Cases, Maria Chiara Ziliani, Ilaria  

Egidi, Bernardo García 

施工团队：MOIX 

 

8. 项目名称：郑州西一中学 

业主单位：郑州清华大溪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海鹏 

设计单位：凯斯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程权、朱才华 

设计团队：曾跃华、程甲、李孟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 

项目经理：陈向伟 

 

 

 

 

 

 

 

 

 

（三）居住建筑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武义梁家山·拾云山居 

业主单位：宏福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琦 

设计单位：尌林建筑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陈林 

设计团队：刘东英、杨世强、简雪莲 

 

 

 

2. 项目名称：Kastelaz Hof 

业主单位：Confidential 

设计单位：Peter Pichler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Peter Pichler, Silvana Ordinas 

施工单位：Bernard 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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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The Cove House 

业主单位：Mr. Siddhartha Devadhar 

设计单位：Red Brick Studio 

主创设计：Ankur Kothari, Anil Poduval 

设计团队：Kalyani Shah, Azhar Poonawala 

施工单位：Goka 

 

4. 项目名称：张家界马儿山·林语山房（又名燕儿窝） 

业主单位：张家界美丽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温兴国 

设计单位：尌林建筑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陈林 

设计团队：刘东英、时伟权、陈松 

5. 项目名称：House in Grândola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Bak Gordon Architects 

主创设计：Ricardo Bak Gordon 

设计团队：José Pedro Cano, Maria Barreiros, Tânia 

Correia, Maria Passos de Almeida 

施工单位：Fernando Pedreiro - Construções Civis,  

Lda. 

 

 

 

 

 

 

银奖 
 

1. 项目名称：GC House 

设计单位：FCC Arquitectura 

主创设计：Fernando Coelho, Ana Loureiro 

设计团队：Sérgio Silva, Luís Vieira, Diana Teixeira 

施工单位：NVE - Engenharia e Construção 

 

2. 项目名称：Origami XXL 

业主单位：OGIC–Demathieu Bard Immobilier 

设计单位：FRESH architectures, ITAR Architectures  

设计团队：Julien Rousseau, Julien Faure FRESH,  

Ingrid Taillandier, Oriane du Chéné ITAR 

 

3. 项目名称：House N-DP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GRAUX & BAEYENS architecten 

主创设计：Koen Baeyens, Basile Graux 

 

4. 项目名称：Floating Home 

业主单位：CPO Schoonschip 

设计单位：i29 Architects 

施工单位：Hagoort Bouw 

项目经理：Gemeente Amsterdam 

 

5. 项目名称：KHI House 

设计单位：LASSA 

设计团队：Theo Sarantoglou Lalis, Dora Sweijd, 

Jonathan Cheng, Nikolas Klimentidis, 

Jocelyn Arnold, Raz Keltsh 

施工单位：V. Spyropoulos 

 

6. 项目名称：55 Sathorn House 

设计单位：Kuanchanok Pakavaleetorn Architects 

主创设计：Kuanchanok Pakavaleetorn 

设计团队：Eakkachat Suparat, Artisan Architect, Muun 

施工单位：VMR 

 

7. 项目名称：Phetkasem Artist Studio 

设计单位：HAS design and research 

主创设计：Jenchieh Hung, Kulthida Songkittipakdee 

设计团队：Zidong Fan, Jiaqi Han 

 

8. 项目名称：CASA AA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Horma–estudio de arquitectura 

设计团队：Nacho Juan, Clara Cantó, Jose Iborra, Bel

én Iglesias, Ana Riera, María Mateo 

 

9. 项目名称：绍兴建发棠颂和鸣 

业主单位：建发、众安 

项目总监：叶晨辉 

设计单位：上海地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郭战新 

设计团队：张骋、凯撒、谷永乐、刁敏辉、王星霖、廖兵、

王林、黄刚、付胜超、吴日萍、魏铭 

施工单位：宏扬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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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目名称：凤城金茂府 

业主单位：金茂 

项目总监：沈苏闽 

设计单位：上海地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揭涌 

设计团队：郑万军、熊楚峰、张瑞琪、田磊、黄哲、边珂旭、

郑思源、陈凯、张馨尹、韩雯莹、韩吉祥 

施工单位：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书豪 

11. 项目名称：华润置地誉澜颂 

业主单位：华润置地 

项目总监：张惊时 

设计单位：上海地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沈文理 

设计团队：赵敏、张弛、涂阳、姚松、韦康、张继樱、何周 

施工单位：辽宁佳腾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巨岩 

 

 

铜奖 
 

1. 项目名称：Wooden Treehouse C 

设计单位：Stilt Studios 

主创设计：Alexis Dornier 

 

2. 项目名称：长乐雅颂 

业主单位：融创中国 

设计单位：goa 大象设计 

主创设计：何峻、周翌 

 

3. 项目名称：PLOT # 2186-2187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Bernard Khoury DW5 

主创设计：Bernard Khoury 

 

4. 项目名称：La Casa Permanent Supportive Housing 

业主单位：District of Columbia Department of General 

Services 

设计单位：Studio Twenty Seven Architecture, Joint 

Venture with Leo A Daly 

主创设计：Jacob Marzolf 

设计团队：Mes Spearman 

施工单位：Monarch 

 

5. 项目名称：江南墅 

业主单位：台州市朗成景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goa 大象设计 

主创设计：田钰 

 

6. 项目名称：Abovedada House 

业主单位：Pedro Lluch 

设计单位：Edward Rojas Arquitectos 

主创设计：Edward Rojas Vega 

设计团队：Eateban Uribe Mansilla 

施工单位：Constructora Corcovado 

7. 项目名称：Bewboc House 

设计单位：Fabian Tan Architect 

主创设计：Fabian tan 

 

8. 项目名称：Casa Prebarco House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2DM Arquitectos 

主创设计：Daniel Diaz Miranda 

 

9. 项目名称：Casa Ter 

业主单位：Private 

项目总监：Benjamin Iborra Wicksteed 

设计单位：Mesura 

 

10. 项目名称：丘山居 

业主单位：丘山居民宿 

项目总监：王铮 

设计单位：武汉原榀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周超 

设计团队：邓可超、岑梓鑫、梅炜 

施工单位：天津市蓟州区鑫恒盛石材经营部 

项目经理：金鑫 

 

11. 项目名称：Q-Village 

业主单位：中国建筑中心 CBC 

设计单位：Stefano Corbo Studio 

主创设计：Stefano Corbo, Marta Romero 

 

12. 项目名称：湖州川房—川流不息 

业主单位：壹所设计精品民宿 

设计单位：来建筑设计工作室 

主创设计：马岛 

设计团队：谢佳辰、张梦婷、陈运、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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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名称：The AYA 

业主单位：District of Columbia 

项目总监：Chris Wright 

设计单位：Studio Twenty Seven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Jake Marzolf, John K Burke 

施工单位：Blueskye Construction 

项目经理：Greg Prioleau 

 

14. 项目名称：In Harmony with Nature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Lima Design Kft. 

主创设计：Bianka Hajdu 

设计团队：Tamas Vekony, Zsuzsa Mede 

 

15. 项目名称：House in Güemes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Zooco Estudio 

主创设计：Javier Guzmán Benito, Miguel Crespo Picot, 

Sixto Martín Martínez 

施工单位：Zooco Estudio 

16. 项目名称：建发·融创 鸿璟园 

业主单位：建发房产 

项目总监：梅涛 

设计单位：上海地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沈文理 

设计团队：张弛、魏世翔、王泊静、张继樱 

 

17. 项目名称：中海·云麓里 

业主单位：中海地产 

项目总监：冯春晓 

设计单位：上海地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沈文理、张道亮 

设计团队：陆原上俊、张弛、赵敏、周振东、张继樱、何周 

施工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龙 

 

 

 

 

 

 

（四）商业建筑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宾临城·农宅民宿改造 

业主单位：湖州绿健生态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不无（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健、宋俊梁 

设计团队：彭博文、高华远、时宏卓 

 

2. 项目名称：Palais des Congrès & Casino-Cap d’ 

Agde 

业主单位：City of Agde 

设计单位：A+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Philippe Bonon, Clément Rabourdin 

设计团队：Philippe Escamez Architecte 

施工单位：Sogea Sud Batiment, Giraud Serin 

3. 项目名称：《浮瓦听雨》杭州“锦寄行”精品生活馆设计 

业主单位：锦寄行 

设计单位：寻常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林经锐、王坤辉 

设计团队：温馨、Laura Canto López、吴海伦、关柳霞 

 

4. 项目名称：东极尘曦民宿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设计单位：介隐建筑事务所 

主创设计：沈圣喆 

设计团队：郭怡欣、肖鹏、陈慰、姚永立、孙梅杰、苏立德、

郭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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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 
 

1. 项目名称：鹿山时代 

业主单位：杭州金月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goa 大象设计 

主创设计：何兼、韩中强 

 

2. 项目名称：山院-自在怀里民宿 1#院 

业主单位：自在怀里 

设计单位：野境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王玥、韩书凯、李启悠  

施工单位：智营造 

 

3. 项目名称：半山的居室—东胡林民宿设计 

业主单位：北京文投集团 

设计单位：未来以北工作室 

设计团队：金波安、李泓臻、罗霜华、张敬一、宋缘圆 

4. 项目名称：Hotel Milla Montis 

业主单位：Oberhofer 

设计单位：Peter Pichler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Peter Pichler, Silvana Ordinas 

设计团队：Simona Alù, Giovanni Paterlini, Cem 

Ozbasaran 

施工单位：Gasser Paul 

 

5. 项目名称：Centr AI 

业主单位：Gemeente Vorst 

设计单位：B-architecten 

设计团队：Stephanie Collier, Evert Crols, Kenny 

Decommer, Dirk Engelen, Sven Grooten, 

Karol Grygolec, Valentin Piret, Julie Van 

Huynegem, Domien Wuyts 

 

 

铜奖 
 

1. 项目名称：Oasis Lanz Beach Mate 

业主单位：Oasis Lanz Beach Mate 

设计单位：Zooco Estudio 

主创设计：Javier Guzmán Benito, Miguel Crespo Picot, 

Sixto Martín Martínez 

施工单位：Zooco Estudio 

 

2. 项目名称：Nestlé E2V 

业主单位：Nestlé Group 

设计单位：Brönnimann & Gottreux Architectes SA 

主创设计：Pasqualino Tomassi, Laurent Sauvageat 

设计团队：Davide Antonuccio 

 

3. 项目名称：Florentia Village Shanghai Luxury Designer 

Outlet, Phase II 

业主单位：Florentia Village (Shanghai) Co., ltd 

设计单位：Hydea group 

主创设计：Leonardo Carucci 

设计团队：Marco Befani, Luigi Scorza, Luca Frassanito 

 

4. 项目名称：重庆四面山小镇 B1 地块 

业主单位：融创中国 

设计单位：goa 大象设计 

主创设计：田钰 

5. 项目名称：西窑洞里 

业主单位：蔚县人民政府、上海太德励拓互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设计单位：一间建筑 A( )VOID 

主创设计：韩橼 

设计团队：马廷光、黄天佑、姚家文 

施工单位：唐山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永定河孔雀城空港壹号街区 

业主单位：孔雀城住宅集团固安分公司 

项目总监：王澎、张广辉 

设计单位：西迪国际/CDG 国际设计机构 

主创设计：杨武 

设计团队：王楠、杜艳果、冯亚丽、李瑞星、高伟伟、刘悦、

谷辰龙、房学兵、王哲、尚长青 

施工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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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Odyssée Pleyel–The Energy Plug 

业主单位：Raim 

设计单位：Jakob+MacFarlane 

主创设计：Dominique Jakob, Brendan MacFarlane 

 

2. 项目名称：Shunde Grand Opera House 

业主单位：Guangdong Shunde Central City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设计单位：Nordic-Office of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Thomas Fagernes 

设计团队：Frederico Francisco, Eva Schwärzler, Yang 

Zhang, Jaymar Delgado 

 

3. 项目名称：泰国苏梅岛蝴蝶山庄别墅群 

业主单位：泰森（龙南）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皓尹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4. 项目名称：Pôle Héloise 

业主单位：Fiminco-Etoile Cinéma 

设计单位：FRESH architectures, RRC architectes 

主创设计：Luca Battaglia, Ulisse Gnesda, Julien 

Rousseau 

5. 项目名称：广州空港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及会展中心建筑设

计 

业主单位：广州空港经济区政府管委会、广州空港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Christopher Knabe、刘春阳 

设计团队：Haruo Kawasaki、Juergen Kunzemann 、陈

璐、姜志凤、Esteban G.Z、贺剑锋、王新博、

李申、计筱露、贾佳、杨博 

合作单位：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WMM 登山博物馆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设计单位：Hao Design Studio 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林豪 

设计团队：黄晓菲、朱腾丽、余洪峰、杨贤文、邹旺、吴群

瑛、韩凌子、牟晓楠  

合作单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林峰、马立、任涛 

 

 

 

 

 

 

 

 

银奖 
 

1. 项目名称：Mopas, Seoul Photographic Art Museum 

业主单位：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设计单位：Nordic Office of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Thomas Fagernes 

设计团队：Eva Schwärzler, Yeojoon Yoon,Valentina 

Glavica 

 

2. 项目名称：Gasstraße Hamburg 

业主单位：EGGA Grundstücksgesellschaft mbH & Co. 

KG 

设计单位：DMAA(Delugan Meissl Associated 

Architects) 

主创设计：Sebastian Brunke 

 

3. 项目名称：广州丰盛 101 超高层综合体 

业主单位：广州丰盛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鹏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设计团队：罗旭华、黄学彬 

 

4. 项目名称：东莞 CBD 示范性停车楼 

业主单位：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左鑫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设计团队：黄学彬、李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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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Bonfiglioli Headquarters 

业主单位：Bonfiglioli 

设计单位：Peter Pichler Architecture 

主创设计：Peter Pichler, Silvana Ordinas 

设计团队：Ugo Licciardi, Niklas Knap, Simona Alù, 

Cem Ozbasaran, Giovanni Paterlini, 

Domenico Calabrese, Nathalia Rotelli, 

Angela Ferrari, Alessandro Cardellini, 

SimoneValbusa 

 

6. 项目名称：江西虔心小镇展厅 

业主单位：江西虔心小镇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肖皓尹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设计团队：黄向军、赖杰贵、张安 

7. 项目名称：杭州苕溪公园商业街 

业主单位：杭州市临安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庆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设计团队：罗旭华、黄向军、张安 

 

8. 项目名称：雅居乐明珠湾花园示范区 

业主单位：吴川市新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婴和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连剑、田涛 

设计团队：康泰源、卢森昌、林静怡、徐泽熙 

 

 

 

 

铜奖 
 

1. 项目名称：杭州临安风之谷户外自然学校 

业主单位：杭州风之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曹亚平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设计团队：黄向军 

 

2. 项目名称：大参林医药集团荔湾运营中心 

业主单位：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励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设计团队：罗旭华、赖杰贵 

 

3. 项目名称：MUPAC Prehistory and Archeology  

Museum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Zooco Estudio 

主创设计：Javier Guzmán Benito, Miguel Crespo Picot, 

Sixto Martín Martínez 

 

4. 项目名称：武汉中德企业之家和中电光谷数字产业园展厅 

业主单位：武汉数字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春阳、Christopher Knabe 

设计团队：姜志凤、陈璐、Esteban G.Z、杨博 

合作单位：中电光谷集团规划发展中心 

5. 项目名称：Quarter am Rotweg 

业主单位：Baugenossenschaft Zuffenhausen 

设计单位：DMAA(Delugan Meissl Associated 

Architects) 

主创设计：Martin Josst 

 

6. 项目名称：WCC-邻里中心 

业主单位：地方政府城投公司 

设计单位：Hao Design Studio 设计事务所、浙江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 

主创设计：林豪 

设计团队：孟艺、黄晓菲、朱腾丽、余洪峰、吴群瑛、邹旺、

杨贤文、张溯天、徐辉、吴磊、陈吉女、伍文娟、

高嘉忆 

 

7. 项目名称：广州三七互娱全球总部大厦 

业主单位：广州三七文创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源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8. 项目名称：泰国苏梅岛珊瑚湾酒店 

业主单位：泰森（龙南）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皓尹 

设计单位：GWP Architects 

主创设计：PING WANG、张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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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WFF-浙江杭州未来梦工厂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设计单位：Hao Design Studio 设计事务所、浙江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 

主创设计：林豪 、孟艺 

设计团队：黄晓菲、朱腾丽、余洪峰、吴群瑛、邹旺、张溯

天、徐辉、吴磊、陈吉女、 伍文娟、高嘉忆 

 

10. 项目名称：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安州校区二期工程 

业主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项目总监：胡守财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连剑、田涛 

设计团队：卢森昌、林静怡、徐泽熙、康泰源 

11. 项目名称：宜宾学院临港校区（一期） 

业主单位：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闫丹 

设计单位：上海合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韩嵩、John Robinson 

设计团队：倪乐、周怿、刘欢、王卫良、刘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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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十二届园冶杯环境艺术奖 

 

（一） 室内设计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Artest 

业主单位：Novikov Group 

设计单位：Veter 

主创设计：Pimenova Eleonora 

设计团队：Ekaterina Serykh 

 

2. 项目名称：黄浦中心公共空间改造  

业主单位：上海众鑫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米凹工作室  

主创设计：周维 

设计团队：叶葭焕、韦天南、吴雪婷、周烨炯 

施工单位：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火平 

3. 项目名称：Kimpton Vividora Hotel 

业主单位：IHG Hotels, Kimpton Hotels & Restaurants, 

Casacuberta Property Development 

设计单位：El Equipo Creativo 

主创设计：Oliver Franz Schmidt, Natali Canas del  

Pozo, Lucas Echeveste Lacy 

 

 

 

 

 

 

 

 

银奖 
 

1. 项目名称：Calella Mental Health &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 

业主单位：Comunitat Terapèutica del Maresme 

设计单位：Mias Architects 

主创设计：Josep Miàs, Marc Subirana 

设计团队：Marta Cases, Maria Chiara Ziliani, Anna 

Rosell 

 

2. 项目名称：Burger Bros Da Nang, 

业主单位：Burger Bros Da Nang 

设计单位：Studio Anettai 

主创设计：Takahito Yamada 

施工单位：Coi Design 

 

3. 项目名称：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fices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El equipo creativo 

主创设计：Oliver Franz Schmidt, Natali Canas del  

Pozo, Lucas Echeveste Lacy 

4. 项目名称：ANANDA 

业主单位：Alta Desarrollos 

设计单位：OWN 

主创设计：Luis Fernando, Garcia Ojeda 

设计团队：Patricia Rios Muñoz 

施工单位：Taran 

 

5. 项目名称：庭珍牛肉米粉 

业主单位：庭珍餐饮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卡塔尼建筑设计咨询公司 

主创设计：王中里 

施工单位：北京安悦宅装饰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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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1. 项目名称：Crazy Pianos Club 

业主单位：Crazy Pianos 

设计单位：El Equipo Creativo 

主创设计：Oliver Franz Schmidt, Natali Canas del  

Pozo, Lucas Echeveste Lac 

 

2. 项目名称：The Glade Bookstore 

业主单位：The Glade 

设计单位：HAS Design and Research 

主创设计：Jenchieh Hung, Kulthida Songkittipakdee 

设计团队：Kanchaporn Kieatkhajornrit, Pimpasson 

Gangvanpanich, Qin Ye Chen, Panhuili 

Cheng, Zhongjun Dou 

 

3. 项目名称：北科婴幼学院 

业主单位：北科昊月学园（沙河校区） 

设计单位：北京金鸽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婧媛 

施工单位：北京同鑫携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维兵 

 

4. 项目名称：Lemon Tree House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Iterare Arquitectos 

主创设计：Rubén Gutiérrez, Pedro Ponce 

施工单位：Ambau Taller de Arquitectura 

 

5. 项目名称：百万庄黄瓜园设计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设计单位：北京建筑大学王刚工作室 

主创设计：王刚、柳文超 

 

6. 项目名称：成都来福士广场泰康大健康体验中心 

设计单位：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 

主创设计：程一鸣 

施工单位：中建华腾 

项目经理：李军 

 

7. 项目名称：熙乐英语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设计单位：北京金鸽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婧媛 

施工单位：中京鑫建（北京）建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维兵 

 

8. 项目名称：启东百源豪生大酒店 

设计单位：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 

主创设计：程一鸣、吴尘、范代明 

施工单位：江苏百源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项目名称：成都白领餐厅改造 

业主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易昂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锐、邓秋意 

设计团队：姜红梅、许小成、于佳涌、张樱、涂玲 

施工单位：四川茂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薛峰 

 

10. 项目名称：House of giants 

业主单位：Private 

设计单位：Iterare Arquitectos 

主创设计：Vicente Vidal, Ciro Manuel Vidal, Ivo Eliseo 

Vidal 

 

11. 项目名称：北京润泽庄园·墅郡别墅私宅设计 

设计单位：北京本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龙震毅、庞建军 

设计团队：尤振涛 

 

12. 项目名称：盈创北京办公+展厅设计 

业主单位：盈创回收 

设计单位：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 

主创设计：程一鸣 

 

13. 项目名称：泰兴奥特莱斯美陈 

业主单位：江苏凤栖奥特莱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 

主创设计：程一鸣 

 

14. 项目名称：唐山桂语江南项目会所设计 

业主单位：绿城 

设计单位：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 

主创设计：程一鸣、张鹏飞 

 

15. 项目名称：盈创天津综合楼设计 

业主单位：盈创回收 

设计单位：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 

主创设计：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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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项目名称：北京凯德麓语别墅私宅设计 

业主单位：私人客户 

设计单位：北京本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杜伟强 

 

17. 项目名称：北京观塘云鼎别墅私宅设计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主创设计：于淼 

18. 项目名称：国风琅樾蓝天幼儿园 

业主单位：私人业主 

设计单位：北京金鸽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润青 

施工单位：北京百年经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维兵 

 

 

 

（二） 公共艺术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董小姐与马丁 

业主单位：董与马丁（成都）餐饮有限公司、梦景未来 DDM 

项目总监：张晓林 

设计单位：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飞、温钦皓 

设计团队：欧浩东、张晓林、杨忠洪、赵卫东、屈志楠 

施工单位：DDM 梦景未来工程部 

项目经理：张晓林 

 

 

2. 项目名称：沐光而生 随心而动 | 深圳宝安大仟里公共艺术

品 

业主单位：深圳市宏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攀 

设计单位：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思民 

设计团队：连学辉、赵英彤、郭思恒、莫绮婷、吴静文、张

健培、林志若、黄小彪 

施工单位：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欢 

 

 

银奖 
 

1. 项目名称：万花之眼 展望未来 | 厦门海上世界公共艺术品 

业主单位：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子强 

设计团队：连学辉、赵英彤、郭思恒、莫绮婷、吴静文、张

健培、张代松、林志若 

施工单位：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欢 

 

2. 项目名称：《where is your hero?》浮雕投影 

业主单位：广州市雕塑学会 

项目总监：李超 

设计单位：广州市夜空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超 

施工单位：广州市夜空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佳林 

 

 

3. 项目名称：富阳·鹿山时代广场提升改造 

业主单位：杭州金月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凌圣博 

设计单位：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浩丞 

设计团队：沈菁、朱可、刘书雨、沈心、王晓露 

施工单位：浙江浦联景观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杰 

 

4. 项目名称：无锡新城·天一府 雕塑《破茧成蝶》  

设计单位：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 

主创设计：徐明清 

施工单位：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付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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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Intangible Sound 

业主单位：Xichong Resort (Shenzhen Workers'  

Nursing Home) 

设计单位：HAS Design and Research 

主创设计：Jenchieh Hung, Kulthida Songkittipakdee 

设计团队：Jiaqi Han 

 

 

 

 

 

 

 

铜奖 
 

1. 项目名称：天津·景瑞·誉璟天地示范区雕塑设计 

业主单位：景瑞地产 

设计单位：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明清 

施工单位：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付雁飞 

 

 

 

 

2. 项目名称：曼舞珠海 风生水起 | 珠澳湾世纪中心公共艺术

品 

业主单位：珠海中珠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鑫 

设计单位：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栋民 

设计团队：连学辉、赵英彤、郭思恒、莫绮婷、吴静文、张

健培、林志若 

施工单位：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叶彩云

 

 

（三） 光影艺术类 
 

金奖 
 

项目名称：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永久会址 

业主单位：中国企业家基金会 

项目总监：丁名佳 

设计单位：上海碧甫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奇峰 

设计团队：陈天钰、康妍 

施工单位：北京建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任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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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 
 

项目名称：无锡古庄农业生态园-古庄村改造项目夜景照明 

专项设计 

业主单位：无锡古庄农业生态园 

项目总监：葛金婷 

设计单位：上海同音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葛金婷、裘方 

设计团队：侯汝新、杨正鑫 

施工单位：无锡古庄农业生态园 

项目经理：葛金婷 

 

 

 

 

 

 

 

 

铜奖 
项目名称：长春市伊通河中段夜景照明设计 

设计单位：上海同音建筑景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佳静、杨正鑫 

设计团队：石海、侯汝新、裘方、葛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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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十二届园冶杯城市设计奖 

 

金奖 
 

1. 项目名称：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 

业主单位：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项目总监：谢兰霜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闾邱杰、彭涛 

设计团队：崔文娟、关晓芬、蔡伟群、周显辉、冯晓扬、曹

景怡、周广森、庄瑞、彭延久、林文冬 

施工单位：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陆伟伟 

 

2. 项目名称：A New District at Dietenbach Freiburg, 

Germany 

业主单位：City of Freiburg 

设计单位：LATZ+PARTNER，K9，StetePlanung 

景观主创设计：Tilman Latz 

设计团队：Doerte Dannemann, Franziska Cussmann 

 

3. 项目名称：方顶驿文化休闲度假区 

业主单位：郑州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秦璐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汪杰、杨洋、胡燕芳 

设计团队：曾续虎、张柯、陈伟丽、冉游、黄腾全、王修权、

李楠、邹菊 

施工单位：上海爱香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4. 项目名称：北京嘉源五孔桥农贸市场改造设计 

业主单位：中诚云和（北京）管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金晓莉 

设计单位：北京季相景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多向

界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春娇、李亮 

设计团队：郭峥、曹钰、曹凡、黄信健、罗雪雅、侯永康、

曹盛欣、蔡依吟 

 

 

银奖 
 

1. 项目名称：Esplanade TASE Lyon, France 

业主单位：Métropole de Lyon /City of Vauxl-en-Velin 

设计单位：LATZ+PARTNER 

主创设计：Tilman Latz 

设计团队：Laura Ruccolo, Sophie Holzer, Francesca 

Giantin 

合作团队：MRP Paysage, EGIS, Marc Aurel, Milieu 

Studio, Arènes（TASE Park） ,MRP 

Paysage, TECTA Ingenieure（SHED 

Parking lot） 

 

 

 

 

 

 

 

 

2. 项目名称：莲湖区 2019 年北宁坊等老旧小区改造 EPC 项  

目 

业主单位：西安莲湖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照辉 

设计单位：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安妮、王玥 

设计团队：冯钰、王晨波、刘菲、王曈、王腾龙、陈俊玮、

樊晓宁、陈灵 

施工单位：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雷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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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北苏州路（虹口段）滨河空间贯通深化方案设计 

业主单位：上海市虹口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项目总监：陈琼婵 

设计单位：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薛鸣华、王林 

设计团队：王旭潭、杨聪雄、沈禾薇、厉越、蓝庭光、周娜 

施工单位：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夏天 

 

4. 项目名称：杭温高铁富阳西站枢纽地区城市设计暨概念规划 

业主单位：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 

设计单位：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Juergen Kunzemann、李申  

设计团队：Haruo Kawasaki、计筱露、Esteban G.Z、贾

佳、杨博、李朔、贺剑锋、刘春阳 

5. 项目名称：天津“设计之都”核心区设计公园项目(海河设计

公园、柳林公园) 

业主单位：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院 

主创设计：Juergen Kunzemann、李申  

设计团队：Haruo Kawasaki、崔昊禹、韩卓育、杨博、贾

佳、计筱露、李朔、梁爽、刘春阳、蒋梦璐、黄

嘉琳、张柳 

 

 

 

 

 

 

铜奖 
 

1. 项目名称：未央区迎全运会背街小巷提升改造第二批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二标段 

业主单位：西安市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总监：周卫锋 

设计单位：陕西新鸿业生态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薛艺琅、李兴超 

设计团队：杨娟、王娜、王彦博、刘正珍、李小军 

施工单位：陕西新鸿业生态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晓锋 

 

2. 项目名称：滇中小哨新城概念规划及城市设计 

业主单位：中合联宇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加军 

设计单位：上海合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John Robinson、方泰瑜 

设计团队：高山、耿弘、Juan Alvedro、李浩阳、臧阳、聂

毓君 

3. 项目名称：武康大楼节点精细化城市设计 

业主单位：上海市徐汇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总监：刘阳 

设计单位：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薛鸣华、王林 

设计团队：王旭潭、杨聪雄、沈禾薇、蓝庭光、周娜、厉越 

施工单位：上海徐汇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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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第十二届园冶杯乡村振兴特别奖 

 

大奖 
 

项目名称：江西金溪大坊村 

业主单位：金溪县政府 

项目总监：匡文辉 

设计单位：NEXT 建筑事务所 

主创设计：John van de Water、蒋晓飞 

设计团队：路晓瑞、朱珺成、沈雪、高爽、张驰、王岩、岳

海婷 

施工单位：江西琅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胡友群 

 

 

 

 

 

 

 

 

 

金奖 
 

1. 项目名称：广州花都宝桑园 

业主单位：GVL 怡境国际集团 

项目总监：彭涛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彭涛、潘庆文 

设计团队：周显辉、常毅恒、李文兰、夏伟洲、吴冰、曾其

兴、陈弈妤、韦建滨、农波、张绮薇 

施工单位：广州市华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业强 

 

2. 项目名称：峨眉·高桥小镇 

业主单位：四川恒邦双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宗陶 

设计单位：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亚东、杜佩娜 

设计团队：于明峰、钟琴、苏一笑 、周小媛、邓惠龙、邹洪

邦、温利梅、刘丽红、邹璐、邹丽君、程容、周

俊、雷冬、刘瑜、喻家林、王琪、危聪宁、杨小

情、米赞、刘永红 

施工单位：四川圣双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文凯 

 

 

 

 

3. 项目名称：樟林激活计划与大井民宿建设—河富大井村扶贫

记 

业主单位：韶关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 

项目总监：廖志华 

设计单位：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旭、梁华山 

设计团队：谢文健、丁琦、李金泽、彭嘉微、郭伟东、冯飞

珍、杨岫、黄正中、胡咏嘉、李燕莹、卢敬亮、

朱业华、林兆升、余海青、陈伟思 

施工单位：御园景观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华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梁丽霞 

 

4. 项目名称：成都实力诗里田园亲水度假区 

业主单位：成都实力田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彭谦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阳 

设计团队：曾超凡、唐康、李兵、何美、童立广 

施工单位：云南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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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昆山陆家未来智慧田园 

业主单位：昆山市乐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季雁琛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彭涛、李鹏 

设计团队：常毅恒、农波、李文兰、吕方诚、潘庆文、陈弈

妤、于水凤、陈灿雄、张绮薇、李凯欣 

 

 

 

 

 

 

 

银奖 
 

1. 项目名称：官塘小村 

业主单位：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海军 

设计单位：四川景虎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龙赟 

设计团队：刘良操、郑琢、李国燕、邱海英 

施工单位：成都建工集团 

 

2. 项目名称：清远鱼咀村美丽乡村改造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碧桂园帮扶英德市新农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项目 

项目总监：刘刚 

设计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谢志刚、冯玲 

设计团队：严锦荣、王思梦、叶新芳、李东祥、刘一庆 

施工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谢志刚 

 

3. 项目名称：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街道南桥村乡村设计 

业主单位：中山市五桂山南桥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项目总监：符彬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彭涛、李鹏 

设计团队：周显辉、潘庆文、夏伟洲、曾其兴、农波、马春

华、吕方诚、洪千婷、李凯欣、于水凤 

施工单位：广州市华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秋城 

4. 项目名称：罗城四把至环江公路景观优化设计 

业主单位：广西北投公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荣波 

设计单位：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蔡衡、曹杨 

设计团队：郎宝朋、刘心语、冯涛、崔笑千、杨斯哲、陶亚

达 

 

5. 项目名称：蜀山乡村振兴示范区元塘、大岭南及小岭南村民

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业主单位：合肥蜀山生态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后来 

设计单位：合肥景风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峻峰 

设计团队：崔旭、陶芬芬、夏明雨、涂宜乐、姚西林、顾雯

雯 

施工单位：安徽誉阳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正月 

 

6. 项目名称：鲁家滩公园建设工程 

业主单位：成都科蓉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丹丹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曾曦、甯志鹏 

设计团队：王刚、许静茹、唐胜田、翟东方、犹爽、于佳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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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1. 项目名称：东莞市石排镇塘尾古村落升级改造项目 

业主单位：东莞市石排镇人民政府 

项目总监：王家声 

设计单位：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奕涛、廖秋成 

设计团队：许丹丹、刘佩茹、张蕾、梁海金、薛江涵 

施工单位：广东粤晟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沃科 

 

2. 项目名称：衢州市柯城区小城镇（九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业主单位：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人民政府 

项目总监：万志正 

施工单位：苏州新城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业涛 

设计单位：上海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研 

 

3. 项目名称：广州市从化香米产业园 

业主单位：广州市和稻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嘉超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黄少君、潘庆文 

设计团队：李鹏、江瑞呈、农波、陈弈妤、吕方诚、郭子坚、

王朋朋、钱丽婷、汪尧楠、纪欣琦 

 

4. 项目名称：永泰大樟溪生态景观带规划 

业主单位：永泰县林业局 

设计单位：福建农林大学、台江区叁叶景观工程设计工作室 

主创设计：王敏华、侯文炜 

设计团队：黄雅冰、朱玉洁、黄楠、张艳钦、王心怡、刘凡、

高栩婧、葛鈜晔、林睿羽、刘芬菲 

 

5. 项目名称：佛山禅城南庄村渔耕农业公园 

业主单位：佛山市禅城区乡村发展促进会 

设计单位：广东乡村振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饶元武、石庭江、陈双龙 

设计团队：李洁泉、高楷喜、苏珈莹、张鸣、周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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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十二届园冶杯市政园林奖 

 

大奖 
 

1. 项目名称：环球融创·江口水镇 

业主单位：环球融创会展文旅集团 

项目总监：胥杰、谭顺昕 

设计单位：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彬、夏江梵 

设计团队：于明峰、陈乐乐、苏一笑、周小媛、邹洪邦、温

利梅、刘丽红、李永生、邹璐、程容、刘禅、罗

雯萱、肖陈静、粟凡粒 

施工单位：四川天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马洪琳 

 

2. 项目名称：西安幸福林带 

业主单位：幸福路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 

设计单位：阿特金斯顾问（深圳）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主创设计：夏源 

设计团队：黄靖铖、康钧、李汉全 

施工单位：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中建八局园林建设有限

公司、中建五局园林有限公司 

 

3. 项目名称：轨道万科瑧湾汇 

业主单位：长沙轨道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谢庆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园林绿化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雪峰 

4. 项目名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指廊庭院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项目总监：郭雁池、赵建明 

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辉、房昉 

设计团队：刘健、耿芳、何柏、刘庚吉、陈德悦、王立霞、

李程成、郭晓娟、万晓默、宋立辉 

施工单位：北京乾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家林 

 

5. 项目名称：北京市大兴区新凤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

目 

业主单位：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冒建华、邓剑 

设计单位：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屠伟军、刘佳 

施工单位：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包）、北京北华中

清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绿化分包） 

项目经理：郜长江 

 

 

 

 

（二）单位景观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前海国际会议中心 

业主单位：深圳市前海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琨、宋志华 

设计团队：王黎红、刘晔、孙俊、黄恭绰、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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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华为培训学院项目园林绿化设计 

业主单位：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黄丽 

设计单位：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锋、卢洪清 

设计团队：黄丽、王珍珠、秦海民、胡慧敏、张雄、陈佳妮、

樊梦云 

施工单位：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侯小强 

 

3. 项目名称：天津中关村协同发展中心 

业主单位：天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许利杰 

设计单位：北京麦田国际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王娜娜 

设计团队：孙萌、任忠、曹帆、王勇、詹梦龙、温殿帅、闫

妍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绿迪源园

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卢昌银 

 

 

银奖 
 

1. 项目名称：vivo 总部 

业主单位：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关午军、王悦 

设计团队：朱燕辉、戴敏、杨贺明、管婕娅、李和谦、曹雷 

施工单位：重庆市爆破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杨军 

 

2. 项目名称：小米移动互联网产业园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

公司、北京多看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贺辉 

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辉、房昉 

设计团队：刘健、耿芳、张佳佳、章杰、宇晨、王思颖、何

柏、苏静、张慧、陈德悦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吕伟 

 

3. 项目名称：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总部办公区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沈佳 

设计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城市设计研

究院 

主创设计：丁伟、沈佳 

设计团队：王薇、葛国栋、滕丽娜、李思、梁宇、周莹、刘

竞徐、王玉敏、李新彤、张博 

施工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红军 

 

 

 

4. 项目名称：北京未来科学城·未来中心 

业主单位：未来科学城集团 

项目总监：李文静 

设计单位：北京麦田国际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王晓书 

设计团队：孙萌、任忠、曹帆、杨晓夏、王勇 

施工单位：北京日出枫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高杰 

 

5. 项目名称：鰜鱼洲文化创意产业园 

业主单位：东莞市莞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倪宏飞 

设计单位：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廖秋成、陈冠忠 

设计团队：许丹丹、梁玉桃、伍思卓、张蕾、陆海宾、刘芳

宏、吴国忠 

施工单位：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巨良 

 

6. 项目名称：海口哈罗学校 

业主单位：哈罗国际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天祥 

设计单位：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剑锋、Puy 

设计团队：黄思静、曾德兵、杨娟芳、李贞、邓健荣、李强

俊、陈伟国、江美云、郑林浩、沈羿、刘波、杨

伊、何婷、公子豪 

施工单位：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郑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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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重庆医科大学缙云校区一期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重庆医科大学 

项目总监：朱伯平 

设计单位：西南大学 

主创设计：于士祥 

设计团队：黄菊清、唐芝玉、邓童、李双双 

施工单位：重庆金三维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唐蜜 

8. 项目名称：国际物流城五云湖周边生态修复工程（绿化工程） 

业主单位：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因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李孜 

设计单位：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静、汪慧琼 

设计团队：肖攀、朱丽、王芳、唐爽、郭姣 

 

 

 

铜奖 
 

1. 项目名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园林硬质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卓越置业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建东 

施工单位：北京园创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曲海波 

设计单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朱育帆工

作室 

主创设计：朱育帆 

 

2. 项目名称：利郎国际创意园区 

业主单位：利郎（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许虎 

设计单位：上海飞扬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董冰 

设计团队：刘骥、周钰桢、贺建林、唐盛、王聪 

施工单位：厦门宏旭达园林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素华 

3. 项目名称：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校园景观提升 

业主单位：安徽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总监：张锋 

设计单位：合肥景风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峻峰 

设计团队：夏明雨、崔旭、涂宜乐、陶芬芬、顾雯雯 

施工单位：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尚青 

 

4. 项目名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主楼三期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项目总监：李嘉琦 

设计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亚平、童欢欢 

设计团队：邹煜良、田云枭、李嘉琦、周登、张宁、姚莹、

蒋艳玲、于跃、霍锐、李威、孙帅、承珍玲、王

鹏飞 

 

 

（三）道路绿化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北海银滩四号路整治改造提升 

业主单位：北海市自然资源局 

项目总监：许锋波 

设计单位：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北海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 

主创设计：黄剑锋、伍春谊 

设计团队：周承照、杨子、申晓龙、唐洁、陈雪、陈鹏、邹

潍蔚、黄飞东、刘光华、刘楚 

施工单位：广西建工集团联合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覃国添 

2. 项目名称：重钢崖线山城步道 

业主单位：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项目总监：张敏 

设计单位：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静、肖攀 

设计团队：汪慧琼、朱丽、程琳、李骁原、郭姣 

 

 

 



                                                                                                         光荣册 
                                                                                              HONOR ROLLS 

 143 

银奖 
 

项目名称：佛山西江产业新城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佛山市高明西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光虹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叶劲枫、何幼梅 

设计团队：周楚桐、曾伟泽、刘珈君、刘俊贤、彭泉森、何

嘉仪、吴学坚、屈博坤、黎叶群、刘华平 

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谭海龙 

 

 

 

 

 

 

 

 

 

 

 

（四）公园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沈阳华润置地·时代公园 

业主单位：沈阳华润置地 

项目总监：张坤朋 

设计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HA+studio 

主创设计：朱玲、刘一达 

设计团队：王振宇、魏宜、胡振国、郑志宇、冷雪冬、孟航

旭、王睿、龙菊、张静茹、张坤朋 

施工单位：深圳时代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金域景观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冯东 

 

2. 项目名称：武青堤（铁机路～武丰闸）堤防江滩综合整治工

程（青山段） 

业主单位：武汉水资源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车涛 

设计单位：武汉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孟建军、明玮 

设计团队：熊颖、王双双、梁明华、刘佳、刘迪 

施工单位：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鲍黎明 

 

3. 项目名称：杭州钱塘生态公园 

业主单位：杭州市排水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骆侃 

设计单位：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淑华、朱毅 

设计团队：陈奕春、汤旭晨、高峰、叶顺、周子晨 

施工单位：博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浙樑 

4. 项目名称：上海南汇新城星空之境海绵公园 DBO 项目 

业主单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

员会 

项目总监：崔梓萍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文斌、杨陈 

设计团队：杨钰、雷洪强、周亦白、高晓宇、陆柳、董荔冰、

刘子渝、孙平天、袁泽、王亚迪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闵凡文 

 

5. 项目名称：龙岩市龙津湖公园项目 

业主单位：龙岩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文金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文斌、刘环 

设计团队：孙文浩、贾瀛、谭喆、冯凌志、盛金龙、王洪涛、

李甲、曹雷、胡平淳、徐伯君 

施工单位：中建华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董志成 

 

6. 项目名称：轨道城市万科·高线公园 

业主单位：万科（成都）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梅洛银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亮 

设计团队：李亮、吴迪、张俊铭 

施工单位：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向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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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场馆（中国馆）景观工

程设计 

业主单位：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 

项目总监：程冠华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史丽秀、赵文斌 

设计团队：刘环、路璐、贾瀛、李旸、刘卓君、盛金龙、齐

石茗月、王洪涛、王婷、冯凌志 

施工单位：北京城建集团 

项目经理：周伟光 

 

8. 项目名称：成都旭辉中心 

业主单位：成都温江鱼凫万盛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锴砚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刘雅泉 

设计团队：鲁东杰、谢梦茜、罗林、程禹又、李宁、李根 

施工单位：重庆吉盛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包家豪 

 

9. 项目名称：生态城桥湾公园设计 

业主单位：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思路 

设计单位：重庆奥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祁钟 

设计团队：杨靖、罗平、邢昌碧、吴应琼、刘文萍、祁圣宇 

施工单位：重庆渝西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刘金莫 

10. 项目名称：枣庄科创绿廊（一期） 

业主单位：山东智城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靳峰 

设计单位：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东昌 

设计团队：陈冰清、邱勇、于静、韩金钊、董耀宗、贾婵娟、

鄂琳琳、吴悦、乔丹、鹿群、邢照雨 

施工单位：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亚 

 

11. 项目名称：新河县人民公园改造扩建工程 

业主单位：新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项目总监：赵伟鹏 

设计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亚平、李威 

设计团队：赵伟鹏、史雅婷、韩强、杨海龙、徐杭程、刘洋、

孙帅、于跃、张宁、周登、霍锐、承珍玲、王光

琳、王鹏飞、蒲一萱 

施工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史显良 

 

 

 

 

 

 

 

 

 

银奖 
 

1. 项目名称：广州万科尚城南公园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广州市万卓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高兴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景辉 

设计团队：马恺、李曼、Wongngam Watchara、陈启明、

周银屏、张斌斌、戴金玲 

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为 

 

 

 

 

 

2. 项目名称：广东江门市潮连岛潮头中央公园 

业主单位：中铁建科江门人才岛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闫飞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文斌、杨陈 

设计团队：董荔冰、袁泽、孙平天、王亚迪、于凡迪、沈楠、

陆柳、刘子渝、杨钰、周亦白 

施工单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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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长江主轴—长江左右岸江滩观光道路及景观综合

提升工程 

业主单位：武汉碧水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伟 

设计单位：武汉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双双、句晨 

设计团队：郭夏、胡攀、秦凡凡、梁明华、国小龙 

施工单位：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谢斌 

 

4. 项目名称：汉江汉阳江滩(琴断口闸至长丰桥段及琴南段) 防

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业主单位：武汉市水务堤防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项目总监：严红霞 

设计单位：武汉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攀、郭夏 

设计团队：句晨、秦凡凡、易楠、向浩、刘迪、沈裕川 

施工单位：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项目经理：秦林 

 

5. 项目名称：江阴市滨江公园 

业主单位：江阴市园林旅游管理局 

项目总监：邵燕 

设计单位：BAU Brearley Architects+Urbanists 、江阴  

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主创设计：James Brearley、黄芳、蒋涵 

设计团队：李江、王晨磊、罗莉、高卫国、熊娟 

施工单位：江苏大自然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古建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林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海峰、吴学壮 

 

6. 项目名称：新塘高铁公园 

业主单位：萧山新塘街道 

设计单位：杭州经典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小丽、黄琪萍 

设计团队：邱小妹、喻科平、张文明 

施工单位：浙江铁道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方佳 

 

7. 项目名称：凤凰山休闲公园整治工程 

业主单位：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许永生、汪颖赫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宛恒 

施工单位：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郇备备 

 

8. 项目名称：振堂公园改造扩建工程 

业主单位：新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项目总监：赵伟鹏 

设计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亚平 

设计团队：霍锐、孙帅、姚莹、赵伟鹏、徐杭程、冯建成、

刘洋、赵博、张鹤双、白悦、蒋艳玲、周登、张

宁、于跃 

施工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史显良 

 

9. 项目名称：保利琶洲体育公园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何佳钰、黄健乐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叶劲枫、曾伟泽 

设计团队：何幼梅、叶莹、何嘉仪、黎叶群、彭泉森、许智

杰、陈利华、刘俊贤、屈博坤、刘华平 

施工单位：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绣林康体设

备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罗少锋、李鹏 

 

10. 项目名称：新城区齐盛湖公园（二期）园林绿化景观工程一

标段 

业主单位：淄博市新城区开发建设办公室 

项目总监：李涛 

施工单位：苏州金螳螂园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加曹 

设计单位：济南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创设计：赵文彬 

 

11. 项目名称：“大湖+”模式下的紫阳公园综合规划设计 

业主单位：武昌区水务和湖泊局 

项目总监：周妍 

设计单位：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上海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振华、亢德芝、张翼飞 

设计团队：柳应飞、曹玉洁、李敏、周文武、周颖 

施工单位：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中交第二公路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卢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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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名称：宁波·鄞州公园一期提升改造 

业主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园林绿化中心 

项目总监：杜燕 

设计单位：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浩丞、黄翀 

设计团队：朱可、王烨霆、沈心、吴建舟、刘书雨、高利萍、

李昕 

施工单位：宁波隆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一鑫 

 

13. 项目名称：华夏幸福江门区域龙溪北湖公园 

业主单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辉、赵培生 

设计单位：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郝艳华 

设计团队：石凯、王怡欢、全菲、曹彤、郝兆辉、张家豪、

尹青青、许洪铭、王兰 

施工单位：河南顺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闫佳奇 

 

14. 项目名称：逍遥津城市公园重要节点更新改造设计 

业主单位：合肥市庐阳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项目总监：张艳 

设计单位：安徽寰宇建筑设计院 

主创设计：李峻峰 

设计团队：夏明雨、崔旭、杨红、陶芬芬、涂宜乐、张婷婷 

施工单位：中艺生态与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华 

15. 项目名称：店埠河公园 

业主单位：肥东华夏幸福产业小镇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文德 

设计单位：西迪国际/CDG 国际设计机构 

主创设计：韩蕊、刘哲 

设计团队：杨旭、武虎、孙青伟 

施工单位：上海园林绿化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屠飞轮 

 

16. 项目名称：盘龙山景观绿化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业主单位：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总监：张强 

施工单位：河南北方菩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蒋满银 

设计单位：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毅 

 

17. 项目名称：周口市森林公园配套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业主单位：周口市林业局 

项目总监：王勇 

施工单位：苏州新城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马伟锋 

设计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工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高永根 

 

 

 

 

 

 

铜奖 
 

项目名称：南京江北新区长江岸线湿地保护与环境提升项目 

业主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项目总监：周恒、张晓萱 

设计单位：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尹文锋、王玮、陈兵 

设计团队：彭圣华、程超、汪鹏福、梁晓龙、凃佳奕、黎子

颜、王瑶瑶、周明辉、侯妍、李芬 

施工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唐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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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场游园类 
 

银奖 
 

1. 项目名称：江姐纪念馆周边景观提升 

业主单位：四川大学基建处 

项目总监：华国春 

设计单位：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洁、李恒 

设计团队：周玉珊、刘行、李继鹏、黄倩、高琨、彭钰婷、

游雨聪、徐子涵、李宜晔 

施工单位：成都华阳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跃 

2. 项目名称：平舆县县城绿地景观提升改造工程设计施工一体

化项目（EPC） 

业主单位：平舆县城市管理局 

项目总监：宋刚勇 

施工单位：河南北方菩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杜宇慧 

设计单位：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宗晨 

 

 

铜奖 
 

1. 项目名称：泰安市高铁新区泰安大道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泰安泰山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同 

设计单位：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高翔、厉杰 

设计团队：夏泉、李凯、冯英刚、陈永团、何英杰、王丽、

邓雪松、解雨鑫 

施工单位：泰安市东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晓军 

 

2. 项目名称：潍坊白浪河 V1 广场功能改造及沿岸景观提升设

计 

业主单位：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总监：高乐海 

设计单位：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冰清 

设计团队：于静、王晓、李娜雪、郑洪颖、韩金钊、乔丹、

邢照雨、鹿群、王一帆、马丽娜、孙建超 

施工单位：潍坊市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涛 

 

3. 项目名称：冶金园 

业主单位：沙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项目总监：闫慧龙、刘勇 

设计单位：中盛弘宇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建鑫、刘瑞涛 

设计团队：闫翠燕、李洋、张青 

施工单位：河北省水利工程局 

项目经理：付垒 

4. 项目名称：河间市信用社游园工程 

业主单位：河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项目总监：王金 

设计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亚平 

设计团队：姚莹、周登、于跃、李威、徐慧英、郭阳、肖贤

鹏、陈冬旭、高婧怡、康梦凡、秦腾飞 

施工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姚志文 

 

5. 项目名称：四川大学宜宾校区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罗世军 

设计单位：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洁、李恒 

设计团队：高锟、刘行、周玉珊、张敏、彭钰婷、游雨聪、

李宜晔、徐子涵 

施工单位：四川华西宜宾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曾月钞 

 

 

 

 

 

 

 

 

 



第十二届园冶杯国际竞赛 

12TH YUANYE AWA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148 

（六）街景绿化类 
 

金奖 
 

项目名称：世界会客厅花园 

业主单位：上海虹口区人民政府、上海虹口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虹口城发集团 

项目总监：黄龄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虞金龙 

设计团队：姚杰、戚寅、邱璇、周世豪、姚先强、施惠珠、

辜志斌、吴筱怡 

施工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雳龑 

 

 

 

 

 

 

 

 

 

 

 

银奖 
 

1. 项目名称：天平社区街区品质提升和精细治理工作试点 

业主单位：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总监：周怡心 

设计单位：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林、薛鸣华 

设计团队：王旭潭、杨聪雄、沈禾薇、厉越、蓝庭光、周娜 

施工单位：上海徐房建筑实业公司 

项目经理：印枫玮 

2. 项目名称：徐汇高安花园 

业主单位：上海徐汇区人民政府、上海徐汇区绿化市容局 

项目总监：曾俊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虞金龙 

设计团队：姚杰、夏玲玲、陆海生 

施工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雳龑 

 

 

铜奖 
 

1. 项目名称：外滩会客厅花园 

业主单位：上海虹口区人民政府、上海虹口区绿化市容局 

项目总监：黄岭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虞金龙 

设计团队：施惠珠、辜志斌、吴筱怡 

施工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雳龑 

2. 项目名称：外滩最美花园 

业主单位：上海黄浦区人民政府、上海黄浦区绿化市容局 

项目总监：朱晓君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虞金龙 

设计团队：施惠珠、吴筱怡、夏玲玲 

施工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雳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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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生态水景观类 
 

金奖 
 

项目名称：东平县东平湖（水浒古镇至泰安港老湖码头段）

生态防护林建设项目 

业主单位：东平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 

项目总监：董光春 

设计单位：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许乐、赵茜 

设计团队：周宇坤、宋希晗、王凯、金鑫、周扬军、李昕钰、

查慧婷、高雁、张晓丹、杨航 

施工单位：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卢成 

 

 

 

 

 

 

 

 

 

 

 

银奖 
 

1. 项目名称：黑龙滩双燕子公园 

业主单位：中铁四川生态城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贺修虎 

设计单位：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于明峰 

设计团队：苏一笑、曾学伟、周小媛、邹洪邦、温利梅、刘

丽红、李永生、邹丽君、刘婵、程容、周俊、雷

冬 

施工单位：仁寿县豪杰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梅水明 

 

2. 项目名称：泸州长江支流渔子溪河道防洪整治及配套 PPP

项目 

业主单位：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祝胜、王语萌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淮安

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周艳莉 

施工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新兵 

3. 项目名称：元氏县北沙河（京广铁路桥~使庄村段）生态综   

合整治项目 

业主单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辉、邢唯 

设计单位：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郝艳华 

设计团队：石凯、王怡欢、全菲、曹彤、张家豪、郝兆辉、

尹青青、许洪铭、王兰 

施工单位：湖南景然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叶亚林 

 

4. 项目名称：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水质净化工程 

业主单位：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锋 

施工单位：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中电建市政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铁柱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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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1. 项目名称：永城市东西城采煤塌陷区地质环境整治暨日月湖

生态景区规划设计 

业主单位：河南省永城市日月湖开发管理委员会 

项目总监：曹勇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存东、杨陈 

设计团队：赵文斌、董荔冰、王丹琦、雷洪强、高晓宇、陆

柳、孙平天、袁泽、于凡迪、沈楠 

施工单位：永城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纪浩 

2. 项目名称：建德·新安江桥东景观 

业主单位：建德市城兴城防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建三 

设计单位：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淑华、徐科 

设计团队：夏海燕、肖峰、胡昆、张璐琼 

施工单位：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建德分公司 

项目经理：杨攀 

 

 

 

（八）文旅类 
 

金奖 
 

项目名称：淮州云顶牧场 

业主单位：成都五凤古镇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蒋波 

设计单位：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主创设计：汪晓岗、张宜 

设计团队：王瑗、范晓东、唐婧、范晓丹、周康、袁媛、杨

坤、谭畅、吴晓辉、杨立杰 

施工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健 

 

 

 

 

 

 

 

 

 

 

银奖 
 

1. 项目名称：汕尾保利·金町湾滨海带 

业主单位：汕尾市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泽宇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吴翠平、李烜钊 

设计团队：马洁、黄丽清、陈涛、高雁、缪建勋、夏伟洲、

江嘉敏、曾凡丰、李红、吴冰 

施工单位：南通天恒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向东 

 

 

 

 

2. 项目名称：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配套建设（一期）项目诺

金度假酒店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北京首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田禾、付婕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巩磊、朱燕辉 

设计团队：黄剑、关午军、李秋晨、戴敏、管婕娅、杨宛迪、

常琳、李和谦、李飒、曹雷 

施工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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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依田桃源 

业主单位：明信集团 

项目总监：童丽 

设计单位：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飞 

设计团队：张晓林、赵卫东、杨忠洪、屈志楠、贾梦婷 

施工单位：四川大华生态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乐 

4. 项目名称：联发·红墅东方 

业主单位：联发集团华中区域武汉公司 

项目总监：尹军民、汪涛 

设计单位：上海伍鼎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覃铁军、林俊耀 

设计团队：陈伟、饶高翔、朱小敏 

施工单位：厦门厦生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康春林 

 

 

铜奖 
 

1. 项目名称：阖闾南湾小田里 

业主单位：江苏程禾乡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戴静 

设计单位：重庆奥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祁钟 

设计团队：杨靖、罗平、吴应琼、卢俊强、雷海龙、张晶惠 

施工单位：江苏江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龚志锋 

 

2. 项目名称：丹寨万达小镇芦笙馆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丹寨县金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昆明理工泛亚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大维、师光伟 

设计团队：李浩冰、林晓东、代安锋、赵玲慧、赵震涛、谭

周爽、盛星玮、闫丽秀 

施工单位：常州创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龚伟 

 

 

（九）展园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河北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邯郸）保定展园设计 

业主单位：保定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项目总监：杨文瑞 

设计单位：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赵艳艳、梁庆、丁德慧 

设计团队：蔡尚东、李凤苗、赵溪、康贺 

施工单位：河北建设集团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牛君丽 

 

2. 项目名称：2021 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折隅·花园” 

业主单位：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设计单位：Plasma Studio、PMA 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Eva Castro、王川、Ulla Hell、Holger Kehne 

设计团队：滕晓漪、马海涛、孙雨萌、汪旭婷、郑婳 

施工单位：深圳北林地景园林生态有限公司、扬州古典园林

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马海涛 

 

 

3. 项目名称：第十二届中国（南宁）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博园 

业主单位：南宁园博园管理中心 

项目总监：陈健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多义景观规

划设计事务所、南宁市古今园林规划设计院 

主创设计：李存东、赵文斌、王向荣 

设计团队：王洪涛、张景华、颜玉璞、林菁、谭喆、李倞、

刘环、关午军、巩磊、王丹琦、路璐、朱燕辉、

韦护、冯延锋 

施工单位：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普邦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元

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文斌、 雷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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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名称：2021 世界园艺博览会—嘉兴园 

业主单位：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总监：翁靓 

设计单位：杭州壹生造园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姚益慰 

设计团队：吴金晨、俞泽、汪银瑶、周涟涟 

施工单位：杭州凰家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瞿永灿 

 

 

 

 

 

 

 

 

 

银奖 
 

项目名称：世界园艺博览会京林园 

业主单位：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 

设计单位：北京京林联合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蔡妤、周浩 

设计团队：李学伟、李荣辉、李龙飞、蔺靖远 

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永杰 

 

 

 

 

 

 

 

 

铜奖 
 

项目名称：蓬江区智水展示中心 

业主单位：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思、李晓彤 

设计单位：WAU 建筑事务所 

主创设计：吴林寿 

施工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市政环保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生巧 

 

 

 

 

 

 

 

 

（十）规划方案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True Digital Park Phase 2 

业主单位：Magnolia Qual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设计单位：TK Studio Co.,Ltd. 

主创设计：Tawatchai Kobkaikit 

设计团队：Kamonkorn Chamchoy, Pasin 

Ratanarangsikul 

 

 

 

2. 项目名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院路校区主楼群景观提升工

程 

业主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项目总监：韩晓冬 

设计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亚平、于跃 

设计团队：邹煜良、韩晓冬、赵晖、周登、张宁、郝兴圆、

曾婕、李圆、张齐轩、蒋艳玲、康梦凡、童欢欢、

李威、姚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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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南昌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 

业主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总院 

项目总监：杨乐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Piyanut Metanuntavasin 

设计团队：陈亮、刘存、邓章礼、孙川、陈宝江、黄静娜、

朱志勇 

 

4. 项目名称：松山湿地公园 

业主单位：沂南金佰利健康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磊 

设计单位：深圳市筑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椿尚景

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志诚、张国奎 

设计团队：黄慧敏、朱勇峰、李慕华、史亚晶、付开扬、周

子乔、王璇 

 

 

银奖 
 

1. 项目名称：Kenny Heights Hyper Park,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业主单位：KH Land Sdn Bhd 

设计单位：TK Studio Co.,Ltd 

主创设计：Tawatchai Kobkaikit 

设计团队：Angsana Boonyobhas, Jirasak Puttanaboon, 

Punyada Klinpaka, Phurit Sheeranangsu, 

Worraluck Chojareanrat, Pichayapa Jitjang, 

Supatcha Jitpraster, Wanwarin Rodbutr, 

Coco Yeuk Nam Chan, Passuang Romruen 

 

2. 项目名称：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示范区项目湿地公园及环湖

绿道设计 

业主单位：咸宁城市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饶军 

设计单位：中建三局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德荣、杜斌 

设计团队：柯俊、吴澜、刘兰、黄晓蓉、廖晶、潘登、廖莎、

王君宇、孙远、鄂树成 

 

3. 项目名称：宁波杭州湾新区康乐宜居区总部办公（2#B） 

业主单位：湖州绿地嘉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戚威力 

设计单位：上海致社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林源荣 

设计团队：刘成斌、伍洁婷 

 

4. 项目名称：两江新区（人和、礼嘉组团）绿道系统工程（一

期）设计 

业主单位：重庆两江新区市政园林水利管护中心 

项目总监：唐诗杰 

设计单位：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静、朱丽 

设计团队：林涛、肖攀、汪慧琼、陈正雄、康琳 

5. 项目名称：丹寨万达小镇斗牛场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丹寨县金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昆明理工泛亚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大维、师光伟 

设计团队：李浩冰、林晓东、代安锋、赵玲慧、韦航、谭周

爽、盛星玮、闫丽秀 

 

6. 项目名称：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灯塔周边景观改造设计 

业主单位：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单位：南京匠森建筑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孔康苏 

设计团队：王子琪、魏辉、王海宁、孙嫦娥 

 

7. 项目名称：环三白荡滨水空间生态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 

项目总监：蒋过幸 

设计单位：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砚、周耀星 

设计团队：李笑乐、莫晓琪、戴露阳、吴颖茜 

 

8. 项目名称：广西玉林中国南药园总体规划 

业主单位：玉林广西南药康园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何刚 

设计单位：上海合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邹云杰、Juan Alvedro 

设计团队：John Robinson、王卫良、张洪福、韩嵩、亢莉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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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云义公园及周边环境改造工程 

业主单位：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总监：杨小小 

设计单位：内蒙古蒙树景观规划设计艺术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樊宇 

设计团队：温洋、张慧、言涵、董帅 

 

 

 

 

 

 

 

铜奖 
 

1. 项目名称：云天职业技术学院南大门及沿河区域景观提升改

建 

业主单位：庆云云天教育集团 

项目总监：王占强、李颜 

设计单位：杭州睿境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阮全 

设计团队：黄钿霞、汪强、范华平、米添娇、章晓亮、章筱

悠、阮泓睿 

 

 

2. 项目名称：三亚南海佛学院 

业主单位：南海佛学院 

项目总监：宋晨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黄明坤 

设计团队：叶田恬、孙川、李兵、黄静娜、谢宏奎、刘存、

谢文伟 

 

3. 项目名称：雅居乐清水湾滨海公园 

业主单位：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黄应丰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邓章礼 

设计团队：陈亮、杨硕宇、黄静娜、林伟娜、许广州、邱楚

煌、何伟凯 

 

4. 项目名称：南通通吕运河分水岛景观方案设计 

业主单位：南通市崇川区城市工程建设中心 

项目总监：谢斐 

设计单位：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砚、周耀星 

设计团队：李笑乐、戴露阳、莫晓琪、王艺、张韵、吴颖茜、

姜俊 

5. 项目名称：抚州市抚纺社区改造园林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抚州市园林绿化局（抚州市风景名胜管理局） 

项目总监：黄金才 

设计单位：抚州地景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阳桂珠、杨建国 

设计团队：雷梦晨、曾荧荧、王引、万俊、付振勇 

 

6. 项目名称：南京兴智中心东、西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工程（恒

竞路 12 班幼儿园）景观方案设计 

业主单位：南京新港东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电建生态规划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中国

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电建

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孙亚倩、王仲宇 

设计团队：颜陈珂、杨宇、张赛男、崔雯靖、李明轩、薛宇

泽、王诗鑫、刘颖、于晓航、谭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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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第十二届园冶杯地产园林奖 

 

大奖 
 

1. 项目名称：Forest Pavilion, The Forestias, Samut    

Prakan, Thailand 

业主单位：Magnolia Qual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MQDC) 

设计单位：TK Studio Co.,Ltd 

主创设计：Tawatchai Kobkaikit 

设计团队：Nantawan Sirisup, Punyada Klinpaka, 

Passaporn，Shompoopun 

施工单位：CHRISTIANI&NIELSEN(THAI), CPS 

 

2. 项目名称：首开龙湖广州天弈 

业主单位：广州市振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放 

设计单位：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沈同生、罗锦斌 

设计团队：Nimsrisukkul、Torlarp、陈国勤、梁锦霞、陆宁、

邱晓祥 

施工单位：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劲强 

 

3. 项目名称：长安·金茂悦 

业主单位：中国金茂石家庄公司 

项目总监：赵海军、赵春瑶 

设计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阳嵩、李强 

设计团队：李帅刚、肖扬、段宇翔、段卉阳、栾紫薇、陈晓

阳、周鑫、单海楠、杨利、胡杨 

施工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郭福茂 

 

4. 项目名称：融创·首创·武汉九派江山一江赋 

业主单位：武汉融城开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敏 

设计单位：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史林川、王耿锋 

设计团队：吴文玲、廖智仿、洪晓君、黄俊皓、林伟洪、王

礼明、黄曼珊 

施工单位：武汉国风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叶浩、周善雄 

5. 项目名称：长沙中欣楚天御府 

业主单位：湖南宏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龙柱刚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志伟 

设计团队：罗偲、罗洋、蔡眉、贺小军 

施工单位：湖南天茂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马杰 

 

6. 项目名称：阳光城北京·溪山悦 

业主单位：阳光城北京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程鑫涛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阳孔博、祝梦瑶 

设计团队：管永贝、李胜男、王禹骁、韩波、信东雪、解莹

然、张艳青、李碧华、王小溪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董廷昭 

 

7. 项目名称：万科翡翠滨江 

业主单位：南京源佳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璐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柯玉栋、陈熙浩 

设计团队：黄鑫、苏圣棠、刘曾曦、黄旺松、王修权、邹菊、

王义禹、傅成兰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8. 项目名称：绿城西溪雲庐 

业主单位：杭州绿城桂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吴建农 

设计单位：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淑华、朱毅 

设计团队：莫鑫、李家键、王子厚、陈牵、卢建军、胡鹏、

徐少科、童星、叶顺 

施工单位：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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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南通万科·海门半岛国际 

业主单位：南通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钟伯、刘磊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冉游、胡燕芳 

设计团队：曾续虎、姚明宏、綦英雄、冯捷羚、杨凯、熊春

燕、田桂花、王修权、李楠 

施工单位：杭州天勤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10. 项目名称：无锡建发静学和鸣 

业主单位：建发房产 

项目总监：谢美娟 

设计单位：上海寰颐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刚、胡益圆 

设计团队：谢禹中、王坤、罗祥、徐然然、慈英纪、龚彬华、

王枫 

施工单位：福建好家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康建发 

11. 项目名称：广州阳光城·当代檀悦 MOMΛ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广州公司 

项目总监：梁芷芃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谢渠、刘亚军 

设计团队：蔡捷、欧代兴、谭德胜、黄益峰、洪滢、张玉婷 

施工单位：广州市华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培涛 

 

12. 项目名称：沈阳万科浑南新都心中日产业园 

业主单位：沈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鑫、杨睿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李敏娜 

设计团队：王军杰、于天牧、吴菲、周小建、周珊珊、王炎 

施工单位：辽宁新金域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彦波 

 

 

（二）大区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台州朗成江南墅 

业主单位：台州市朗成景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希濂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彭申学 

 

2. 项目名称：重庆龙湖长滩原麓项目 

业主单位：重庆龙湖地产 

项目总监：魏莉、牟佳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何茜 

设计团队：周小健、赵凯、李根、李宁、周姗姗 

施工单位：重庆吉盛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同奎 

 

3. 项目名称：福州万科翡翠里•溪望 

业主单位：福州万科地产 

项目总监：武虹君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福建省兰竹生态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向军 

 

4. 项目名称：台州方远·天璟誉府 

业主单位：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范文龙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刘亚军、欧代兴 

设计团队：缪建勋、李红、张雄飞、陆家兴、黄益峰、冯敏

华、林文冬 

施工单位：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金卫娇 

 

5. 项目名称：西双版纳·凯莱阅蓝山 

业主单位：景洪凯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雯怡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武 

设计团队：黄冰沁、李慧、谢伟峰、张晔、魏猛、杨丹丹、

吴蓓莉、刘明空 

施工单位：上海凯莱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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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名称：汕头·润溪府 

业主单位：汕头东海岸新城新溪片区 

项目总监：施智明 

设计单位：广州邦景园林绿化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永星 

设计团队：谢锐何、卢建喜、卓桂林、麦思亨、王杰、陈碧

云、陈嘉怡、张倩玲、谢进涛、冯思玲、陈嘉琦、

张烨、郭韵湘 

施工单位：广东珍浩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林清彪 

 

7. 项目名称：地铁绿城·杨柳郡三期 

业主单位：杭州东胜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旭磊 

设计单位：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AECOM 美国旧金

山办公室 

主创设计：章毅、柴璐 

设计团队：卢轶、林鹤、高鹏、方翔、方仲伯、Penny Wong 

施工单位：宁波舜杰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潘信夫 

 

8. 项目名称：烟台万科西雅图 

业主单位：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汤冰瑶 

设计单位：西迪国际/CDG 国际设计机构 

主创设计：韩蕊、陈述 

设计团队：黄丹、孙磊、郭薇、张闻澜、时洪光、武晓倩、

张可良 

施工单位：烟台天澜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钦 

 

9. 项目名称：威海金猴龙湖·天璞 

业主单位：威海市金猴置地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家锋、石晶 

设计单位：上海伍鼎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覃铁军 

设计团队：饶高翔、朱小敏 

施工单位：烟台双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敏 

 

10. 项目名称：国瑞熙墅 

业主单位：国瑞地产 

项目总监：李俊峰 

施工单位：城茂（北京）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晋峰 

设计单位：汇张思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臻 

11. 项目名称：国贸•凤凰原大区 

业主单位：国贸地产集团（福建公司） 

项目总监：李江峰 

设计单位：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陆颖茵、梁泳恩 

设计团队：许庭蕾、施镜鹏、梁敏妍、邓大新、廖颖炫、吴

帝良、王梓毅 

施工单位：福建棕榈城镇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凯 

 

12. 项目名称：珠海华发绿洋湾 

业主单位：华发股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柯尊富 

设计单位：库珀希尔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深圳市柏涛环境

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彭绘安 

施工单位：上海大景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云富 

 

13. 项目名称：赣州龙湖佳兴·紫云台 

业主单位：赣州虔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源定 

设计单位：上海艾沃景观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张居波 

设计团队：李齐明、马天鸽、贺佳利、冯胤杰、李帅 

施工单位：上海棕榈生态城镇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金锐 

 

14. 项目名称：德清阳光城·丽园 

业主单位：阳光城上海大区嘉湖城市公司 

项目总监：张晓 

设计单位：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剑锋、苏达科 

设计团队：杨泰、孔丽、梁应根、袁冲、王玺坤、白羽、胡

艳、李丁堂、李根 

施工单位：城山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汉枫 

 

15. 项目名称：龙岩融侨悦府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龙岩融侨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华琦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叶劲枫、刘特凯 

设计团队：袁徐安、王敏熙、陈润建、陈映辉、李业诚、陈

锦尊、蔡攀、黄海棠、庞慧君、黄子艺 

施工单位：融侨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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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项目名称：宁波万科白石湖东 

业主单位：宁波万湖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玉勇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圣 

设计团队：孙丹风、周茂政、杨之彦、薛程予、林庆煌、崔

志伟、杨亿鸣、崔祎、尹容容、刘贵阳 

施工单位：宁波汇洲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军军 

 

17. 项目名称：中海南开郡 

业主单位：中海地产天津公司 

项目总监：方子义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旭 

设计团队：许喆、高程棚、于雪艳、王茹、王璐、莫官站 

施工单位：上海山水青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刚生 

 

18. 项目名称：融创•观澜府邸北区（齐河城南新区项目 01 地块

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齐河融创大道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俭 

设计单位：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张鹏、段洪涛 

设计团队：赵艳艳、王舒欣、李竞、王丽、于洪凯 

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韩广福 

 

19. 项目名称：盐城 中海宏洋•天钻花园 

业主单位：中海宏洋地产（盐城）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蔡葵 

设计单位：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曹军、顾晓莹 

设计团队：尤依斌、廖卡、蒋元兴、胡凯健、张灵懿、周锦

曦 

施工单位：苏州绿如茵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董金亮 

 

20. 项目名称：金华新城·盛昱 

业主单位：金华新城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潘瑞燕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公司 

主创设计：步宛健、邢亮 

设计团队：蒋家胜、刘明林 

施工单位：苏州天园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储仟 

21. 项目名称：MOMΛ当代九华山莲花小镇 

业主单位：安徽当代文商旅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侯立峰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衍生 

施工单位：安徽沃东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宋利刚 

 

22. 项目名称：福清融侨悦府大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福清融侨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伦勇 

施工单位：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柳家厚 

设计单位：泛亚景观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姚久洲 

 

23. 项目名称：济南奥体金茂府大区一期 

业主单位：济南远茂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杜长青 

施工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勇 

设计单位：北京昂众同行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主创设计：杨柳 

 

24. 项目名称：阳光城浙江大区安徽公司合肥·悦澜府项目大区 

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安徽阳耀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勇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金林 

设计单位：上海墨刻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晓悦 

 

25. 项目名称：郑州正商珑水上境项目 

业主单位：河南正商致远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段凤蕊、翟鹏飞 

设计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晓明 

设计团队：王玉宝、聂玉琪、张文彬、徐玥、马之瑶、任玉

雪、戚梦红、吴宗莉、邓红、焦丙文 

施工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凯旋 

 

 

 

 

 



                                                                                                         光荣册 
                                                                                              HONOR ROLLS 

 159 

26. 项目名称：建发包河区 S1511 地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厦门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伟 

施工单位：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家明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高兴 

 

27. 项目名称：无锡万科晨阳甲第四期 

业主单位：靖江万投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月 

设计单位：上海棠澍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飞、丁洋 

施工单位：绘景景观规划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鑫 

 

28. 项目名称：瑞源·名嘉康城 

业主单位：青岛鲁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东彪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叶翀岭 

施工单位：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建华 

29. 项目名称：常州金茂上品晟庭 

业主单位：常州龙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猛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程振 

设计单位：普利斯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燕珍 

 

30. 项目名称：温州滨江商务区桃花岛 T05-18 地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温州绿城浙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叶金成、金叶华 

施工单位：浙江绿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晨曦 

设计单位：柏纳遨天（杭州）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泽霖 

 

 

 

 

 

 

 

 

 

银奖 
 

1. 项目名称：The Base Sukhumvit 50, Bangkok, Thailand 

业主单位：Sansiri Public Company Limited 

设计单位：TK Studio Co.,Ltd.，NPAAE 

主创设计：Tawatchai Kobkaikit 

设计团队：Naratip Bundi, Kamonchanok Srisaovanant, 

Chonnipa Opascharoenkij 

施工单位：W.AND ASSOCIATES Group 

 

2. 项目名称：杭州·融创望海潮公寓 

业主单位：融创东南区域集团杭州置地公司 

项目总监：金佳健 

设计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华 

设计团队：刘杰、易术中、吴京力、燕成征、田静、刘明娜、

杨利、胡杨、朱会壮 

施工单位：杭州佳德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金亿春 

 

 

 

3. 项目名称：太仓旭辉熹阅雅苑大区首开区 

业主单位：旭辉上海区域集团 

项目总监：孙诗雨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乔方 

设计团队：严依依、李勇强、李雪、张雪维 

施工单位：上海沪虞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季 

 

4. 项目名称：太原保利·西江月 

业主单位：保利发展（山西）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荣盼盼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刘刚、罗许烁 

设计团队：吴金平、谢惠强、胡维佳、郑小兰、林文波、赖

蔷鹦 

施工单位：太原易道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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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上海新城虹口金茂府 

业主单位：中国金茂上海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詹振鑫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乔方 

设计团队：陈宇霆、李雪、张雪维 

施工单位：上海上农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鑫伟 

 

6. 项目名称：水晶榕著 

业主单位：福州住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欧阳旻 

设计单位：福建东易奇思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何怀旭 

 

7. 项目名称：天津融创·南开宸院 

业主单位：天津融创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薇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刘雅泉 

设计团队：冯文鑫、王佳隆、周旋、贾振辉、周珊珊 

施工单位：天津市远成景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魏帅、韩泽民 

 

8. 项目名称：泉州中骏雍景湾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南安骏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钱丽云、程季泓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叶劲枫、张文文 

设计团队：袁徐安、程秋钿、魏珂琰、刘承枫、朱报生、叶

贺新、陈锦尊、吴迎、李密、黄晓彤 

施工单位：厦门市沐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何新垓 

 

9. 项目名称：奥体金茂悦 

业主单位：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智娟 

设计单位：上海寰颐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益圆、李刚 

设计团队：谢禹中、罗祥、王江、徐然然、伍志森、慈英纪、

王枫 

施工单位：厦门溢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郑凤 

 

 

 

10. 项目名称：绿地·莫奈公馆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宜宾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白音夫、文琪 

设计单位：广州尚沃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梁锦华、林黎 

施工单位：四川山湖中天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11. 项目名称：新城樾隽中央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集团 

项目总监：虞竹君 

设计单位：上海兰境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亚林 

设计团队：黃霞、林晨、蒋旻祎、陈忠伟、杨丽、宣小婷、

李光林、姚倩云 

施工单位：常州常亮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薛晓栋 

 

12. 项目名称：德清阳光城·东宸府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 

项目总监：陈宇 

设计单位：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苑司鑫 

设计团队：洪月琴、高文静 

施工单位：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权 

 

13. 项目名称：南京翡翠天域 

业主单位：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璐 

设计单位：上海到特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江崇铀 

设计团队：袁丁、夏浩生、杜新鑫、沈超、谢源源、马熄、

朱小华 

施工单位：浙江易道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金跃民 

 

14. 项目名称：阳光城·旭辉星瀚城 

业主单位：阳光城地产、中骏地产、旭辉地产、华夏幸福地

产 

项目总监：张晓 

设计单位：上海致社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忆华 

设计团队：朱利安 

施工单位：沪虞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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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名称：无锡龙湖·蠡湖天著 

业主单位：龙湖集团苏南公司 

项目总监：陈志丹 

设计单位：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琨 

设计团队：郭美娜、何丽丹、王青岚、张丽君 

施工单位：苏州趣雅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杜江涛 

 

16. 项目名称：南宁新希望·大唐·锦悦青山 

业主单位：南宁新邕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鸿龙、甘庭玮 

设计单位：广州尚沃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雨桑、蔡俊源 

施工单位：广西鑫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7. 项目名称：奥园蔚蓝卡地亚·云墅 

业主单位：中国奥园集团西部大区成都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赵春梅 

设计单位：四川蓝海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四川印象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白贵平 

 

18. 项目名称：武汉淩悦华府（洺悦芳华）项目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湖北兴弘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道亮 

施工单位：中电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邵先文 

设计单位：上海华策建筑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刘智 

 

19. 项目名称：合肥中海嶺湖湾 

业主单位：中海宏洋地产（合肥）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吴佶 

设计单位：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曹军、谢成志 

设计团队：陈馨、蒋元兴、胡凯建、庄昳云 

施工单位：苏州绿如茵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钱龙 

 

20. 项目名称：徐州楚河金茂府 

业主单位：徐州茂赢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方家林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同波 

设计单位：南京中山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戴华权 

21. 项目名称：昆明长水航城·春风里 

业主单位：云南长水航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海彬 

设计单位：源创易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小芳 

设计团队：袁晓荣、龙卫星、骆译、毕佳俊 

施工单位：昆明沅怡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兰智云 

 

22. 项目名称：海通·桂园 

业主单位：山东海通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王德朋 

设计单位：青岛天开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爽、齐冀娜 

施工单位：东营绿海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黄永强 

 

23. 项目名称：祥生·云境 

业主单位：祥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晴 

设计单位：杭州木杉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JONO、戴洁 

设计团队：周奕彤、胡家琪、张婷、吴林、余建航、郑朵拉、

朱佳奇、李延盛、成晓鸣、柯睦宸 

施工单位：诸暨市祥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郑国民 

 

24. 项目名称：郑州绿都澜湾枫园（绿都澜湾枫园项目景观及雨

污水工程） 

业主单位：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岳耀森、沈青宙 

设计单位：上海道田景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宇铭、李艳 

设计团队：屈鸿麟、卓玥、周先僮、侯海丹、陈懿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振刚 

 

25. 项目名称：郑州雅居乐春森湖畔 

业主单位：郑州雅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晓琼 

设计单位：上海纳千景观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丛伟 

设计团队：张玮、孔于辉、黄中妹、袁亚伟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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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项目名称：河北经济开发区产业园配套公寓高层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白鹤 

施工单位：承德格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新杰 

设计单位：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秦腊梅 

 

27. 项目名称：武汉新力城一期园林景观绿化工程 

业主单位：武汉福瑞德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有强 

施工单位：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姚杰 

设计单位：深圳三分地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家芹 

 

28. 项目名称：合肥银城旭辉·樾溪台 

业主单位：合肥银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汪勇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宋臣 

设计单位：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慧为 

 

29. 项目名称：华润置地北七家 1 期住宅及幼儿园地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北京梓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雷声武 

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郭敏 

设计单位：重庆市承迹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及莉 

 

30. 项目名称：马鞍山新城璟玥府大区景观 

业主单位：马鞍山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友台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立超 

设计单位：杭州现代环境艺术实业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阳 

 

31. 项目名称：永城天润府交房区 

业主单位：永城恒心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坤 

施工单位：河南创之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然 

设计单位：上海原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易腾 

32. 项目名称：漳州国贸天成 

业主单位：国贸地产集团（漳州公司） 

项目总监：庄联郎 

设计单位：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陆颖茵 

设计团队：梁泳恩、许庭蕾、施镜鹏、梁敏妍、邓大新、廖

颖炫、吴帝良、王梓毅 

施工单位：瀛华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郭雪芬 

 

33. 项目名称：象屿·滨江悦府 

业主单位：上海磐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轶波 

设计单位：上海摩高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锐、戚迎莹 

设计团队：黄萌、翟荦荦、赵玲玲 

施工单位：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傅坚土 

 

34. 项目名称：南阳建业十里湖山二期大区 

业主单位：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史付存 

设计单位：天人规划园境顾问服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瑛琦 

设计团队：闫霞飞、黄雄明、沈胧、马鑫红、吴飞扬、王梦

洁、刘蓉慧、苏喜洋、罗达隆、刘星 

施工单位：河南厚德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宋成鹏 

 

35. 项目名称：琼海和顺小区二期 5#、6#楼 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海南和顺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薛棱 

施工单位：海南兴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付越刚 

设计单位：上海应景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信智 

 

36. 项目名称：山东济南唐冶鲁能泰山 7 号都会城 

业主单位：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金鹏 

设计单位：深圳市喜喜仕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罗显俊、崔永顺 

设计团队：温涛、张云锦、文衡、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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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1. 项目名称：天津上东金茂府 

业主单位：天津成茂产创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曹潇丹 

设计单位：北京昂众同行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主创设计：贺喜林、赵霞 

设计团队：徐刚、姚慧法、吴泽瑜、李勇、施京儒、王蕾、

李孟颖、闫梅杰、卢博 

施工单位：天津璟樾市政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亚中 

 

2. 项目名称：宁波绿城柳岸晓风大区 

业主单位：宁波轨道交通绿城东部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黄斌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宁波市中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济君 

 

3. 项目名称：横沥雍景湾花园（一、二期）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东莞市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一村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恺 

设计团队：何冠华、艾仙、黄海、袁滋、黄灿耿、普秋丽、

方天一、涂培福 

施工单位：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曾泽棉 

 

4. 项目名称：苏州·金融街融悦湾 

业主单位：金融街控股 

项目总监：许可冉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江雨龙 

设计团队：白晨音、吴华军、邹向博、丁燕、刘伟 

施工单位：上海加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海洋 

 

5. 项目名称：深圳中骏云景华府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深圳泛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黄懿菁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叶劲枫、刘特凯 

设计团队：袁徐安、王敏熙、陈润建、杨杨、黄海棠、秦添

乐、陈锦尊、蔡攀、林仕煜、聂华 

施工单位：浙江其士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东鹏 

 

6. 项目名称：融信·澜天 

业主单位：融信(福建)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吴光辉 

设计单位：福建东易奇思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秀艺（福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景浩 

 

7. 项目名称：颍上成美·悦府 

业主单位：阜阳成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庄小阳 

设计单位：上海川木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杰、刘挺 

设计团队：连国强、康燕梅、纪心怡、卢芳龄、张捷、黄佳

锋 

施工单位：杭州恒和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山山 

 

8. 项目名称：文昌鲁能·山海天海石滩叁号 

业主单位：中国绿发·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彭杨柳 

设计单位：深圳市喜喜仕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崇文 

设计团队：罗显俊、李哲、黄德孟、肖海莲 

施工单位：上海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施辉 

 

9. 项目名称：义乌佛堂项目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金华市瑞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韡 

设计单位：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如奕、黄燕 

设计团队：王小龙、徐小峰、李丽莉、谭运莹、严亚男、廖

静静、王辉 

施工单位：浙江歆源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戚晓栋 

 

10. 项目名称：绿禾名邸二期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浙江事业部 

项目总监：王靖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展哲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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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名称：宿州宿马金融科技产业园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安徽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丁运武 

设计单位：上海纳千景观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丛伟 

设计团队：马富国、王川、方成卓、袁亚伟、黄中妹 

施工单位：合肥绿叶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 项目名称：海通·在水一方 

业主单位：垦利海通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王德朋 

设计单位：青岛天开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谢方营、张忠凯 

施工单位：东营绿海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黄永强 

 

13. 项目名称：重庆·美的金科郡一期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重庆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聪 

施工单位：重庆泽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聂广李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何卫康 

 

14. 项目名称：亚新美好书香苑 

业主单位：郑州新溪园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彦防 

施工单位：郑州恒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贵昭雨、周洋洋 

设计单位：亚新集团 

主创设计：黎月 

 

15. 项目名称：合肥北雁湖·玥园大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安徽皖投置业有限公司、新华地产、中国金茂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蒙国锋 

施工单位：安徽新华博艺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涛兵 

设计单位：上海亦构景观设计事务所 

 

16. 项目名称：杭州泷悦华府项目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杭州泷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金晶 

施工单位：中电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健 

设计单位：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炯 

17. 项目名称：颍上成美·翡翠湾 

业主单位：阜阳成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庄小阳 

设计单位：上海川木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杰、刘挺 

设计团队：连国强、康燕梅、纪心怡、卢芳龄、张捷、黄佳

锋 

施工单位：杭州恒和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惠惠 

 

18. 项目名称：绿地海湾新城繁海苑 

业主单位：宁波杭州湾新区驰海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飞 

设计单位：上海摩高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锐、戚迎莹 

设计团队：黄萌、吴永清、杨文剑、张淑娟 

施工单位：上海丰麓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冯建波 

 

19. 项目名称：大连保利堂悦 2 号地项目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大连保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东 

设计单位：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先斌 

设计团队：张星驰、尹安琪、叶兴蓉、冯梦洁、郝帅 

施工单位：广东东篱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庄文鑫 

 

20. 项目名称：兴宁玖崇湖项目一期园林工程 

业主单位：兴宁金明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承廉 

施工单位：深圳市绿雅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伏虎 

设计单位：南京古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红珠 

 

21. 项目名称：招商公园 1872 项目 B3-2 地块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武汉明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焦飏 

施工单位：盛景国信（北京）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学朋 

设计单位：武汉伍道建筑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阮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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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名称：南京中建熙元府 

业主单位：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 

项目总监：李墨华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姜海龙 

施工单位：江苏天禾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邱禹菘 

 

23. 项目名称：禹州天润公馆一期交房区 

业主单位：许昌信友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广北 

施工单位：河南创之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代超 

设计单位：上海原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何瑞振 

24. 项目名称：重庆仙桃数据谷龙湖冠寓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重庆仙桃数据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林 

设计单位：重庆奥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祁钟、杨靖 

施工单位：湖南东尚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招阳 

 

 

 

 

 

 

 

 

 

（三）社区公共空间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天津万科·生态之光“森海乐园” 

业主单位：天津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宸恺、师崇轲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王军杰 

设计团队：李笛、王嘉慧、张舸、罗培、李根、周珊珊 

施工单位：天津市远成景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井超、陈佳斌 

 

2. 项目名称：佛山保利·华侨城云禧 

业主单位：华南保利集团 

项目总监：张筱苑、杨展宇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刘刚、Aey PiradaPokpol 

设计团队：张达、胡籼荣、吴依晔、何斯琪、王新烨、卢泽

达、朱鸿希 

施工单位：保利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北京）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符养 

 

3. 项目名称：宸嘉 100 月台公园 

业主单位：宸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大伟、查贤 

设计单位：张唐景观 

主创设计：张东、唐子颖 

施工单位：浙江古景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袁清华 

4. 项目名称：成都招商·时代公园 

业主单位：招商蛇口成都公司 

项目总监：李正睿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冰沁 

设计团队：张旭、谢伟峰、张书恒、吴哲群、谭庄幸、洪本

强、高志飞、王向阳、赵格、吴蓓莉、陈洁、徐

晟 

施工单位：重庆大墅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庆刚 

 

5. 项目名称：万科·国金国会城市展厅 

业主单位：天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适菡 

设计单位：广州尚沃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谢轲、周国顺 

施工单位：四川锦天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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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 
 

1. 项目名称：广东河源江湾湖光印 

业主单位：河源市江湾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永奕 

设计单位：广州邦景园林绿化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永伦 

设计团队：邱少鹏、卢建喜、卓桂林、麦思亨、陈进和、陈

碧云、许文林、朱小冬、陈佩芬、张烨、郭韵湘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林志辉 

 

2. 项目名称：石家庄万科翡翠书院项目 

业主单位：石家庄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丁元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罗潇闻 

设计团队：兰昕、李文盛、张莉、周小健、赵凯、王振南 

施工单位：大连沃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冬梅 

 

3. 项目名称：山东临沂白鹭金岸中央公园 

业主单位：亚太金昌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国华 

设计单位：深圳市雅蓝图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周敏、潘明星 

设计团队：谷学伟、钟泽鹏、邓青霞、黄英毅 

施工单位：杭州萧山振大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郑金建 

4. 项目名称：四川安仁金井一期廖维公馆改造及金井住宅项目

设计 

业主单位：成都安仁华侨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待名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关午军、冯然 

设计团队：路璐、刘玢颖、魏晓玉、赵金良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烟台龙湖滟澜海岸 

业主单位：烟台龙湖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家峰、周志远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韩飞飞 

设计团队：曹帅、李曼、王楠楠、刘一鸣、贾振辉、黄金朋 

施工单位：烟台双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敏 

 

6. 项目名称：南昌保利天汇花洲公园 

业主单位：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涛 

设计单位：南通天恒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罗圆圆 

施工单位：南通天恒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丁海峰 

 

 

 

 

铜奖 
 

1. 项目名称：天健领域 

业主单位：广东天健国际家居装饰商贸广场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梁启彬 

设计单位：BEING 时建筑 

主创设计：戴家明、冯熠 

设计团队：郭源、朱韵彤、陈杰 

施工单位：广州市日寸建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戴民泽 

 

 

 

 

 

2. 项目名称：南宁融创凤屿湖街角广场 

业主单位：西南融创广西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岱朴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刁剑桥、张文富 

设计团队：任霈涵、李晓婉、谢轩昂、宋文、黄冉、范智超、

储云婷 

施工单位：同棋园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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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佳兆业·广州白云城市广场 

业主单位：佳兆业集团 

项目总监：陈小梅 

设计单位：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郭逸原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廖凯明 

 

4. 项目名称：赣州保利时光印象——榕树下的公园 

业主单位：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强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傅兴棉 

施工单位：保利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北京）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曾小龙 

5. 项目名称：首创经中·中国光年城中央公园 

业主单位：首创经中（天津）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郑恺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旭、板玮天 

设计团队：刘鑫、于雪艳、李晓娇、田佳霖、莫官站 

施工单位：北京市管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晓光 

 

 

 

 

 

 

 

 

（四）酒店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苏州古运河英迪格酒店 

业主单位：龙湖集团·沪苏公司 

项目总监：朱程鹏 

设计单位：诺风景观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大川善成 

设计团队：冯雪静、李媛微 

施工单位：上海誉驰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立军 

 

2. 项目名称：三亚海棠湾阳光壹酒店 

业主单位：海南阳光鑫海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于维佳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刘刚、刘志勇 

设计团队：吴冰、李谦、曹阳、郑小兰、黄春燕、王茂、吕

瑞芬 

施工单位：北京润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平 

3. 项目名称：溧阳·WEI 天目湖酒店 

业主单位：上海西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袁方 

设计单位：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浩丞、黄翀 

设计团队：朱可、楼鲁清、王博 

施工单位：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毛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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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 
 

1. 项目名称：越南 Binh Chau Minera 酒店 

业主单位：Xuan Hai Tam Ba Trading-Service  

Company Liminted 

项目总监：Nguyen Thi Thanh Huong 

设计单位：诺风景观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大川善成 

设计团队：陈蓉、屈耸达、前田加代子 

 

2. 项目名称：上海凯悦酒店&三迪曼哈顿 

业主单位：三迪集团 

项目总监：刘慧 

设计单位：三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深圳三尚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主创设计：秦超 

设计团队：林冬仪、黄福文、余春蒙 

施工单位：浙江易道景观 

项目经理：秦亚非 

 

3. 项目名称：北京五矿君澜酒店 

业主单位：五矿地产华北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王小强、李祎龙 

设计单位：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浩、赖华洁 

设计团队：徐超、马丽、王闰霏、康丹姚、郭思延 

施工单位：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玉静 

4. 项目名称：台州·黄岩交旅集团枕山酒店 

业主单位：台州市黄岩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佩蔓 

设计单位：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浩丞 

设计团队：黄翀、朱可、李昕、沈心、倪哲姝 

施工单位：浙江嘉晟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兆志 

 

5. 项目名称：珠海长隆科学酒店 

业主单位：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伍艳阳 

设计单位：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郭逸原 

施工单位：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余雷 

 

 

 

 

 

 

 

 

 

 

 

（五）商业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海谷科技大厦展示区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深圳市宝安 TCL 海创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榕 

设计单位：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沈同生 

设计团队：Jose Gesim、余少娜、黄家恒、刘瑞贤、叶琪

安 

施工单位：深圳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润发 

 

 

 

2. 项目名称：上海恒基旭辉天地绿植墙种植设计 

业主单位：旭辉集团 

项目总监：王诚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虞金龙 

设计团队：余辉、夏玲玲 

施工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雳龑 

 

 

 

 



                                                                                                         光荣册 
                                                                                              HONOR ROLLS 

 169 

3. 项目名称：重庆光环购物公园室内沐光森林植物园 

业主单位：重庆怡置北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郑禹 

施工单位：上海植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郭天忠 

设计单位：重庆朴乔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4. 项目名称：马来西亚森林城市地标·海之羽 

业主单位：碧桂园太平洋景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任志伟 

设计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严锦荣 

主创团队：杨文峰、冯玲、黄润帆、秦侠军、李子文、骆书

云、李娟 

施工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康乐 

 

5. 项目名称：融侨外滩壹号商业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振旺 

施工单位：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卢良融 

设计单位：SWA 

主创设计：邓宁 

6. 项目名称：天安千树滨河花园及一二楼平台花园 

业主单位：天安集团 

项目总监：肖敏飞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虞金龙 

设计团队：余辉、姚杰、吴筱怡 

施工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雳龑 

 

7. 项目名称：徐州·金科·听泉小镇 

业主单位：金科集团 

项目总监：李明 

施工单位：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代国强、陈浩 

设计单位：深圳市麦垦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葛昭昆 

 

 

 

 

 

 

 

 

 

银奖 
 

1. 项目名称：中国绿发·南洋美丽汇 

业主单位：中国绿发·海南亿兴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彭杨柳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宝章 

设计团队：万小方、冉小平、罗敏、何晏峰、李海妙、严文

勇、刘克华、刘菁华、侯婷、王兵 

施工单位：江苏兴业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薛林刚 

 

2. 项目名称：石景山中海大厦 CD 座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北京中海金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曾涛 

设计单位：阿拓拉斯（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盛葉夏樹、中里竜也 

设计团队：闫梦捷、龚世昭 

施工单位：中建国际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俊英 

 

3. 项目名称：青岛金茂中欧科创园 

业主单位：青岛方腾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英旭 

设计单位：北京昂众同行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主创设计：杨柳、徐刚 

设计团队：赵霞、孟小艺、李耀兰、王蕾、王鹏宇、刘海宁、

卢博 

施工单位：南京溪园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松柏 

 

4. 项目名称：北京丰台区丽泽商业金融用地项目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北京金坤丽泽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聂涛 

施工单位：北京园创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曲海波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主创设计：关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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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1. 项目名称：杭州智慧网谷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杭州北部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琼敏 

设计单位：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恺、蔡璨 

设计团队：陈书豪、李俊杰、付蓉蓉 

 

2. 项目名称：商丘建业总部港 

业主单位：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雅顺 

设计单位：天人规划园境顾问服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瑛琦 

设计团队：闫霞飞、古国胜、王梦洁、龙家鹏、王珺、钟伟

玲、吴飞扬、马鑫红、韦玉健、李慧、李凡、冯

秋萍、沈胧、刘蓉慧、林海秀 

施工单位：河南厚德园林景观公司 

项目经理：齐孝成 

3. 项目名称：绿地创智中心（杭州湾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业主单位：宁波杭州湾新区驰海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飞 

设计单位：上海摩高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锐、杨龙父 

施工单位：绿地集团森茂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国贤 

 

4. 项目名称：碧海湾金沙 1 号 

业主单位：四会市金沙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华小明 

施工单位：广州市文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廖大海 

设计单位：广州市文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志标 

 

 

 

（六）示范区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广州保利产品体验中心 

业主单位：广东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冯汉华、王卓群 

设计单位：metrostudio 迈丘设计 

主创设计：谭贡亮、苏波平 

施工单位：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罗少峰 

 

2. 项目名称：崇明·东滩云墅 

业主单位：仁恒置地、招商蛇口、碧桂园集团、 

项目总监：鲁遥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良 

设计团队：邢天阳、向阳、韩栋、张晨丽、张晔、杨丹丹、

魏猛、郁琪、吴蓓莉、刘明空 

施工单位：上海春禾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候伟雄 

 

 

 

 

3. 项目名称：融创·西安江山宸院 

业主单位：西安宏信晶南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红 

设计单位：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耿锋 

设计团队：闫先先、刘婧虹、吴文玲、孔田、洪晓君、陈浩

森、黄俊皓、黄健健、张海娟、邓世妹 

 

4. 项目名称：宁波宝龙雅戈尔江汇城展示区 

业主单位：雅戈尔集团 

项目总监：王景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乔方 

设计团队：严依依、李雪、任虹、张雪维 

施工单位：宁波市中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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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珠海 万科·海上城市 

业主单位：珠海万科地产 

项目总监：陈嘉慧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柯玉栋、叶惠平 

设计团队：马迪菲、刘曾曦、黄旺松、袁翰林、陈熙浩、胡

燕芳、王修权、李楠 

施工单位：四川蜀汉园林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沈阳龙湖·方林岸芷汀兰 

业主单位：龙湖地产、方林集团 

项目总监：侯玉彪 

设计单位：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琨 

设计团队：樊世通、王丹文、Herbert、李志杰、王蕾、孙苑、

施雯菁 

施工单位：德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蒲东升 

 

7. 项目名称：融创山水江南 

业主单位：无锡政融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真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苏州仁和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顾林锋 

 

8. 项目名称：厦门翔安·正荣府 

业主单位：正荣集团 

项目总监：陈洲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春燕 

设计团队：鄂宇轩、唐小钦、祝志豪、吕雪莹、吴蓓莉、刘

明空 

施工单位：厦门市正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洲 

 

9. 项目名称：苏州图书馆·星河平江分馆 

业主单位：星河地产华东区域苏州公司 

项目总监：宗伟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侯建邦 

设计团队：黄雪龙、王东皓、张兆年、李朋城、黄其悦、胡

汉文、洪本强、高志飞、王向阳、赵格、吴蓓莉、

陈洁 

施工单位：苏州廷臻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敏 

 

10. 项目名称：上海·招商阳光城未来悦 

业主单位：阳光城地产、招商蛇口 

项目总监：马馨琪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李明 

设计团队：叶玮、关姝莉、王晓云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史四华 

 

11. 项目名称：融创·城发·九江匡庐别院 

业主单位：九江创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靳帆 

设计单位：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史林川、钟都 

设计团队：林家浪、欧林健、钟其聪、甘玉莹、朱圣凡、林

伟洪、黄俊皓 

施工单位：浙江恒春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2. 项目名称：卓越旭辉·江屿海 

业主单位：珠海市卓新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勇毅、李想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哈艺、王博 

设计团队：谢先根、李宏、武梦玮、王玮嵩、郭菲洁、况紫

莹 

施工单位：广州市景晖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谢忠仁 

 

13. 项目名称：苏州万科江湾澜庭 

业主单位：昆山凯进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汤继威 

设计单位：上海棠澍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阳、丁洋 

施工单位：绘景景观规划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鑫、王赞 

 

14. 项目名称：重庆 万科·城市花园 

业主单位：万科（重庆）企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邹渝达、胡燕芳 

设计团队：代泰忠、张添龙、张志超、王心彤、张冲、王修

权、李楠、杨森、肖瑞、傅成兰 

施工单位：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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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名称：合景泰富·云上 

业主单位：四川龙源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涛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鸣豪、万芸芸 

设计团队：肖天宇、赵文乖、吴筱薇、彭媛 

施工单位：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罗华山 

 

16. 项目名称：南宁阳光城龙光檀映滨江•天境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黄文茵 

设计单位：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辉、庄国伟 

设计团队：谢浩、易康悦、吴春英、李豪、相静怡、袁盛媛、

唐国栋、李泽忠、邹凤霞、尤春宇、黄子仪、范

巧莉、蒲兴超 

施工单位：广西馨艺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卢玉泉 

 

17. 项目名称：绿城·佛山桂语映月 

业主单位：佛山市南海区绿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剑冬 

设计单位：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耿锋、李晓元 

设计团队：廖智仿、谢盛奋、谢冬霞、黄漫珊、洪晓君、甘

玉莹、兰艳玲、陈浩森、黄俊皓、林伟洪 

施工单位：广东楚润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18. 项目名称：昆明首创誉华洲 

业主单位：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梦迪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刘亚军、欧代兴 

设计团队：蔡捷、洪滢、谭德胜、黄益峰、曲柳 

施工单位：云南景然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彭志坚 

 

19. 项目名称：天津万科翡翠大道 

业主单位：天津万安才智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晨恺、石少男 

设计单位：里表都会（北京）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铮健、李振 

设计团队：姚迪、秦豆惠子、徐劭嘉、于辉、胡卉青、张雷、

罗苏娟、马宁悦 

施工单位：天津市远成景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洪星 

20. 项目名称：无锡绿地香港·安兰诺雅 

业主单位：绿地香港江苏公司 

项目总监：谢敏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圣 

设计团队：孙丹风、周茂政、杨之彦、薛程予、林庆煌、崔

志伟、杨亿鸣、王明祺、尹容容、刘贵阳 

施工单位：江苏久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明 

 

21. 项目名称：合肥·阳光城檀悦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晓东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李明 

设计团队：高明、关姝莉、王晓云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昊 

 

22. 项目名称：东莞·卓越·晴熙云翠 

业主单位：卓越莞惠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王禹涵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乐雄飞 

设计团队：马恺、乐雄飞、黄介旺、李雪英、宋韧强、郑伟

跃、郑冬子、毛翔宇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记波 

 

23. 项目名称：天津龙湖天曜 

业主单位：龙湖集团 

项目总监：樊悦、孟羚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李文博 

设计团队：冯红英、邢光正、孟玥、贾振辉、周珊珊 

施工单位：天津城茂园林 

项目经理：赵强 

 

24. 项目名称：烟台芝罘万科城 

业主单位：烟台市芝罘新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龙飞、赵登旭 

设计单位：里表都会（北京）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铮健、李振 

设计团队：姚迪、徐劭嘉、秦豆惠子、于辉、赵聪、尹丽珠、

罗苏娟 

施工单位：天澜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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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目名称：万科·潮鸣 

业主单位：徐州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总监：胡晓宇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嘉来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小文 

 

26. 项目名称：上海保利·天汇 

业主单位：上海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睿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侯建邦 

设计团队：黄雪龙、王东皓、李朋城、张兆年、胡汉文、黄

其悦、洪本强、陈洁、徐晟 

施工单位：上海春沁生态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皓中 

 

27. 项目名称：义乌·阳光城檀境 

业主单位：阳光城地产 

项目总监：林煜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黄远 

设计团队：李洋、许晨、张莹、薄康成、陈静 

施工单位：祥生园林 

项目经理：许贵军 

 

28. 项目名称：青岛万科海潮云起项目 

业主单位：青岛万城安投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苏彦铭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何茜 

设计团队：罗占波、姜佳怡、王淼、郭瑞鑫、肖鸿娟、张静 

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工程公司 

项目经理：许家勉 

 

29. 项目名称：东莞市虎门镇虎门高铁站 TOD 核心区综合开发

项目保利时区广场园林景观设计之——展示区景

观（前场） 

业主单位：保利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莹、张露 

设计单位：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罗锦斌、杜炜豪 

设计团队：张淑仪、王瑜钧、邵明哲、陶玉姣、梁丽 

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常青、陈奇武 

 

30. 项目名称：远洋红星宝山天铂 

业主单位：上海洛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盛昌 

设计单位：上海艾沃景观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张居波 

设计团队：任振元、张震、吴克、巩俐楠 

施工单位：杭州星期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东杰 

 

31. 项目名称：沈阳中海领馆壹号 

业主单位：沈阳中海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书亮、王涵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阳孔博 

设计团队：马宝欣、石岳、祝梦瑶、张丹阳、李胜男、刘阳

蕊、管永贝、韩波、信东雪 

施工单位：深圳市汉品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建鑫 

 

32. 项目名称：重庆万科·天空之城 

业主单位：万科（重庆）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聂娟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雷露、黄腾全 

设计团队：邹渝达、张冲、叶惠平、王修权、李楠 

施工单位：成都沛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索能建设

有限公司 

 

33. 项目名称：上海·建发泗水和鸣 

业主单位：建发集团 

项目总监：董雪妮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宋建东 

设计团队：周雨馨、俞厚毅 

施工单位：苏州仁和园林 

项目经理：钱月根 

 

34. 项目名称：明信遵义 ONE-凤栖台展示区 

业主单位：明信集团 

项目总监：童丽 

设计单位：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飞、张晓林 

设计团队：赵卫东、杨忠洪、吕林峰、何涛 

施工单位：成都宁景楹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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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名称：佛山金科城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吴晓和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邓韶军、杨杨 

设计团队：余敖、余俊、莫芷昕、梁柱峰、林思婷、黄意秋、

杨漪琪、郭秀玲、蔡攀、王学毅 

施工单位：广东凯天俊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凯天俊 

 

36. 项目名称：世茂·沁雅瞰云台 

业主单位：世茂集团苏沪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牛宾 

设计单位：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越、展仁伟 

施工单位：苏州仁和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中秋 

 

37. 项目名称：重庆融创·隐溪晓院 

业主单位：融创重庆置地璟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杜慎昆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晓黎、叶惠平 

设计团队：邹渝达、代泰忠、李强、曹灿、宋正威、邹菊、

王修权 

施工单位：森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38. 项目名称：方大·长白一品·沈阳 

业主单位：盛京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丽娜、李雨 

设计单位：北京麦田国际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王娜娜 

设计团队：袁立友、曹帆、马宇滕、李袁、胡逸蓉、肖莉、

温殿帅、闫妍 

施工单位：大连市古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维州 

 

39. 项目名称：济南阳光城檀悦 

业主单位：阳光城上海大区山东公司 

项目总监：单国栋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孟德明 

设计团队：刘勋、冯银舟、张礼磊、杨国彪、邱方兴、闻琳、

张蓓蓓、焦丽萍 

施工单位：山东溪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海林 

 

40. 项目名称：淮安和樾府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通银集团 

项目总监：吴熙、王亚宁、洪丹 

设计单位：上海澜道环境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孙瀚 

施工单位：江苏伯仲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南京九木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顾明铭、万兴龙 

 

41. 项目名称：南京·璞境 

业主单位：中南置地 

项目总监：冯谦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雷民 

 

42. 项目名称：无锡龙湖•华亨天玺 

业主单位：龙湖集团苏南公司、无锡市华亨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项目总监：陈颖奇 

设计单位：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琨 

设计团队：AJ、蒋志轩、冯越、倪肖洛、傅浙峰 

施工单位：上海坤泰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雪华 

 

43. 项目名称：宁波·招商三里江印 

业主单位：招商蛇口宁波公司 

项目总监：冯斌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宋建东 

设计团队：周雨馨、俞厚毅 

施工单位：上海棕榈生态城镇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辰 

 

44. 项目名称：上海·瑞安蟠龙天地（展示区） 

业主单位：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化军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江雨龙 

设计团队：邓佳梦、都京、时黛、沈博、胡美珍、刘伟 

施工单位：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余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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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项目名称：秦皇岛远洋海璟宸章示范区 

业主单位：远洋集团（秦皇岛市海洋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项目总监：庞蕾 

设计单位：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庞庆博 

设计团队：李晶、夏强、张振、韩晓博、彭婷、郑连爽 

施工单位：北京盛远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强 

 

46. 项目名称：济南雪山万科城 

业主单位：济南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志永、李宁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王益鹏 

设计团队：赵蕾、刘家岐、熊常昕、王楠楠、周姗姗 

施工单位：辽宁嘉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晓元 

 

47. 项目名称：泰州中南·君启 

业主单位：中南置地、海晟控股 

项目总监：赵路阳、金良明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金杰 

设计团队：李丹、周波、雒大勇、余敏、向钰娟、赵丽萍、

吴利华 

施工单位：上海中钰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宏彬 

 

48. 项目名称：大连金科金弘基·九禧 

业主单位：大连金科九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柱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家胜 

设计团队：熊赛、王鑫、吴春霖 

施工单位：慧昌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邱振乙 

 

49. 项目名称：广州首开保利·云湖壹号 

业主单位：广东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何佳钰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罗圆圆 

设计团队：缪建勋、李红、吴君豪、虞涛、郭晨、赖鸿达、

邹丽兰 

施工单位：杭州鑫蓬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特威、蔡明锋 

50. 项目名称：中山 鸿基 金色年华悦府 

业主单位：深圳鸿基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苏正金 

设计单位：metrostudio 迈丘设计 

主创设计：谭贡亮、李文军 

施工单位：广东成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为庆 

 

51. 项目名称：雅居乐.北城雅郡 

业主单位：雅居乐地产西安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石磊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鑫 

设计团队：朱亮、徐玄霄、金可伊、靳少华、王景卫、陆开

文、念继凯、赵豹、秦佳玉、李靖 

施工单位：广州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秦伟 

 

52. 项目名称：武汉中交越秀·知园 

业主单位：武汉锦秀嘉合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金波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娜 

设计团队：李刚、程晓、谢金月、李盼、郑传昊、张丽莉 

施工单位：武汉国风世纪园林景观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祖国、王海钊、冯君贤、于鹏宇 

 

53. 项目名称：昆明保利春湖国际生态城 

业主单位：云南恒诺赛鑫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罗新文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美佳、梁倩倩 

设计团队：万小方、陈浪、张肖雷、周颖舒、许发旺、郑崇

栋、彭丽锦、罗敏、童毅、王海涛 

施工单位：重庆曲线景观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松 

 

54. 项目名称：成都东叁金茂逸墅 

业主单位：中国金茂成都公司 

项目总监：袁娇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焦云坪 

设计团队：雒桐、李景辉、马恺、杨佳敏、张圣青、冯永澄、

何爽、明民 

施工单位：重庆吉盛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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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项目名称：中天·唐山南湖玥 

业主单位：唐山馨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俞培柱、王尚轩 

设计单位：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小黎、钟都 

设计团队：欧林建、洪晓君、甘玉莹、朱圣凡、陈浩森、黄

俊皓、林伟洪 

 

56. 项目名称：烟威龙湖·滟澜山 

业主单位：烟台龙湖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家峰、黄树泽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王军杰 

设计团队：王嘉慧、王佳隆、孙文霞、翟鑫磊、李根、郑丽

娜 

施工单位：上海春峻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亚宇 

 

57. 项目名称：沈阳龙湖·云颂示范区 

业主单位：东北龙湖地产 

项目总监：董曌宇 

设计单位：青岛厚德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安晓华 

设计团队：丁艳、李晓宁、李淑敏、付航、荣娟 

施工单位：大连山水一禾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于瑞 

 

58. 项目名称：港龙皇朝龙湾壹号 

业主单位：广州港科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来庆玲 

设计单位：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田亚东 

设计团队：殷玉洁、闫奕含、周煜、罗莹、李梦慧 

施工单位：江苏嘉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涛 

 

59. 项目名称：常熟雅居乐山樾雅苑 

业主单位：常熟雅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闪旭涛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圣、周涛 

设计团队：朱彦、谭自成、易杰、李俊文、杨元、唐博、刘

彩云、吴素琼、王明、宋德胜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闫东亮 

 

 

60. 项目名称：首创·天阅山河 

业主单位：北京创阅新科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延贺 

设计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华 

设计团队：刘杰、吴京力、吴湘萍、任怡韵、易术中、朱会

壮、燕成征、徐丽、于凯蓉 

施工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鹏翔 

 

61. 项目名称：金樾万象 

业主单位：爱情地产、新城控股华北大区公司 

项目总监：潘梅林 

设计单位：东朗景观规划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爱晨 

设计团队：王跃、章佳嘉、李佳、曹贺、颜玉环、杨子昇、

周盼月 

施工单位：保定凯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蔡思源 

 

62. 项目名称：泰州绿城·桂语听澜轩 

业主单位：泰州泰洋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袁林林 

设计单位：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周彬、陈汉炀 

设计团队：邹苏增、赵静、李汶芯、徐瑶 

施工单位：绿城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龙涛 

 

63. 项目名称：沈阳旭辉铂悦公望 

业主单位：旭辉集团东北事业部 

项目总监：朱智、岳蕊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王军杰 

设计团队：程晓冬、顾绍琨、翟鑫磊、张慧茹、黄金朋 

施工单位：辽宁新金域景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秋生 

 

64. 项目名称：桃李湖滨 

业主单位：杭州桃李湖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戴邹华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浙江康缇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霄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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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项目名称：绿地香港·琥珀半岛 

业主单位：绿地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谢敏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姜海龙 

设计团队：王司龙、章梦含、江灵敏、谭娇莉、匡芳 

施工单位：浙江锦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蒋轶忠 

 

66. 项目名称：舟山保利自在海 

业主单位：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茹建寅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罗许烁、侯文军 

设计团队：刘刚、王长风、李涛、林文波、陈文兴、曹阳、

张政 

施工单位：南通天恒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宋金明 

 

67. 项目名称：钱塘东方 Co-Life 生活体验馆 

业主单位：杭州万科地产 

项目总监：王旭峰 

设计单位：上海华策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蔡慧明 

设计团队：张古超 

施工单位：杭州天勤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丰良 

 

68. 项目名称：港龙·旭辉城市江来 

业主单位：港龙中国安徽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黄梅 

设计单位：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许越 

设计团队：刘轻松、丁泽胜、黄鹏晖、施雪、张秋霞、陆静、

廖子敏、罗美琼 

施工单位：合肥绿森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吕伟伟 

 

69. 项目名称：大家·上宸宸光美学馆 

业主单位：宁波奉投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贾大伟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勤东 

设计团队：高良、于佳鑫、武星、王小斌、李睿、王建冲、

王晓菲 

施工单位：浙江鹭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华利民 

70. 项目名称：重庆万科·未来星光 

业主单位：万科（重庆）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高鹏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晓黎、梁杰 

设计团队：张志超、代泰忠、李楠、王修权、熊春燕 

施工单位：重庆共创园林有限公司 

 

71. 项目名称：南京·伟星万科四季光年 

业主单位：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璐、杨宁婧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潘莹星 

设计团队：李逢、林靖、臧怡欣、曹正杰、谭羽琪、杨洁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姜金虎 

 

72. 项目名称：长沙旭辉国悦府 

业主单位：湖南旭辉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胡龙丰、朱吾庆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刘雅泉 

设计团队：鲁东杰、屈丹、王裕彤、谢梦茜、张静、董智博 

施工单位：湖南景道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小波 

 

73. 项目名称：重庆 万科·江南万科城 

业主单位：万科（重庆）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高鹏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晓黎、叶惠平 

设计团队：邹渝达、代泰忠、陈熙浩、胡燕芳、王修权、李

楠、宋正威 

施工单位：四川锦天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74. 项目名称：保利绿城·北京和锦诚园 

业主单位：北京致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建邦 

设计单位：杭州朗庭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锋 

设计团队：魏洪炳、张清江、沈世超、金坤俭、王飞燕 

施工单位：北京欣风景生态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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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项目名称：光大·云启府 

业主单位：浙江光大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海平 

设计单位：杭州木杉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俊豪 

设计团队：张帅、汪海波、邹雪薇、伊圆圆、闫倩倩、张婷、

吴林、朱佳奇、顾凯轩、曾翰臣 

施工单位：浙江大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文英 

 

76. 项目名称：北京路劲御合院项目示范区 

业主单位：北京隽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万成学 

设计单位：青岛厚德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晓航 

设计团队：黄巨祥、徐彤彤、丁金丹、丁怡琦、张甜 

施工单位：北京园创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曲海波 

 

77. 项目名称：保利·阅江台 

业主单位：宜宾市保宜昊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汪文军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晔 

设计团队：杨骁、蒋鑫、曾梦婕、李培安、安妮、何志、廖

涛、谢年利、张金梅、胡睿婷 

施工单位：广州荣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78. 项目名称：电建·洺悦玉府 

业主单位：广州洺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晓燕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恺 

设计团队：陈国钦、黄梦娴、邝梦怡、吴晓仪、温广俊、陈

名海、朱文君 

施工单位：中电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欢 

 

79. 项目名称：中航昕晖·璟辰（昕晖·大渡口） 

业主单位：重庆昕晖拓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范珺 

设计单位：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詹燕、曾翔春 

设计团队：姚金、阳文、李寒、陈梅、欧阳伶俐 

施工单位：重庆渝川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斌 

 

80. 项目名称：昭通万景·朱提文化小镇 

业主单位：四川万景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邹兴勇 

设计单位：CCLA 西悉 

主创设计：何蔚 

施工单位：四川艺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振 

 

81. 项目名称：金科·博瀚天元 

业主单位：金科地产 

项目总监：冯将、王翾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亮 

设计团队：刘平、王馨怡、莫文宇 

施工单位：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82. 项目名称：苏州东原.月印万川 

业主单位：东原集团 

项目总监：臧西瑜、周琦 

设计单位：WDD 问道景观 

主创设计：郑越 

施工单位：上海茗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83. 项目名称：眉山万景·进园汇 

业主单位：四川万景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邹兴勇、丁涛、余波 

设计单位：CCLA 西悉、四川柒言堂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何蔚 

施工单位：四川艺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振 

 

84. 项目名称：阳光城浙江大区温州招商檀境项目示范区景观工

程 

业主单位：温州市光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大展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章华瑞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锦涛 

 

85. 项目名称：万科•国宾道 

业主单位：常州万科地产 

项目总监：鲍小明 

施工单位：绘景景观规划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臧鹏程 

设计单位：北京创翌善策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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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项目名称：融创·崂山壹號院 

业主单位：青岛浩中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于海良 

施工单位：北京同易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志鹏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87. 项目名称：建发益阳央著 

业主单位：益阳悦发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吴晓鸣 

施工单位：浙江天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殷海兵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蔡阿杰 

 

88. 项目名称：武汉德商彰泰佳兆业翡丽天玺 

业主单位：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雷勇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季亚洲 

设计单位：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89. 项目名称：卓越悦山湖展示区 

业主单位：卓越莞惠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张华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少坚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90. 项目名称：阳光城光明未来悦悦之北首开区域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颖雄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郑宇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孙希庆 

 

91. 项目名称：阳光城大唐南宁檀境项目展示区园林景观工程项

目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厦门大唐地产集团广

西公司 

项目总监：舒展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守泽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逸非 

 

92. 项目名称：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社区示范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海南麓华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建伟 

施工单位：海南兴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付越刚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莫比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志英、孙晨阳、武毅 

 

93. 项目名称：成都融侨望云示范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成都融欣锦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秦源 

施工单位：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汪斌鸿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何泽窈 

 

94. 项目名称：广西北海阳光城·悦江海项目扩大示范区后场景

观工程 

业主单位：北海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绍虎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郑宇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晰臻 

 

95. 项目名称：徐州中骏东湖上璟展示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徐州骏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丁健聪 

施工单位：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陆方舟 

设计单位：上海大拙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袁冲 

 

96. 项目名称：常熟柳州路展示区 

业主单位：常熟雅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梁守明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97. 项目名称：康桥悦溪园 

业主单位：康桥集团 

项目总监：鄢立银 

施工单位：河南森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秦国凯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曹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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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项目名称：祥源星球花园 

业主单位：祥源花世界生态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杰 

设计单位：安徽星球花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肖杰 

施工单位：安徽祥融园林有限公司/安徽星球花园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项目经理：肖杰（二木） 

 

 

 

 

 

 

 

 

 

银奖 
 

1. 项目名称：广州阳光城·翡丽山 

业主单位：阳光城广州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仲轶 

设计单位：深圳沃亚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永辉 

施工单位：广州乾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德宏 

 

2. 项目名称：中天·武义湖璟嘉苑 

业主单位：武义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俞培柱、金洪军 

设计单位：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耿锋、刘小黎 

设计团队：尹颖欣、王礼明、尹健、梁小艳、洪晓君、甘玉

莹、燕茹、陈浩森、黄俊皓、林伟洪 

 

3. 项目名称：无锡龙湖长泰·景粼天著 

业主单位：龙湖集团苏南公司 

项目总监：杜江涛、马莉芬 

设计单位：上海伍鼎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覃铁军、林俊耀 

设计团队：黄艳伟、吴佳宇、饶高翔、朱小敏 

施工单位：上海坤泰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孔周林 

 

4. 项目名称：顺德东原印阅府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佛山东原毅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康静仪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凌宁、吴霆 

设计团队：余敖、孔宣霁、卢日晖、杨杨、刘兆峰、李慈平、

陈婧怡、徐夏莹、吴稚华、刘华平 

施工单位：深圳市璞道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金樾玖著 

业主单位：绍兴越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宋权 

设计单位：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卢传珂、何斌 

施工单位：杭州蔚来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铁明 

 

6. 项目名称：郑州万科·山河道 

业主单位：河南国信乐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秦璐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冉游、梁杰 

设计团队：曾续虎、綦英雄、冯捷羚、张啟兵、唐丹、蹇先

平、黄腾全、宋正威、王修权、李楠 

施工单位：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7. 项目名称：保利西汇·智慧云城 

业主单位：成都市汇保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唐颖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亮 

设计团队：王馨怡、赵进智、杨昆义、韦川、王乐 

施工单位：广东四季景山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昌 

 

8. 项目名称：徐州·美的云澜天境 

业主单位：美的置业津淮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黄健平、杜超 

设计单位：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耿锋、谢卓屹 

设计团队：蔡卓良、祝栋、谢盛奋、黄曼珊、谢冬霞、洪晓

君、甘玉莹、陈浩森、黄俊皓、林伟洪 

施工单位：浙江易道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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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天水恒顺阳光城翡丽湾 

业主单位：天水光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书君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娜 

设计团队：陈建、李刚、程晓、张云帆、李盼、冯彬彬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雷云鹏 

 

10. 项目名称：绿地安庆新里城翰林公馆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安庆紫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吴海波 

设计单位：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慧为 

设计团队：徐文涛、张国剑、刘丽辉、潘晓燕 

施工单位：安徽云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金剑 

 

11. 项目名称：华鸿招商雍璟府 

业主单位：宁波鸿茂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濮晓明、盛林峰 

设计单位：苏州翰地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昊、张璐 

设计团队：徐晓振、何玉江、沈华枢、周广娟、尚煜坤、刘

文衡、王帅艺、黄琼、严雅静、郑诗宇、王姁、

郑司南、张志博、周建宇 

 

12. 项目名称：美的智慧城 

业主单位：美的置业中部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韦源 

设计单位：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刘二保、刘寅 

设计团队：李竞、刘鑫、赵怡然、刘美洋、白云靖 

施工单位：北京北华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武进 

 

13. 项目名称：顺德美的世茂·滨江壹号 

业主单位：佛山市顺德区宝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子敏 

设计单位：广州邦景园林绿化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永星 

设计团队：朱剑光、王杰、陈嘉怡、林亨都、谭景行、谭良

纯、覃恺、徐田华、周斯文、陈伟杰、冯思玲、

何彦良、麦军文、熊泳妍 

施工单位：佛山市浚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伯盛 

 

14. 项目名称：中交中央公园翠澜峯境 

业主单位：重庆中交西南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东 

设计单位：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章毅、李莹 

设计团队：鞠湘艳、瞿一犇、刘钦、林鹤 

施工单位：重庆蜀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万建清 

 

15. 项目名称：大理的小院子中区生活体验中心 

业主单位：云南实力融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承刚 

设计单位：漫格景观 

主创设计：张可心、钱学 

施工单位：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林 

 

16. 项目名称：杭州大华春山椿树 

业主单位：杭州大华青山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余剑晖、姚玲琳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芮万培、朱逸非 

设计团队：史鑫焱、赵天琪、杨珺、郑彩云、陶孟柯、段文

君 

施工单位：杭州市城市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乃平 

 

17. 项目名称：重庆·建发和玺 

业主单位：建发房产 

项目总监：张淳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黄远 

设计团队：罗政瑧、吴朔、阮崇新、熊瑶、杨发俊、陈婧 

施工单位：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唐建国 

 

18. 项目名称：绿地香港•滇池国际健康城集中展示区 

业主单位：绿地香港云南公司 

项目总监：谢敏 

设计单位：北京融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秦曙、冯凯强 

设计团队：石磊、褚月冉、李海艳、王玥 

施工单位：上海企睿园林装饰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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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项目名称：东阳中奥·东义府 

业主单位：江西中奥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吕春容 

设计单位：上海集塔景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黎明 

施工单位：江苏古枫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俊 

 

20. 项目名称：中交·长安里 

业主单位：西安沣河映象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庆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四川罗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项目经理：贾伟荣 

 

21. 项目名称：东莞金众柏悦公馆 

业主单位：深圳市金众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晨 

设计单位：深圳市希尔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程前、刘敏 

设计团队：阮诗愿、荆贺朋、罗钧、莫杏泽、胡朝霞、林玉

霖 

施工单位：深圳市景和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袁伟 

 

22. 项目名称：鸿通大学府 

业主单位：四川鸿通盛世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董金刚、杨正华 

设计单位：四川景虎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龙赟 

设计团队：余红梅、程红、肖红斌、刘刚、邱海英 

施工单位：成都鼎鑫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唐忠 

 

23. 项目名称：首创·禧瑞光华示范区 

业主单位：成都首阅华创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丁媛媛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周莹 

设计团队：刘怡、方芳、辜雪、赵晓颂、刘晓雨、苏晓梅、

明民、雷晓琴 

施工单位：四川罗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严鹏博 

 

 

 

 

24. 项目名称：哈尔滨深哈中心 

业主单位：华御兴益（哈尔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郝嘉、袁智雷 

设计单位：里表都会（北京）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铮健、李振 

设计团队：姚迪、宋冰茜、于辉、王莉、尤海霞、罗苏娟 

施工单位：深圳时代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邹吉伟 

 

25. 项目名称：合肥中海上东区 

业主单位：合肥中海海荣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吴佶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严加唯 

设计团队：黄培榕、冯康怡、曾晓萍、林玲、骆巧珠、刘伟、

招小霞 

施工单位：深圳市彩瑞园艺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春良 

 

26. 项目名称：重庆铂悦滨江 

业主单位：旭辉地产、华侨城地产、华宇地产 

项目总监：邓章霞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重庆吉盛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廖江红 

 

27. 项目名称：深圳嘉富新禧 

业主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熊仕友 

设计单位：深圳市沐奇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奇 

设计团队：程慧辉 

施工单位：深圳市大鹏园林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宋沁聪 

 

28. 项目名称：徐州·新城璞樾御珑湖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儒辰集团 

项目总监：谈旭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李明 

设计团队：高明、叶玮、王晓云、刘伟 

施工单位：临沂绿源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吕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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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项目名称：南宁·美的新希望锦云湖光 

业主单位：美的置业粤桂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廖杰松 

设计单位：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莫爵伯 

设计团队：柳红、陈天虹、吴晓桐、周仙菊、刘善波、朱尧、

江城、罗漫绮、朱钟伟、詹晓君 

施工单位：广西鑫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江有浪 

 

30. 项目名称：常德保利会展小镇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湖南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溶、狄报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余敖、王明超 

设计团队：袁徐安、徐海鹏、张艳玲、黄娅萍、龙华梅、林

咏锶、李密、李奕漫、屈博坤、吴学坚 

施工单位：湖南嘉美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贺标 

 

31. 项目名称：长春龙湖天璞 

业主单位：长春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宁树欣 

设计单位：北京未琦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云尧、郭腾 

设计团队：牛丹薇 

施工单位：大连山水一禾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建峰 

 

32. 项目名称：台州中梁金茂临江上城 

业主单位：中梁控股粤港澳发展集团温台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李想 

设计单位：上海集塔景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秦玉杰 

施工单位：秀岭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庄鸿雁 

 

33. 项目名称：长沙保利·天汇 

业主单位：湖南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辛勇广 

设计单位：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彬、夏江梵 

设计团队：温丽梅、刘丽红、孔鑫、林杰、邹璐、邹丽君、

刘婵、高荣红、程容、雷冬、粟凡粒 

施工单位：湖南立方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再求 

 

34. 项目名称：中天台州翰林雅境 

业主单位：浙江中天美好集团 

项目总监：李斌、金洪军 

设计单位：漫格景观 

主创设计：张可心、王斯琪 

施工单位：上海钧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35. 项目名称：阳光城湖境天著 

业主单位：阳光城地产、招商地产、三盛地产 

项目总监：杨林保 

设计单位：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卢传珂、何斌 

施工单位：上海丰麓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单国民 

 

36. 项目名称：武汉万科·宜昌宜翠锦城 

业主单位：宜昌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邹渝达、黄腾全 

设计团队：易军、王继红、叶惠平、王修权、傅成兰、李楠、

潘祖榜 

施工单位：湖北怡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37. 项目名称：雅居乐•万宁山钦湾 

业主单位：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永寿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张达、蔡阿杰 

设计团队：陈恺然、李昭仪、吴华仕、陈乔、徐量、陈兵、

陈锦龙、马春华、陈月玲、杨东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富民 

 

38. 项目名称：无锡·阳光城金科玖珑悦 

业主单位：阳光城地产 

项目总监：顾鸿飞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黄远 

设计团队：罗政臻、侍文、梁丽辉、阮崇新、吴朔、匡诗雅、

刘伟、杨发俊 

施工单位：浙江康缇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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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项目名称：梦想·麓隐桐溪 

业主单位：湘江集团湖南梦想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满家平 

设计单位：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主创设计：宋欣、陈宏民 

设计团队：袁涛、刘雄杰、陈锦华、谭龙、梁好雅 

施工单位：广东百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亚 

 

40. 项目名称：常德金科集美天宸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金科集团湖南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黎萃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邓韶军、余敖 

设计团队：黄娅萍、王学毅、莫芷昕、余俊、罗丹、李坚锐、

何文杰、许玉桃、梁家群、屈博坤 

施工单位：湖南东格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波 

 

41. 项目名称：扬州颐居保利 天珺·源璟 

业主单位：南京颐居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星星 

设计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叶花、孙睿 

设计团队：姜钦超、朱倩、夏青、曹红光、仲启洲、杜蓉蓉、

崔玮、顾向玲、唐春容、陈丽莎 

施工单位：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崔艺龙 

 

42. 项目名称：新城太仓·心望雅苑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沪苏大区公司 

项目总监：徐贤杰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博远 

设计团队：张婷奕、王晴、祝鑫、邓巧龙、刘萍萍、李伟、

吕丹、吴利华、侯雨、杨倩颖 

施工单位：上海棕榈生态城镇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唐峰 

 

43. 项目名称：金辉·凤栖云璟 

业主单位：成都瑞华企业（集团）责任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苟于韬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庚 

设计团队：谢志峰、李丹、向玉娟、余敏、吕丹、李娜 

施工单位：四川兴立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守云 

44. 项目名称：金茂万科·都会四季 

业主单位：广州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中国金茂广州公司 

项目总监：何广深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程云生、赵清 

设计团队：柯玉栋、鄢祖明、苏圣棠、代恒、遆学兰、陈熙

浩、李楠、夏琳珏、王修权、桂良泽 

施工单位：深圳市四季青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45. 项目名称：南通·美的云筑 

业主单位：美的置业沪苏皖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吴昊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张敏 

设计团队：吴飞、杨子、邹向博、刘伟、杨发俊 

施工单位：江苏紫薇红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其军 

 

46. 项目名称：惠州新力华创上麟府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新力集团 

项目总监：刘天巍 

设计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明超、吴霆 

设计团队：余敖、徐海鹏、王路明、李慈平、徐夏莹、陈靖

怡、屈博坤、吴学坚、易华寿、梁永平 

施工单位：浙江蓝城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汪平召 

 

47. 项目名称：远洋玺樾 

业主单位：无锡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栋铭 

设计单位：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章毅、包玲娇 

设计团队：鞠湘艳、瞿一犇、刘钦、林鹤 

施工单位：江苏宣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海华 

 

48. 项目名称：清远佳兆业清远城市广场公园 

业主单位：佳兆业广州集团公司 

项目总监：袁也 

设计单位：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覃胜 

施工单位：广州鸿柏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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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项目名称：常州·华宇新城天境 

业主单位：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公司 

项目总监：汤岩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黄远 

设计团队：杨莉、胡琪、马海旭、申帅杰、侍文、刘伟、杨

发俊 

施工单位：上海建方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成语 

 

50. 项目名称：西安·高新天谷雅舍 

业主单位：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盘柱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江雨龙 

设计团队：罗露萍、胡妍秋、贾佳、陈彦铭、侍文、刘伟 

施工单位：上海嘉来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进 

 

51. 项目名称：成都奥园·麓语 ONE 

业主单位：中国奥园集团西部大区成都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周晓成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重庆公司 

主创设计：张信飞、苏婷 

设计团队：王恒、杨磊、刘梓晨、麦靖汨、朱寒玲 

施工单位：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宇飞 

 

52. 项目名称：北京龙湖云河砚 

业主单位：北京龙湖地产 

项目总监：张少锋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侯一桥 

设计团队：曹方正 

施工单位：北京景致明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东竹 

 

53. 项目名称：广州奥园·旺悦城 

业主单位：中国奥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东升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张信飞 

设计团队：黄云霞、张嘉佳、曾凡丰、管思儿、张政 

施工单位：广东科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宗俊 

 

 

54. 项目名称：金华山嘴头未来社区中心 

业主单位：金华未来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章云 

设计单位：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越、赵国兵 

施工单位：浙江泽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夏海军 

 

55. 项目名称：连云港云悦星宸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尚都控股、旭辉集团 

项目总监：吴熙 

设计单位：上海澜道环境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谢睿 

施工单位：上海槿祥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罗少华 

 

56. 项目名称：滁州正荣·润熙府 

业主单位：正荣地产南京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蔡沁亮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冰沁 

设计团队：张旭、谢伟峰、张书恒、吴哲群、谭庄幸、衣巧

玉、张继坦、史鹏、吴蓓莉、陈洁 

施工单位：秀艺（福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许鹏飞 

 

57. 项目名称：韶关中骏·雍景湾 

业主单位：中骏集团 

项目总监：钱丽云 

设计单位：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琨 

设计团队：樊世通、Herbert、李志杰、王蕾、孙苑、施雯菁 

施工单位：一鼎（福建）生态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鲜鲜 

 

58. 项目名称：扬州龙湖·锦麟天序 

业主单位：龙湖地产苏南公司 

项目总监：郭书毓 

设计单位：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琨 

设计团队：章浩、蒋志轩、冯越、朱李杰、倪肖洛 

施工单位：苏州趣雅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顾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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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项目名称：苏州·金地合颂兰亭 

业主单位：金地商置集团有限公司、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顺霞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李勇 

设计团队：章晓飞、隋毅、何建涛、侍文、刘伟 

施工单位：江苏环澳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焕方 

 

60. 项目名称：招商前海领玺项目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玲玲 

设计单位：艾奕康环境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沈同生、Daniel Corteza 

设计团队：余少娜、梁锦霞、Pasion、Jason、梁丽、黄家

恒 

施工单位：深圳市宏瑞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晓翔 

 

61. 项目名称：中梁·星图 

业主单位：佛山南海梁轩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尹旭东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严大伟 

设计团队：陈国钦、魏靖、杨陈钦、李爽、卢树明、陈名海、

朱文君 

施工单位：中山市毅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杜汉宙 

 

62. 项目名称：西安融创·宸阅和鸣 

业主单位：融创华北区域西安公司 

项目总监：邓雯 

设计单位：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侯建邦 

设计团队：黄雪龙、李朋城、黄其悦、王东皓、张兆年、胡

汉文、祝志豪、顾熠炜、吴蓓莉 

施工单位：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丰 

 

63. 项目名称：美好置业·问津公园壹号展示区 

业主单位：美好置业 

项目总监：王董义、汪海霞 

设计单位：广州弥芥间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汪乐勤、贺鹏 

设计团队：李海伶、余冰钰 

施工单位：武汉奥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皓 

64. 项目名称：象屿润唐瑞府 

业主单位：象屿正丰地产 

项目总监：蒋霞红 

设计单位：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郭庆荟、张盈盈 

设计团队：尤依斌、熊文芳、饶威、胡凯健、庄昳云、吴启

航、周锦曦 

施工单位：昆山鹏泽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巨峰 

 

65. 项目名称：杭州春风金沙 

业主单位：杭州绿城浙帆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程振民 

设计单位：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淑华、朱毅 

设计团队：刘佳星、陈奕春、裘立科、余慧娴、高峰、舒枫、

徐少科、周子晨 

施工单位：浙江绿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晨曦 

 

66. 项目名称：常州·雅居乐熙悦府 

业主单位：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潘志科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黄远 

设计团队：李洋、王瀚、许晨、张莹、严倩、杨发俊 

施工单位：江苏宇迪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葛建华 

 

67. 项目名称：新城银洲·云图时光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集团 

项目总监：蔡蕾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弛 

设计团队：吴家胜、严梦洁、孙玉影、王昆 

施工单位：上海建方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小平 

 

68. 项目名称：嘉鱼奥园楚江书院·桃源里 

业主单位：咸宁奥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罗淇云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柱 

设计团队：李双芝、官金漫、徐成缘、童娟、余安硚、胡纯、

张乙梵 

施工单位：安徽格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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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项目名称：和达·和园 

业主单位：和达集团 

项目总监：孙倩、牛建勇 

设计单位：北京德纳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世伟 

设计团队：伊丛丛、徐鸣晓、周明芳、付月娇、孙达伟 

施工单位：和达城建集团市政事业部 

项目经理：王学 

 

70. 项目名称：惠州阳光城·文澜公馆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深圳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廖焕坤 

设计单位：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邱辉 

设计团队：林梦婷、谢紫君、杨进光、高文静、陈晨晨、陈

秀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魏生盛 

 

71. 项目名称：武汉金辉·世界城 

业主单位：金辉集团 

项目总监：冯安莉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陆春竹 

设计团队：马鑫蕊、张浩、胡龙升、杨晓涵 

施工单位：重庆仁翔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易诗银 

 

72. 项目名称：温州·桂语江南 

业主单位：温州浙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晓波、高俊明 

设计单位：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淑华、朱毅 

设计团队：朱毅、汤旭晨、王建成、高峰、倪晔 

施工单位：浙江绿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朱晨曦 

 

73. 项目名称：南通·招商滨江规划馆 

业主单位：招商蛇口 

项目总监：朱晓军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李勇 

设计团队：宋元骐、李燕妮、陶梦凡、陈学刚、何建涛、刘

伟 

施工单位：南昌市金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陶梦凡 

 

74. 项目名称：南京高淳·天赋铭门 

业主单位：雅居乐地产南京区域公司、碧桂园江苏区域南京

片区公司 

项目总监：王海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邓天晓、钟善辉 

设计团队：李佳、刘明强、却思侨、田鹏、黄春燕、赖蔷樱、

高鑫楠 

施工单位：南京天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斌 

 

75. 项目名称：惠州佳兆业·时光道 

业主单位：佳兆业深圳集团惠州分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勤东 

设计团队：高良、于佳鑫、李睿、张海波、王建冲、王晓菲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叶建鹏 

 

76. 项目名称：阳光城宸悦 

业主单位：阳光城地产、禹洲地产 

项目总监：吴华 

设计单位：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国兵、展仁伟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梦君 

 

77. 项目名称：雅居乐璟尚雅宸 

业主单位：常州雅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闪旭涛 

设计单位：柏景（广州）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英柏 

设计团队：冯程、LYNETTE LIM、孟琦、陆秀华、梁祝承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闫东亮 

 

78. 项目名称：哈尔滨融创四季宸阅示范区 

业主单位：哈尔滨融创领拓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杰妮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荣 

设计团队：欧鸥、赵培宇、崔艺君、孟林夕、程双星、王敏、

李中扬、隋凯月 

施工单位：沈阳中洋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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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项目名称：重庆佳兆业·晓岸云起 

业主单位：重庆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代云东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重庆公司 

主创设计：张信飞、苏婷 

设计团队：满云海、唐露月、夏月琴、麦靖汨、朱寒玲 

施工单位：重庆大墅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元鑫 

 

80. 项目名称：建业商丘信友未来城 

业主单位：商丘建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贾文山 

设计单位：上海大拙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世环 

设计团队：许艳铭、袁冲、王鑫鑫、陈盛、彭静、高强 

施工单位：河南创之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盘春琦 

 

81. 项目名称：武汉南德缦和世纪 

业主单位：振皓南德集团 

项目总监：王圣斯 

设计单位：上海帝奥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林平平 

设计团队：董静、陶姝姝、徐跃、王俊 

施工单位：上海前程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梁玲萍 

 

82. 项目名称：荣和柳州天筑 

业主单位：广西荣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邓永强 

设计单位：上海帝思贝尔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云娟 

设计团队：徐晨晗、王潇潇、王祎龙、吴思颉、曾婉云 

施工单位：壹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梁超文 

 

83. 项目名称：常州·路劲铂樾 

业主单位：路劲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开元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江雨龙 

设计团队：邓佳梦、都京、时黛、刘伟、朱静娇 

施工单位：江苏环澳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焕方 

 

 

 

84. 项目名称：淮安中奥·天樾府 

业主单位：中奥地产苏北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范充健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海 

设计团队：高于峻、王宏、雷淼均、辜文杰 

施工单位：江苏古枫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俊 

 

85. 项目名称：南京雨花台区云望府 

业主单位：雅居乐地产集团南京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董恩杰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佳颖、兰晨 

设计团队：陈筱雅、林君、苟江辉、吕军辉 

施工单位：江苏天禾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静 

 

86. 项目名称：天泰府 

业主单位：青岛天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婕 

设计单位：上海万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段强华 

设计团队：董强、龙西令、孙阳玲、顾本良 

施工单位：青岛盛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国栋 

 

87. 项目名称：南京弘阳·熹樾 

业主单位：弘阳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骏剑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宽 

设计团队：张标、翟高峰、陈佳慧、吴雨 

施工单位：上海欣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祝国 

 

88. 项目名称：马鞍山中奥·江南云筑 

业主单位：中奥地产 

项目总监：汪明祥 

设计单位：上海英斯佛朗环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叶彬 

设计团队：陆曼、刘志刚、彭向荣、张旋、苗建伟、荀月茹、

邵露、徐子邗 

施工单位：安徽新华博艺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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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项目名称：中南·凤栖云山 

业主单位：中南锦时置业 

项目总监：葛毅 

设计单位：北京德纳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孟月玲 

设计团队：岳竞择、申冲、曹轩、高丽莎、孙晓东、李艳霞 

施工单位：江苏古枫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90. 项目名称：中梁·天阙府·衡水 

业主单位：中梁京津冀发展集团 

项目总监：徐晓辉、翟银龙 

设计单位：北京世纪麦田园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主创设计：张少华 

设计团队：任忠、石岚、孙文昊、詹梦龙、马楠、温殿帅、

闫妍 

施工单位：天津璟樾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白艳永 

 

91. 项目名称：天地源常熟金兰雅苑项目示范区 

业主单位：上海天地源企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春雷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梁旸、孔凡旗 

设计团队：杨智方、王乾、丁亚楠、张玉、冷建涌、刘轩瑞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成胜 

 

92. 项目名称：环球融创澜岸大观展示区 

业主单位：岳阳融创康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瑶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Robert.Fortaleza Junior、韦仕内 

设计团队：陈东雁、吴翠、刘伟健、黄惠敏、陈豪亮、刘艳 

施工单位：湖南景乔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唐振 

 

93. 项目名称：广州番禺保利·悦公馆 

业主单位：广东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蒋少武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刘亚军、欧代兴 

设计团队：缪建勋、张雄飞、陆家兴、黄益峰、洪滢、陈广

峰、冯敏华 

施工单位：重庆曲线景观园林有限公司（一期）、广州华苑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二期） 

项目经理：朱永龙、黄虎 

 

94. 项目名称：中梁远洋星海天宸 

业主单位：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桂思 

设计单位：上海帝思贝尔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俐潼 

设计团队：张梁、张巧玉、刘亚玲、艾宇 

施工单位：耀华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振南 

 

95. 项目名称：泽信银城·云樾天著 

业主单位：北京泽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一云 

设计单位：上海万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段强华 

设计团队：董强、张子勤、孙阳玲、顾本良 

施工单位：江苏周圈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仲旭 

 

96. 项目名称：体北•鲁能公馆 

业主单位：天津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姚松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石可 

设计团队：王韵、鄢峰、刘瑞、刘小慧、郑钢、李士伟、王

辉、刘子嘉 

施工单位：北京顺鑫绿洲锦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玉祥 

 

97. 项目名称：佛山卓越蔚蓝星宸 

业主单位：佛山市顺德区卓琰房地产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恺 

设计团队：周军志、覃汉洋、任怡锦、周银屏、冷水院、艾

仙、龙春娇 

施工单位：中山市荣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98. 项目名称： 美的•云璟 

业主单位：美的置业珠三角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王伟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恺 

设计团队：陈国钦、魏靖、杨陈钦、邝梦怡、吴晓仪、陈名

海、朱文君 

施工单位：佛山市浚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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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项目名称：唐山·春熹湖上 

业主单位：中梁控股集团 

项目总监：张乃洪 

设计单位：上海帝思贝尔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何瑜锐 

设计团队：王俐潼、张梁、张巧玉、刘亚玲、艾宇 

施工单位：水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世忠 

 

100. 项目名称：合景生命科谷 

业主单位：合景泰富集团 

项目总监：王捷 

设计单位：上海兰境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志昂 

设计团队：乐荣、昋小刚、周凯、周凌煊、宋壮壮、游雅丽、

张苗苗、邱舒婷、陈雅情 

施工单位：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范振邦 

 

101. 项目名称：上海·招商虹桥公馆 

业主单位：招商蛇口 

项目总监：李刚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李勇 

设计团队：章晓飞、隋毅、陆子莹、何建涛、侍文、刘伟  

施工单位：上海上农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建勋 

 

102. 项目名称：天津中交天郡 

业主单位：天津中交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志刚、李波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聂长鑫、王婧 

设计团队：崔明星、赵鑫彤、刘双、罗旭、李旭东、鲍方军、

王冠琳、牛雪 

施工单位：中交天航港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兴建 

 

103. 项目名称：六安绿地未来城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安徽事业部 

项目总监：吴海波 

设计单位：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豆娟娟 

设计团队：赵停光、罗莹、郑爱钻、樊济明、王凤仪、高萍、

王方勋、何玉琴、罗美琼 

施工单位：绿地集团森茂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海龙 

104. 项目名称：济宁旭辉银盛泰·博观锦里 

业主单位：旭辉银盛泰集团 

项目总监：马玉剑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家胜 

设计团队：熊赛、王鑫、吴春霖 

施工单位：荟萃（苏州）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瞿卫国 

 

105. 项目名称：绿地柏源晶舍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宝龙集团 

项目总监：胡赵斌 

设计单位：上海致社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雪沁 

设计团队：林源荣、朱利安、雷欢旗、吴磊灿、褚毅梅、陈

锐、马昕磊 

施工单位：浙江国坤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赵斌 

 

106. 项目名称：十堰龙记·檀府 

业主单位：湖北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郭磊 

设计单位：西安久品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同庆、胡继坤 

设计团队：校晓冰、杨鹏、张竞、马明青、杨春晖、张蕾、

胡明君 

施工单位：陕西广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浩 

 

107. 项目名称：康大玺樾府 

业主单位：青岛康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涛勇、张家森 

设计单位：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屈晓洁、严旭敏 

施工单位：山东绿德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姜新良、陈力成 

 

108. 项目名称：德信·山语云庄 

业主单位：宁波德信九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辉 

设计单位：杭州绿韵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波 

设计团队：俞怡、柴明阳、倪燚、高魏 

施工单位：城山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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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项目名称：中骏日照世界城 

业主单位：中骏集团山东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朱学智 

设计单位：上海摩高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震、徐梦红 

设计团队：王冠、蓝丽娇、李聪、岳志豪、刘博、李婷、陈

雨、包红 

施工单位：青岛润鑫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作霖 

 

110. 项目名称：南京·雅居乐星汇天际 

业主单位：南京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莉莉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存 

设计团队：邓章礼、李兵、伍琳清、吴祝良、黄静娜、林伟

娜、Piyanut Metanuntavasin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夏明 

 

111. 项目名称：上饶中梁鎏金天宸 

业主单位：上饶宸兴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梁骏 

设计单位：泛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姚元伟、毛荣东 

设计团队：吴云曦、陈锦武、吕淼雯、霍其泉、吴丹、张斌、

胡欢、何斯、许方建、吉振仙 

施工单位：杭州林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龙喜 

 

112. 项目名称：杭州电建悦安府 

业主单位：杭州泛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金晶 

设计单位：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婧 

施工单位：中电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健 

 

113. 项目名称：正弘悦城 

业主单位：新密市正弘华溱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袁凯 

设计单位：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詹燕、李寒 

设计团队：蒋原红、姚金、曾翔春、何倩、刘星、周潘 

施工单位：河南绿怡居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金彪 

 

114. 项目名称：天津新城·云樾玖璋 

业主单位：天津新城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子健、王瑞鹏 

设计单位：上海英斯佛朗环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叶彬 

设计团队：万萌、徐子龙、赵兰兰、吴霜楠、顾澄锋、王呈

刚 

施工单位：天津市青阳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禹 

 

115. 项目名称：佳兆业郑州中牟凤鸣水岸项目展示区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佳兆业北京集团 

项目总监：王凯 

设计单位：北京中联大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杜欲艺、陈石 

设计团队：刘越炜、王蓓娟、刘威、杨正伟、李爽、王鹏宇、

赵倩、赵婷、李青秀 

施工单位：河南臻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晓庆 

 

116. 项目名称：石家庄保利·阅云台 

业主单位：河北保利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南濮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亮 

设计团队：莫文宇、谢佳依、金可伊、韦川、邓敏、仲竹、

张金梅、吴旭峰、刘波、姜博、蒋仲财、张阳、

何浪 

施工单位：吉林省新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欣 

 

117. 项目名称：南通未来悦 

业主单位：南通光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海波 

设计单位：重庆沃亚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姜雪娇 

施工单位：南通万花市政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兵 

 

118. 项目名称：1 号湾区示范区 

业主单位：四川鸿通盛世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吕思锦 

设计单位：深圳水木怡和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廖恬 

施工单位：四川鼎鑫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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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项目名称：烟台·绿城春熙海棠 

业主单位：烟台绿投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洪安 

设计单位：浙江绿城爱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应涌 

设计团队：张海剑、褚健、王杰、陈沂、张喜春、郑鸿杰、

万春芷、孙煜、江宇恒、吴潇逸 

施工单位：大连翔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许浩 

 

120. 项目名称：德信成都麓湖云庄 

业主单位：德信地产 

项目总监：刘代斌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恒志 

设计团队：田昌城、方洁 

施工单位：城山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淋洪 

 

121. 项目名称：凯迪·新城 博科园 温州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浙江大区公司 

项目总监：陈祥松、章立城 

设计单位：北京世纪麦田园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主创设计：王晓书、王刚 

设计团队：瞿明明、周帅、李璨、赵璧珺、吉峰、王晨晨、

史健卫、苏萌萌、石大将、金瑞 

施工单位：杭州百胜景道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俞朝阳 

 

122. 项目名称：中交春映海河示范区 

业主单位：中交（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洪帅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彭素梅、刘姿 

设计团队：周凌雅、张泽阳、张润、赵梦溪、刘佳奇、陈梅、

张鹏、屈瑞 

施工单位：江苏环澳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乐 

 

123. 项目名称：中梁•玉溪九璋 

业主单位：中梁地产集团西部大区滇中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王黎 

设计单位：上海印派森园林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潘庆安 

设计团队：陈圣浩、焦鑫、袁天娇、刘亚东、蒋玉洁、张盼

星、陈芳、周丽莎、雷婷 

施工单位：重庆大地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4. 项目名称： 南昌中粮建发祥云悦府示范区 

业主单位：中粮大悦城地产、建发集团 

项目总监：李瑜超 

设计单位：GN 栖城设计 

主创设计：吴优德 

设计团队：吴希韫、姜玥、杨蔻丹、郝腾腾、陆嘉敏、杨明

运、张薇、熊莺、赵兴运、陈曦、龚佩燕、范志

刚、邓腾腾 

施工单位：江西深亚园林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亮 

 

125. 项目名称：广州黄埔创新中心 

业主单位：广州雅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霍伟聪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任峙东 

设计团队：陈亮、刘存、梁旭东、伍琳清、吴祝良、黄静娜、

梁宇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苏育卿 

 

126. 项目名称：进贤新城吾悦华府示范区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商业开发事业部 

项目总监：肖伟华 

设计单位：天人规划园境顾问服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瑛琦 

设计团队：张文进、秦荷璠、林俊珊、龙家鹏、甘南、林春

福、沈胧、钟伟玲、张媛、梁浩文、林俊真、周

乐佳、姚志平、谢智鸿、陈健威 

施工单位：上海建方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谭志洪 

 

127. 项目名称：保利云上 

业主单位：保利地产 

项目总监：李超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玄玄 

设计团队：李致辰、李秋燕、何金翼、郑柯君、刘婷、张艾、

廖禹、郑伟、魏其乐、闫娜、黄琴、刘波、王博、

姜博、梅贵、曾均建、曾寅 

施工单位：承德垄上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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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项目名称：奥园楚江书院二期示范区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咸宁金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威 

施工单位：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姚杰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罗琪云 

 

129. 项目名称：天津中骏.宸璟府展示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天津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海龙 

施工单位：北京园创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曲海波 

设计单位：上海科苑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蔚 

 

130. 项目名称：中海造甲村项目示范区园林绿化工程 

业主单位：北京中海鑫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国栋 

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曹小春 

设计单位：汇张思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芸 

 

131. 项目名称：南京美的金茂芳原 

业主单位：南京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吴斯斯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蒋永山 

设计单位：普利斯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王筝 

 

132. 项目名称：当代置业·重庆春风印月·星空小镇示范区 

业主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伟光汇通摩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郝梓期 

施工单位：重庆泽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林 

设计单位：成都基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阳爽 

 

133. 项目名称：南通万科如皋东昇和院 

业主单位：南通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庆庆 

施工单位：绘景景观规划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姜华明 

设计单位：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汪耿超 

134. 项目名称：苏州万科玉玲珑 

业主单位：苏州万御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汤继威 

施工单位：绘景景观规划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洪金 

设计单位：上海棠澍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赵阳 

 

135. 项目名称：谢岗森悦花园项目 

业主单位：东莞市昊雷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邹战军 

设计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潘世超 

设计团队：朱康乐、冯玲、吴祖江、彭丹、钟曲颖、潘军柱、

黄晓明 

施工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炫年 

 

136. 项目名称：新城控股江苏扬中吾悦广场 

业主单位：扬中市新城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黄豆豆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刚 

设计团队：林梓龙、吴皓月、杨昆义、李培、于云青、刘波、

廖翔、张阳、罗斓、何浪、刘波、曾均建、曾寅、

李威 

施工单位：常州市卓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37. 项目名称：阳光城川渝区域成都公司绵阳小枧项目示范区景

观工程 

业主单位：绵阳恒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汪涛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向荣 

设计单位：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兴 

 

138. 项目名称：上海新华御府示范区 

业主单位：新华地产 

项目总监：王成阳 

施工单位：安徽新华博艺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盈成林 

设计单位：上海阿特贝尔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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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项目名称：武汉万科汉口传奇（唐家墩 K8）地块示范区 

业主单位：武汉联投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范天奡 

施工单位：上海嘉来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荣 

设计单位：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陶聪 

 

140. 项目名称：廊坊香河世茂香颂 

业主单位：世茂集团华北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刘鹏、崔宁 

设计单位：上海道田景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扈培利、李艳 

设计团队：孙营营、崔明辉、宋琎、步忆静、杨敏强、侯海

丹 

施工单位：北京圣隆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张海龙 

 

141. 项目名称：云南腾冲江山十里展示区 

业主单位：腾冲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霍伟聪 

设计单位：北京大享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罗强、周建猷 

设计团队：姜晨、侯鑫鑫、王军、冯宗保、金晓波、向开宣、

刘萍 

施工单位：四川春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勇 

 

142. 项目名称：海南雅居乐·万宁山钦湾 

业主单位：雅居乐地产 

项目总监：张建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富民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张达、蔡阿杰 

143. 项目名称：廊坊鸿坤·理想湾示范区 

业主单位：廊坊鸿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程杰 

施工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海亮 

设计单位：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莉 

 

144. 项目名称：昆明锦艺·帕塔拉国际康养社区展示区 

业主单位：昆明帕塔泰健康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德坤 

施工单位：福建千城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瞿鸿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阳婷 

 

145. 项目名称：绿城济南春来晓园 

业主单位：济南安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亮 

施工单位：浙江天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宁康 

设计单位：杭州极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丹 

 

146. 项目名称：南宁·金科城 

业主单位：金科集团 

项目总监：张礼成 

施工单位：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明 

设计单位：上海侨恩创源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玮 

 

 

 

 

 

铜奖 
 

1. 项目名称：远洋红星扬州天铂 

业主单位：扬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海旭 

设计单位：上海伍鼎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覃铁军、林俊耀 

设计团队：饶高翔、朱小敏 

施工单位：上海中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徐文凯 

2. 项目名称：慈溪·天安盛世臻境 

业主单位：宁波天达联安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甘海东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张敏 

设计团队：贺超、王裕、杨子、邹向博、刘伟、杨发俊 

施工单位：浙江中钦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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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佳兆业惠来·城市广场 

业主单位：揭阳市佳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赖骥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家胜 

设计团队：熊赛、吴春霖、王鑫、邵晓晓 

施工单位：深圳骏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长斌 

 

4. 项目名称：路劲·御和府 

业主单位：路劲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万成学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许细燕、李泉松 

设计团队：王宇琦、袁雪松、王雪沁、曲薇、闫鹏 

施工单位：北京圣隆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冯伟桁 

 

5. 项目名称：龙湖亿联春江天玺·示范区 

业主单位：青岛龙湖地产 

项目总监：周桂雪 

设计单位：青岛厚德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昱辰 

设计团队：马亚妮、赵颖、王志军、周鑫、荣娟 

施工单位：上海春峻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高建华 

 

6. 项目名称：北京远洋·城建国誉万和城 

业主单位：北京建远万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粤、陈卓雅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林岐 

设计团队：杨泽义、冯文圣、孙凯瑞、刁鸿玉、刘洋、乔乔、

谭冬 

施工单位：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胡敬辉 

 

7. 项目名称：湘潭力高雍玺台 

业主单位：湘潭市宁邦力高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志军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乐雄飞 

设计团队：马恺、颜挺、李雪英、王蓓、谢洁娴、刘洋、王

小小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记波 

 

8. 项目名称：汇华·东府大院 

业主单位：山东汇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李金存 

设计单位：青岛天开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谢方营、黄爽 

施工单位：山东朴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晋兴锋 

 

9. 项目名称：云峰·百川府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亳州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汪薇 

设计单位：上海纳千景观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严诗莹 

设计团队：孔于辉、黄中妹、袁亚伟 

施工单位：上海闵梅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斌 

 

10. 项目名称：景德镇阳光城·文澜云邸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 

项目总监：李丹青 

设计单位：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湉婧 

设计团队：陈曼玲、张逸豪、徐文杰、陈晨晨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魏生盛 

 

11. 项目名称：太原保利天悦 

业主单位：太原保利地产 

项目总监：赵丹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光强 

设计团队：胡乃中、雷蕴怡、张胤乔、梁颖瑜、黄银晓 

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任旭 

 

12. 项目名称：金茂烟台幸福 A2 地块住宅项目 

业主单位：烟台晟茂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郑雪涛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聂长鑫、孙超 

设计团队：张一超、赵明来、左万慧、陈乐、张银谦、牛雪 

施工单位：浙江中竹园艺贸易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钟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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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名称：邹城•铜锣湾新天地项目展示区 

业主单位：青岛天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乃耀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梁旸、孔凡旗 

设计团队：杨智方、张玉、丁亚楠、王乾、冷建涌、刘轩瑞 

施工单位：青岛鸿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亚军 

 

14. 项目名称：爱情·山河万物 

业主单位：保定市爱情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周柏生 

设计单位：上海万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於飞龙 

设计团队：穆钱钰、叶宗勇、董刚、赵玲玲 

施工单位：新中森泰（苏州）绿色建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为明 

 

15. 项目名称：孔雀城中奥都会江南 

业主单位：华夏幸福地产、中奥地产 

项目总监：应航、翁海滨 

设计单位：上海英斯佛朗环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叶彬 

设计团队：陆曼、吴霜楠、刘志刚、武洲、苗建伟、荀月茹、

邵璐、徐子邗 

施工单位：上海春禾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柳海军 

 

16. 项目名称：建业·中弘城 

业主单位：洛阳卓弘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冀曼 

设计单位：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娄飞、姚金 

设计团队：阳文、欧阳伶俐、陈梅、杨厚普、王帅帅、徐萍 

施工单位：洛阳绿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魏旭 

 

17. 项目名称：商丘正商书香华府示范区 

业主单位：正商集团 

项目总监：翟鹏飞 

设计单位：天人规划园境顾问服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瑛琦 

设计团队：张文进、梁浩文、秦荷璠、林俊珊、黄雄明、张

媛、林春福、甘南、沈胧、林俊真、吕子洋、罗

达隆 

施工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平相 

18. 项目名称：无锡·招商路劲美的溪西云境 

业主单位：路劲地产 

项目总监：林俊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张敏 

设计团队：贺超、王裕、杨子、邹向博、刘伟、杨发俊 

施工单位：棕榈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练德华 

 

19. 项目名称：正荣武汉悦璟台 

业主单位：正荣地产武汉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胡小松 

设计单位：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林森 

设计团队：吴坤灿、袁成、谢蕾、吴豪 

施工单位：一鼎（福建）生态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林建 

 

20. 项目名称：滨州天泰印象示范区 

业主单位：滨州天惠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先生 

设计单位：上海泽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永清、肖迪 

设计团队：范红军、苏桂月、李宗海、陆威霆、许文芳 

施工单位：拓辉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先生 

 

21. 项目名称：西安保利·时光印象 

业主单位：陕西荣嘉利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魏子川、尹泽周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龙 

设计团队：王雪、党艺、袁华、徐东、徐迎东、贾皓、魏子

云、罗欣羽、马倩茹 

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苟江川 

 

22. 项目名称：招商·金地·时代 天璞府 

业主单位：佛山招商雍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黄鹏 

设计单位：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陆颖茵 

设计团队：梁泳恩、许庭蕾、施镜鹏、梁敏妍、邓大新、廖

颖炫、吴帝良、王梓毅 

施工单位：广东凯天骏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卢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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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名称：嘉兴·阳光城檀映里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瑞俊集团 

项目总监：张晓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潘莹星 

设计团队：王珊、程雄、郭秦晋、连洁灵、杨发俊 

施工单位：上海春禾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孔垂信 

 

24. 项目名称：天津城投•东方和府示范区 

业主单位：天津正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旭冉 

设计单位：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段洪涛、张文旭 

设计团队：于沣、刘立兴、刘德茹、蒙黎晓、苏奕舟 

施工单位：天津城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静伟 

 

25. 项目名称：中梁·时光熙院 

业主单位：中梁控股集团 

项目总监：何大兴 

设计单位：杭州木杉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帅 

设计团队：邹雪薇、伊圆圆、蒋杰、吴林、张婷、林馗、汪

晓璇、柯睦宸、梁隆武 

施工单位：苏州渝景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祁和伟 

 

26. 项目名称：南京联发·云启 

业主单位：联发集团华东区域南京公司 

项目总监：孙波、董瑾 

设计单位：上海伍鼎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覃铁军、何志辉 

设计团队：饶高翔、陈伟、朱小敏 

施工单位：厦门员当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小棉 

 

27. 项目名称：绿地香港义乌朝阳门·海珀篁朝 

业主单位：绿地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逸 

设计单位：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姜海龙 

设计团队：王司龙、谭娇莉、李勇强、徐庆 

施工单位：义乌绿地浙江锦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钱彰琳 

 

 

28. 项目名称：常州·春秋金茂府 

业主单位：常州隽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香港路劲集团有

限公司 

项目总监：梁一飞 

设计单位：LAURENT 罗朗景观 

主创设计：江雨龙 

设计团队：罗露萍、胡妍秋、贾佳、滕兆赫、熊瑶、刘伟 

施工单位：杭州萧山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梁高华 

 

29. 项目名称：平舆建业世和府示范区 

业主单位：平舆县华鼎置业有限公司、河南中原建业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彭晓峰 

设计单位：天人规划园境顾问服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瑛琦 

设计团队：闫霞飞、张文进、林俊珊、黄雄明、沈胧、麦杰

田、谭宏伟、林立锟、韦玉健、苏喜洋、刘星、

罗达隆 

施工单位：河南筑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保池 

 

30. 项目名称：武汉光谷大悦城 

业主单位：武汉大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常青 

设计单位：源创易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廖泽钊 

施工单位：广东东篱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勇 

 

31. 项目名称：巩义新城·玺樾华庭 

业主单位：新城控股 

项目总监：徐仁智 

设计单位：上海到特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江崇铀 

设计团队：康进忠、刘凤、沈超、谢源源、马息、朱小华 

施工单位：河南瑞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洪超 

 

32. 项目名称：海伦堡南京璟熙府 

业主单位：海伦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吴亚勇 

设计单位：上海道田景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扈培利、丁忠 

设计团队：孙营营、宋琎、谷松、侯海丹、陈懿、卢伟强 

施工单位：南通木易永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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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名称：天健·山棠春晓别墅 

业主单位：天健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范本飞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来 

 

34. 项目名称：达州绿地外滩名门 

业主单位：达州通雅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文昌 

设计单位：上海摩高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震、戚迎莹 

设计团队：高跃飞、王冠、包红 

施工单位：四川山湖中天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傅茂华 

 

35. 项目名称：南京弘阳·栖尧美著 

业主单位：南京弘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文标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宽 

设计团队：孙珊珊、汪睿敏 

施工单位：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里明 

 

36. 项目名称：天伦·云境天澄 

业主单位：东方天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相平 

设计单位：四川景虎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龙赟 

设计团队：何彦聪、李垒岑、陈艳辉、刘刚、邱海英、张涛 

施工单位：四川银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覃方华 

 

37. 项目名称：青白江国际铁路港 粼港樾府 1 号地块项目景观 

设计 

业主单位：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雪雯 

设计单位：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阳爽 

设计团队：苏敏、张玓瓅、王志豪、刘婉秋、吴娜、李雪梅、

李向黎、苟潇宇、蒋涛、乔雨、唐秋丽、张欣沛、

汪勋、李艾峻 

施工单位：四川华诚盛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晓平 

 

 

38. 项目名称：弘阳·昕悦棠 

业主单位：重庆弘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彭益红 

设计单位：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莉莎 

设计团队：杨曙光、蒲小丽、周天一、何霞、弓文秀 

施工单位：重庆汉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肖兴春 

 

39. 项目名称：青岛灵山湾悦府 

业主单位：青岛西海岸科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付妍、杜宁 

设计单位：里表都会（北京）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铮健、李振 

设计团队：姚迪、王莉、罗程浩、张雷、罗苏娟 

施工单位：青岛岳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崔金强 

 

40. 项目名称：苏州中交·春映东吴 

业主单位：苏州华启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海芹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佘芝佳 

设计团队：庞榕、黎小晶、曾颖 

施工单位：江苏旭荃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学勇 

 

41. 项目名称：玖璋府 

业主单位：江苏通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科地产华东区域

公司 

项目总监：黄明坤 

设计单位：上海万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皓 

设计团队：吴超、王艳华、王璇、祝葛云 

项目经理：陈锡生 

 

42. 项目名称：杭州亚运会动员村（绿城桂冠东方） 

业主单位：杭州绿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篢敏捷 

设计单位：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淑华、张谦 

设计团队：倪田蓓、祝佳颖、高峰、张胜辉、王佳俪、孙晓

轶、王建成 

施工单位：绿城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林杰 

 

 



                                                                                                         光荣册 
                                                                                              HONOR ROLLS 

 199 

43. 项目名称：吉林中海宏洋寰宇天下 

业主单位：中海地产吉林公司 

项目总监：殷秋萍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帆 

设计团队：张祖猛、郭家利、孙华、郭典典 

施工单位：沈阳正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国庆 

 

44. 项目名称：茂名·雅居乐乐活新城 

业主单位：茂名市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常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刘存 

设计团队：谢立明、伍琳清、吴祝良、黄静娜、陈日兰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廖凯明 

 

45. 项目名称：五矿西湖未来城 

业主单位：成都矿邑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宁涛、唐旭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韩非 

设计团队：马丽、袁帅、罗奕、张霞、李雨帆、刘艳、钱进

进 

施工单位：成都绿茵景园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琪 

 

46. 项目名称：荣和·伍壹大道 

业主单位：南宁市荣和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邓永强 

设计单位：凯斯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程权、谢向锋 

设计团队：雷柏峰、冯丹丹、张书广、蔡君 

施工单位：广西大石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闫正安 

 

47. 项目名称：万达·水西台 

业主单位：万达投资集团北区天津项目公司 

项目总监：韩锐 

设计单位：北京德纳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展艺 

设计团队：王鹏飞、王贺炳、董娟、孙晓东、李艳霞、高丽

莎 

施工单位：扬州鼎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8. 项目名称：鼎峰中瑞城 

业主单位：中瑞鼎峰集团 

项目总监：郑晓晶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冯雪 

设计团队：宗靓、王鹏程、汤荣豪、李思琦、张雪阳、杨微

微、彭锦辉、隋慧泽 

施工单位：天津市精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韩耐华 

 

49. 项目名称：茂名·雅居乐熹玥 

业主单位：茂名市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常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 

设计团队：刘存、陈宝江、伍琳清、吴祝良、黄静娜、陈日

兰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廖凯明 

 

50. 项目名称：奥山·国香樾里 

业主单位：奥山控股-嘉兴奥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杭州木杉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林俊俊、周云 

设计团队：周奕彤、汪凯霖、孙柳柳、施斯、武晏如 

施工单位：浙江天姿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国权 

 

51. 项目名称：惠州新力臻园 

业主单位：新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米铁刚 

设计单位：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婷 

施工单位：湖南金沙洲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玉刚 

 

52. 项目名称：中梁信宇•拾光印 

业主单位：中梁地产集团中部大区湘南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侯琨 

设计单位：上海印派森园林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唐丽 

设计团队：陈圣浩、胡皓斐、邱若冰、王靖雯、周丽莎、刘

亚东、陈芳、蒋玉洁、李通  

施工单位：湖南景乔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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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项目名称：西安中梁鎏金雲玺 

业主单位：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于强 

设计单位：上海集塔景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川 

施工单位：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黎建超 

 

54. 项目名称：绿地·康美谷 

业主单位：上海坤迈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解晓燕 

设计单位：上海摩高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锐、罗佳 

设计团队：王冠、薛乔乔、孔维旭、张淑娟 

施工单位：上海苇清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傕 

 

55. 项目名称：邛崃阳光城·翡丽湾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 

项目总监：宋秋玉 

设计单位：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苑司鑫 

设计团队：林翠萍、季昌硕、丁前进、李镇华 

施工单位：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魏生盛 

 

56. 项目名称：中海宏洋天水铂悦府 

业主单位：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兴龙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冯雪 

设计团队：宗靓、王鹏程、汤荣豪、郭杭琦、张雪阳、杨微

微、彭锦辉、隋慧泽 

施工单位：江苏乾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严利春 

 

57. 项目名称：滨州中梁拾光九樾 

业主单位：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高飞 

设计单位：泛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姚元伟、余雯倩 

设计团队：龚黎黎、霍其泉、陶方、朱宁、郑千翠、肖莉、

王菁、盛思亚、崔世豪、刘明振 

施工单位：上海谷际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陆斌 

 

 

58. 项目名称：碧桂园&弘阳·花溪源著 

业主单位：常州晨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郭庆 

设计单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宽 

设计团队：张标、唐铖、陈昊姝、曹连连、刘言 

施工单位：浙江誉全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叶建生 

 

59. 项目名称：徐州丰县·吾悦和府 

业主单位：龙湖集团苏南公司 

项目总监：蒯畅 

设计单位：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琨 

设计团队：章浩、Herbie、蒋志轩、冯越、倪肖洛 

施工单位：江苏龙木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坚沣 

 

60. 项目名称：长春中梁阳光城·未来悦 

业主单位：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阳光城集团 

项目总监：高永强 

设计单位：源创易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陈晓峰、郭潍滔 

设计团队：李庆、王晓红、李子君、孙钦贞、刘嘉鑫、张守

卿、权宝祥、肖道顺、梁欣宇、曲倩倩、王静雅 

施工单位：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宋继成 

 

61. 项目名称：长沙梅溪湖玺悦 

业主单位：长沙金茂地产 

项目总监：徐婕、余欣 

设计单位：metrostudio 迈丘设计 

主创设计：谭贡亮、耿威 

施工单位：湖南跳马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博 

 

62. 项目名称：洛阳中梁百悦国际广场 

业主单位：中梁控股集团 

项目总监：郑方正 

设计单位：上海帝奥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娜 

设计团队：蔡松松、张茜、黄洁、蔡睿、张美荣、周子伟、

林晓森、吴德彬 

施工单位：上海帝奥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沈越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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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名称：济南中建东孚中新·锦绣天地示范区 

业主单位：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城市公司 

项目总监：王景昌 

设计单位：上海天夏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帅、杨丽娟 

设计团队：陈同飞、付梦婕、刘洋、王永倩、杨慧芬、蔡建

中、陆卫云 

施工单位：浙江园博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皇甫志军 

 

64. 项目名称：衢州天阳春晓云筑 

业主单位：天阳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谈伟锋 

设计单位：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郭逸原 

设计团队：张家琪、曾倩怡、潘健、禹治凡、郑胜浩、郭金、

于杨、程书壮、陈研名、林璇、谢远枢、陈成 

施工单位：浙江永泉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俞利鸿 

 

65. 项目名称：柘城国安城 

业主单位：河南金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郝建新 

设计单位：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阳文、罗丹 

设计团队：曾翔春、欧阳伶俐、蒋原红、陈梅、刘星、周潘 

施工单位：柘城县星河湾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高文乐 

 

66. 项目名称：太原招商·时代主场 

业主单位：招商仁和太原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袁学存 

设计单位：GN 栖城设计 

主创设计：吴优德 

设计团队：秦迎凤、肖林、程媛媛、高文婷、卓左佳、陆嘉

敏、缪睿依、李苏豪、熊莺、龚佩燕、刘律章、

赵兴运、范志刚、邓腾腾 

施工单位：河北建设集团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怡润 

 

67. 项目名称：中鼎公园首府 

业主单位：南宁市中鼎浩景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苏阳平 

设计单位：凯斯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程权、谢向峰 

施工单位：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余业贵 

68. 项目名称：石家庄龙湖天璞项目 

业主单位：北京龙湖石家庄事业部 

项目总监：张磊、孙海燕 

设计单位：上景设计 

主创设计：路媛、侯一桥 

设计团队：曹方正、赵凯、郑丽娜、曹帅 

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曙敦 

 

69. 项目名称：合肥中海熙岸 

业主单位：中海宏洋地产（合肥）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绍徽 

设计单位：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俊希、张盈盈 

设计团队：谢成志、陈馨、廖卡、胡凯健、陈劲洪、周锦曦 

施工单位：杭州富阳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滕明干 

 

70. 项目名称：温州天阳云天美筑 

业主单位：天阳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谈伟锋 

设计单位：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郭霭萱 

施工单位：杭州百胜景道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鲁嘉慧 

 

71. 项目名称：天津中建·玖樾府 

业主单位：中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刘枫娇 

设计单位：深圳伯立森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少波 

施工单位：中建五局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于长锁 

 

72. 项目名称：济高绿城·桂语朝阳示范区 

业主单位：济南济高东诚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海剑 

设计单位：浙江绿城爱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永鑫 

设计团队：季禹、操东、杨骥、周欣、陈韩信、卜一鸣 

施工单位：浙江中泰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帮用 

 

 

 

 

 



第十二届园冶杯国际竞赛 

12TH YUANYE AWA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202 

73. 项目名称：唐山市丰润区正通天境项目示范区 

业主单位：滦南硕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朱洪权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成、王蕾 

设计团队：蒋圣宇、潘宇锋、张继鹏、孔令成、朱邦威 

施工单位：唐山明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艾振顺 

 

74. 项目名称：温州鹿宸印示范区 

业主单位：招商局地产（杭州）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文晓、于小川 

设计单位：GN 栖城设计 

主创设计：吴优德 

设计团队：肖林、施懿峰、何锐进、徐丁杰、刘律章、熊莺、

姜承天、范志刚、邓腾腾 

施工单位：宁波芦苇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马瑞 

 

75. 项目名称：万科·城市生长馆 

业主单位：成都万科地产 

项目总监：李川 

设计单位：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亮 

设计团队：李亮、吴迪、杨若兰、韦川、王乐、黄榕、张晨、

曾均建、曾寅、刘波、梅贵 

施工单位：四川锦天下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牟天云 

 

76. 项目名称：金融街金悦府示范区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廊坊市融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杜平 

设计单位：天津匡形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郑晓波 

设计团队：胡迎、李阳、王子翱、于久鹏、孙晶、王晓宁 

施工单位：北京东达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魏金城 

 

77. 项目名称：豫西-洛阳苗南庄项目一期 

业主单位：洛阳卓简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亚静 

设计单位：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易小林、欧阳伶俐 

设计团队：阳文、蒋原红、陈梅、罗丹、王帅帅、陈庚 

施工单位：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章伟 

 

78. 项目名称：沈阳碧桂园云顶 

业主单位：沈阳城建天和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高旭东 

设计单位：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段智 

 

79. 项目名称：阳光城中南翡丽云邸 

业主单位：太仓彤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杨林保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李娜 

施工单位：南通万花市政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杨俊 

 

80. 项目名称：上海中建东孚中建阅澜山 

业主单位：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松柏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林丽 

施工单位：上海彤彬园林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茂林 

 

81. 项目名称：商丘玺樾示范区 

业主单位：商丘市信友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坤 

施工单位：河南创之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邱路明 

设计单位：上海原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杨易腾 

 

82. 项目名称：中海二七滨江项目商业 B 西侧园建绿化工程 

业主单位：武汉海讯产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志坚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邹传科 

设计单位：重庆奥蓝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吴海粒 

 

83. 项目名称：烟台中梁拾光里项目示范区园林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烟台梁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马培丰 

施工单位：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涛 

设计单位：上海帝思贝尔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思亭 

 



                                                                                                         光荣册 
                                                                                              HONOR ROLLS 

 203 

84. 项目名称：大连集美郡项目展示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大连弘坤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尹国川 

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衍 

设计单位：重庆纬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范楚楚 

 

85. 项目名称：胶州海丝国际城项目展示区景观及小市政工程 

业主单位：青岛世茂正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贾晓伟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继雷 

设计单位：上海英斯弗朗环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子龙 

 

86. 项目名称：成都温江展示区 

业主单位：成都市雅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叶剑 

施工单位：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武昌 

设计单位：上海广亩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黄玉敏 

 

87. 项目名称：郑州融侨中原城示范区景观工程 

业主单位：郑州新华博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罗宇 

施工单位：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银河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余辉 

 

88. 项目名称：华地伟星龙川时代 

业主单位：安徽中安恒鑫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洋 

施工单位：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潘永发 

设计单位：上海飞扬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钱璐 

 

89. 项目名称：绿城济宁湖畔云庐 

业主单位：济宁城投绿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侯科龙 

施工单位：浙江天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袁海 

设计单位：绿城风景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肖锋 

90. 项目名称：廊坊市固安刘园（一期）项目示范区园林景观工

程 

业主单位：固安县方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韩博远 

施工单位：承德格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晓磊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孙德明 

 

91. 项目名称：肇庆阳光城公园 

业主单位：阳光城集团 

项目总监：黄云柏、仲轶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冯雪 

设计团队：张雪阳、杨微微、宗靓、王鹏程、李思琦、彭锦

辉 

施工单位：广东百林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兰 

 

92. 项目名称：建业·中州府 

业主单位：洛阳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冀曼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严大伟 

设计团队：陈国钦、魏靖、卢树明、李爽、陈名海、朱文君 

施工单位：河南厚德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曹彬 

 

93. 项目名称：四川来福康商贸有限公司内庭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四川来福康商贸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爱民 

设计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主创设计：廖雪兰、廖科 

设计团队：文国琴、李先锋、张曦、张薇、张冰清、徐开伟 

施工单位：南充市艺匠园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廖雪兰 

 

94. 项目名称：天津·中梁公馆 

业主单位：卓越莞惠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李自龙 

设计单位：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冯雪 

设计团队：宗靓、史佳祺、汤荣豪、王鹏程、李思琦、郭杭

琦 

施工单位：天津九隆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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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项目名称：江阴锦艺天章实景示范区 

业主单位：江阴锦艺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夏睿 

施工单位：福建千城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林杰 

设计单位：深圳市喜喜仕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崇文 

 

 

 

 

 

 

 

 

（七）方案类 
 

金奖 
 

1. 项目名称：北京沁园 

业主单位：北京朝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熊毅峰、田宇 

设计单位：ZSD 卓时 

主创设计：余玉俊 

设计团队：曹晓晖、何家滨、肖琴、王立诚、安世毅、李圆

圆、李艳玲 

 

2. 项目名称：大连招商·臻园 

业主单位：沈阳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庞亮 

设计单位：青岛厚德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安晓华 

设计团队：张晓航、黄巨祥、徐彤彤、丁金丹、张甜、丁怡

琦 

 

3. 项目名称：招商蛇口武汉城建未来中心一期 

业主单位：武汉招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宏伟、张锋 

设计单位：GN 栖城设计 

主创设计：吴优德 

设计团队：吴希韫、姜玥、赵兴运、刘彦浩、陈曦、龚佩燕、

徐丁杰、陆嘉敏、缪睿依、周帅晨、范志刚、邓

腾腾 

 

4. 项目名称：南京宝龙红山 BD 地块 

业主单位：宝龙地产 

项目总监：李东拓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谢志峰 

设计团队：伍莹、杨梅、阳婷、肖佳俊、徐子恒、王晚林 

 

 

 

5. 项目名称：杭州湾新壹号院（1#B2#） 

业主单位：湖州绿地嘉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戚威力 

设计单位：上海致社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林源荣 

设计团队：刘磊、雷欢旗、罗达、周淼 

 

6. 项目名称：绿地杭州湾壹号院（2#C） 

业主单位：绿地控股集团浙江区域管理总部 

项目总监：戚威力 

设计单位：RDA 景观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任轶男 

设计团队：张勇、董春燕 

 

7. 项目名称：济南招商蛇口&北科建滨河府 

业主单位：济南盛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于隽、曲明晓 

设计单位：GN 栖城设计 

主创设计：吴优德 

设计团队：徐丁杰、秦迎凤、莫斌、高文婷、肖林、刘彦浩、

程媛媛、薛萌、陈曦、姜承天、范志刚、邓腾腾 

 

8. 项目名称：五洲芳华 

业主单位：运城市恒生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建敏 

设计单位：西安久品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飞、颜强 

设计团队：杨鹏、潘瑶、陈浩、张小康、校晓冰、关鹏飞、

葛瑞雪、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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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中山·迪茵湖小镇 

业主单位：中山市民森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苏壮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Piyanut Metanuntavasin 

设计团队：刘存、易丽君、李兵、黄静娜、朱志勇、蒙敏礼 

 

10. 项目名称：广州阳光城·丽景半岛 

业主单位：阳光城广州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王柏华 

设计单位：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苑司鑫 

设计团队：杨兰、吴孙滏、季昌硕、戴苏倩、林翠萍 

 

11. 项目名称：宜宾市三江口 CBD 中央商务区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宜宾华侨城三江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王亮 

设计单位：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程冀文、薄洋 

设计团队：苏磊、肖军、付蓉蓉 

 

12. 项目名称：绿地·遂宁 1958 文创产业项目商业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旭 

设计单位：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欧阳爽、张玓瓅 

设计团队：张舒、吴苗苗、倪华曦、张欣沛、李艾峻、李德

文、汪勋、黄涛、杜永科、叶尽帆、任贵、熊心 

13. 项目名称：绿地宁波康乐宜居 2A2B 地块 

业主单位：绿地控股集团浙江区域管理总部 

项目总监：戚威力 

设计单位：RDA 景观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任轶男 

设计团队：李腾图、徐雪 

 

14. 项目名称：绿地宁波杭州湾创智北 1#C 地块 

业主单位：绿地控股集团浙江区域管理总部 

项目总监：周飞 

设计单位：RDA 景观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任轶男 

设计团队：许焕劼、Vlad、刘畅天 

 

15. 项目名称：长沙城发恒伟·洋湖映 2009 一期 

业主单位：长沙城发恒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李金玲 

设计单位：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主创设计：宋欣、陈宏民 

设计团队：刘雄杰、陈锦华、魏立铭、刘陈、陈晟 

 

 

 

 

 

 

 

 

银奖 
 

1. 项目名称：湖州雲上府 

业主单位：湖州绿地嘉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赵斌 

设计单位：上海致社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林源荣、刘成斌 

设计团队：伍洁婷 

 

2. 项目名称：金义宝龙世家 

业主单位：宝龙集团 

项目总监：夏韡 

设计单位：都境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汤宁伟 

设计团队：王谱麟、何雪嫚 

 

 

3. 项目名称：宝龙宁波江汇城 

业主单位：宝龙集团 

项目总监：傅绍均 

设计单位：上海季相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彭建 

 

4. 项目名称：曲江城市树小区景观设计方案 

业主单位：西安曲江新宿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雒骁龙 

设计单位：西安善地泰合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团队：黄立、王振楠、李计鹏、杜荣娟、孟广森、孔幸 

 

 

 

 



第十二届园冶杯国际竞赛 

12TH YUANYE AWA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206 

5. 项目名称：电建地产·济南洺悦府景观设计方案 

业主单位：山东洺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路畅 

设计单位：中电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马莲、赵爽 

设计团队：李春国、张赛男、刘萱萱、吴巧、李明轩、刘颖、

王诗鑫 

 

6. 项目名称：朗阅清华 

业主单位：陕西秦中朗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金丹晖 

设计单位：西安久品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徐飞、胡继坤 

设计团队：陈浩、杨鹏、张竞、洪甜甜、马明青、校晓冰、

关鹏飞、张亚军 

 

7. 项目名称：武汉红安钓鱼台文旅康养小镇 

业主单位：红安锦绣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彭金龙 

设计单位：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刘娜 

设计团队：李刚、程晓、吴亮、祝梦、谢金月、苏涛 

 

8. 项目名称：武汉新希望·雍景兰台 

业主单位：武汉禹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梁洪嶂、郭薇 

设计单位：广州尚沃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谢轲、林黎 

 

9. 项目名称：建业云珑上院 

业主单位：中原建业洛阳分公司 

项目总监：孙涛 

设计单位：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蒋冬梅 

设计团队：莫剑尧、陈汝、王军鸽 

 

10. 项目名称：绿地湖州铂瑞酒店 

业主单位：湖州绿地嘉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胡赵斌 

设计单位：RDA 景观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任轶男 

 

11. 项目名称：合肥磨店家园二期 E 地块项目 

业主单位：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 

项目总监：沈军 

设计单位：上海山拾道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宋磊 

12. 项目名称：河源·雅居乐千叶明珠花园 

业主单位：广东明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徐兴驰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任峙东 

设计团队：刘存、陈宝江、李兵、Piyanut Metanuntavasin、

黄静娜、朱志勇 

 

13. 项目名称：贵阳黔中天阶万达广场项目 

业主单位：贵州天阶万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大维 

设计单位：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爱伟、张曌月 

设计团队：高翔、厉杰、何英杰、夏泉、吕铭华、姜志杰、

陈永团、赵思思、赵珺雄、王伟 

 

14. 项目名称：山海源颐养中心 

业主单位：海南中亿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冯玉哲 

设计单位：海口圣合园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王草桦 

设计团队：张彬、廖海玲、张献龙 

 

15. 项目名称：绿地咸阳双照湖酒店 

业主单位：绿地集团西北区域公司 

项目总监：蒋春倩 

设计单位：RDA 景观设计事务所 

主创设计：任轶男 

设计团队：章龙飞、董春燕、李玲、冯云鹤、裴金铭 

 

16. 项目名称：颐和玺悦示范区 

业主单位：临沂医养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赵晓明 

设计单位：深圳市喜喜仕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罗显俊、崔永顺 

设计团队：李哲、梁丹、杨赐恩、徐超、李明扬 

 

17. 项目名称：福州鲁能公馆三期示范区 

业主单位：中国绿发·福州鲁能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立 

设计单位：深圳市喜喜仕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罗显俊、崔永顺 

设计团队：王小丽、徐超、付梦楠、雷彤彤、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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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项目名称：当代‧中兴悦城 

业主单位：勉县同盛和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武迪 

设计单位：陕西柏岩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蔡斌 

设计团队：赵欢欢、宋佩琳、刘世鹏、刘聪生、赵雯 

 

 

 

 

 

铜奖 
 

1. 项目名称：济南中建国熙台二期 

业主单位：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城市公司 

项目总监：金波 

设计单位：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主创设计：曲鹏、张向南 

设计团队：马珊珊 、黄浚、莫明珠，李红、许月蕊 、张政、

伍家铭 

 

2. 项目名称：沁阳时代‧天筑 

业主单位：沁阳市新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张世平 

设计单位：陕西柏岩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蔡斌 

设计团队：赵雯、刘世鹏、赵欢欢、宋佩琳、刘聪生 

 

3. 项目名称：北京西北旺瑞泽家园景观设计 

业主单位：北京建海汇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安来滨 

设计单位：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亚平、童欢欢 

设计团队：康亚楠、安来滨、李园、肖贤鹏、王光林、陈冬

旭、张鹤双、白悦、秦腾飞、高婧怡 

 

4. 项目名称：临沂鸿儒文化广场景观规划提升设计 

业主单位：山东鸿儒集团 

设计单位：南京匠森建筑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孔康苏 

设计团队：王子祺、王海宁、魏辉、孙嫦娥 

 

 

 

 

 

5. 项目名称：付营四期 

业主单位：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 

项目总监：李森林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袁广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殷涛 

 

6. 项目名称：长沙·潇湘首府 

业主单位：湖南雄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施良 

设计单位：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胡双喜、邓章礼 

设计团队：刘存、陈亮、陈宝江、孙川、李兵、冼文芳、周

阳 

 

7. 项目名称：汕头蔚蓝湾示范区 

业主单位：广东中绿园置地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陈雷 

设计单位：深圳市喜喜仕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朱崇文、崔永顺 

设计团队：罗显俊、杜娟、肖海莲、文衡、徐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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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2021 年杰出设计机构 

 

TK Studio Co.,Ltd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寰颐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上景设计 

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阿特金斯顾问（深圳）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朗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NEXT 建筑事务所 Nizio Design International 

Dabbagh Architects 

Wallmakers 

goa 大象设计 

十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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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2021 年杰出工程承包商 

 

CHRISTIANI&NIELSEN(THAI), CPS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国风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天茂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天勤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好家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新金域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天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园林有限公司 

北京乾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包） 

北京北华中清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绿化分包） 

上海园林绿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琅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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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2021 年杰出开发商 

 

Magnolia Qual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广州市振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金茂石家庄公司 

武汉融城开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宏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阳光城北京区域公司 

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杭州绿城桂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通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建发房产 

阳光城集团广州公司 

沈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环球融创会展文旅集团 

幸福路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轨道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金溪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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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2021 年优秀设计机构 

 

LATZ+PARTNER 

北京季相景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多向界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麦田国际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北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沈阳建筑大学 HA+studio 

武汉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奥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南宁市古今园林规划设计院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Plasma Studio 

PMA 设计事务所 

杭州壹生造园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TK Studio Co.,Ltd. 

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筑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椿尚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邦景园林绿化设计有限公司 

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AECOM 美国旧金山办公室 

西迪国际/CDG 国际设计机构 

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伍鼎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库珀希尔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艾沃景观设计事务所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公司 

上海棠澍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尚沃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诺风景观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metrostudio 迈丘设计 

LAURENT 罗朗景观 

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里表都会（北京）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澜道环境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厚德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东朗景观规划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上海华策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杭州朗庭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杭州木杉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ZSD 卓时 

GN 栖城设计 

上海致社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RDA 景观设计事务所 

西安久品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山水秀建筑事务所 

CC & CB –Carlos Castanheira e Clara Bastai, Arqtos. Lda. 

DMAA 

来建筑 

Nordic Office of Architecture 

尌林建筑设计事务所 

Peter Pichler Architecture 

Red Brick Studio 

Bak Gordon Architects、 

不无（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A+Architecture 

介隐建筑事务所 

寻常设计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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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ob+MacFarlane 

Nordic-Office of Architecture 

GWP Architects 

FRESH architectures 

RRC architectes 

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Hao Design Studio 设计事务所 

Veter 

米凹工作室 

El Equipo Creativo 

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上海碧甫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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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2021 年优秀工程承包商 

 

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城茂（北京）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浙江绿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植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绘景景观规划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北京同易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天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兴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河南森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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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2021 年优秀开发商 

 

东原集团 

四川万景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当代文商旅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鲁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宸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祥源花世界生态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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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2021 年杰出设计师 

 

沈同生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罗锦斌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欧阳嵩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李  强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史林川   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王耿锋   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刘志伟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欧阳孔博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祝梦瑶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陈熙浩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柯玉栋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宋淑华  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朱  毅  浙江蓝颂园林景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冉  游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胡燕芳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李  刚  上海寰颐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胡益圆  上海寰颐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谢  渠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刘亚军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路  媛  上景设计 

李敏娜  上景设计 

张  彬  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夏江梵  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夏  源  阿特金斯顾问（深圳）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刘  辉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  昉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屠伟军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  佳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蒋晓飞  NEXT 建筑事务所 

陆  皓          goa 大象设计 

张  迅          goa 大象设计 

徐小萌          十域建筑 

John van de Water NEXT 建筑事务所 

Tawatchai Kobkaikit TK Studio Co.,Ltd 

Miroslaw Nizio   Nizio Design International 

Sumaya Dabbagh  Dabbagh Architects 

Vinu Daniel   Wallmakers 

Oshin Varughese  Wall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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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2021 年杰出项目经理 

 

张劲强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郭福茂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马  杰  湖南天茂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廷昭  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陈  伟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康建发  福建好家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陈培涛  广州市华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张彦波  辽宁新金域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马洪琳  四川天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家林  北京乾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郜长江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包） 

吴雪峰  上海园林绿化科技有限公司 

胡友群  江西琅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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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2021 年杰出开发经理（总监） 

 

周  放  广州市振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赵海军  中国金茂石家庄公司 

赵春瑶  中国金茂石家庄公司 

李  敏  武汉融城开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龙柱刚  湖南宏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程鑫涛  阳光城北京区域公司 

夏  璐  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吴建农  杭州绿城桂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马钟伯  南通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刘  磊  南通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谢美娟  建发房产 

梁芷芃  阳光城集团广州公司 

张  鑫  沈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杨  睿  沈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胥  杰  环球融创会展文旅集团 

谭顺昕  环球融创会展文旅集团 

郭雁池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赵建明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冒建华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邓  剑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谢  庆  长沙轨道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匡文辉  金溪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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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2021 年优秀设计师 

 

Tilman  Latz LATZ+PARTNER 

汪  杰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杨  洋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闾邱杰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彭  涛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李春娇  北京季相景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李  亮  北京多向界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潘庆文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陈亚东  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杜佩娜  四川乐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李  旭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梁华山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陈  阳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李  鹏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吴  琨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宋志华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王  锋  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卢洪清  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王娜娜  北京麦田国际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黄剑锋  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伍春谊  北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杨  静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肖  攀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朱  玲  沈阳建筑大学 HA+studio 

刘一达  沈阳建筑大学 HA+studio 

孟建军  武汉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明  玮  武汉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文斌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  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  环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史丽秀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东昌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亚平  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李  威  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朱  亮  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刘雅泉  上景设计 

祁  钟  重庆奥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虞金龙  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许  乐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  茜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汪晓岗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张  宜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李存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文斌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向荣  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赵艳艳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梁  庆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丁德慧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王  川  PMA 设计事务所 

姚益慰  杭州壹生造园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于  跃  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胡双喜  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赵志诚  上海椿尚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国奎  上海椿尚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何  茜  上景设计 

张  武  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欧代兴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刘永星  广州邦景园林绿化设计有限公司 

章  毅  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柴  璐  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韩  蕊  西迪国际/CDG 国际设计机构 

陈  述  西迪国际/CDG 国际设计机构 

陆颖茵  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梁泳恩  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覃铁军  上海伍鼎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彭绘安    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张居波  上海艾沃景观设计事务所 

苏达科  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叶劲枫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刘特凯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陈  圣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蒋  旭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张  鹏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段洪涛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曹  军  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顾晓莹  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步宛健  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公司 

邢  亮  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公司 

黄  飞  上海棠澍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丁  洋  上海棠澍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宋晓明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王军杰  上景设计 

黄冰沁  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刘  刚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谢  轲  广州尚沃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周国顺  广州尚沃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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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善成  诺风景观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刘志勇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黄浩丞  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黄  翀  杭州可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严锦荣  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谭贡亮  metrostudio 迈丘设计 

苏波平  metrostudio 迈丘设计 

王耿锋  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张  良  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张春燕   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乔  方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李  明  LAURENT 罗朗景观 

钟  都  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哈  艺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王  博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赵  阳  上海棠澍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邹渝达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叶惠平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侯建邦  上海日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刘  琨  上海易境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王鸣豪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万芸芸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陈  辉  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庄国伟  深圳市新西林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李晓元  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王铮健  里表都会（北京）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李  振  里表都会（北京）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乐雄飞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博  上景设计 

黄  远  LAURENT 罗朗景观 

雷  露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黄腾全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宋建东  LAURENT 罗朗景观 

杜炜豪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杨  飞  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张晓林  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邓韶军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杨  杨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郑  越  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展仁伟  问道景观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王晓黎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孟德明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孙  瀚  上海澜道环境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江雨龙  LAURENT 罗朗景观 

庞庆博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王益鹏  上景设计 

金  杰  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蒋家胜  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罗圆圆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李文军  metrostudio 迈丘设计 

蒋  鑫  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刘  娜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张美佳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梁倩倩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焦云坪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刘小黎  广州观己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安晓华  青岛厚德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田亚东  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周  涛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杨  华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刘爱晨  东朗景观规划设计（天津）有限公司 

周  彬  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陈汉炀  杭州亚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姜海龙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罗许烁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侯文军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蔡慧明  上海华策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许  越  上海栖地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吴勤东  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梁  杰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潘莹星  LAURENT 罗朗景观 

杨  锋  杭州朗庭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陈俊豪  杭州木杉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詹  燕  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曾翔春  重庆九禾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吴  晔  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马  恺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航  青岛厚德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余玉俊  ZSD 卓时 

吴优德  GN 栖城设计 

谢志峰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林源荣  上海致社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任轶男  RDA 景观设计事务所 

徐  飞  西安久品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颜  强  西安久品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苑司鑫  上海森意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欧阳爽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玓瓅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程冀文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薄  洋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宋  欣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陈宏民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祝晓峰 山水秀建筑事务所 

马  岛 来建筑 



第十二届园冶杯国际竞赛 

12TH YUANYE AWA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220 

陈  林        尌林建筑设计事务所 

黄  健        不无（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宋俊梁        不无（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沈圣喆        介隐建筑事务所 

林经锐        寻常设计事务所 

王坤辉        寻常设计事务所 

张国威        GWP Architects 

刘春阳        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林  豪        Hao Design Studio 设计事务所 

周  维        米凹工作室  

杨  飞        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温钦皓        成都梦景未来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陈思民        深圳市一间宅艺术有限公司 

李奇峰        上海碧甫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Christopher Knabe  欧博迈亚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Aey PiradaPokpol  GVL 怡境国际设计集团 

Tawatchai Kobkaikit  TK Studio Co.,Ltd. 

Ulla Hell  Plasma Studio 

Holger Kehne  Plasma Studio 

Eva Castro  Plasma Studio 

Sebastian Brunke  DMAA 

Diogo Teixeira   DMAA  

Thomas Fagernes  Nordic Office of Architecture 

Peter Pichler   Peter Pichler Architecture 

Silvana Ordinas   Peter Pichler Architecture 

Ankur Kothari   Red Brick Studio 

Anil Poduval   Red Brick Studio 

Ricardo Bak Gordon  Bak Gordon Architects 

Philippe Bonon   A+Architecture 

Clément Rabourdin  A+Architecture 

Dominique Jakob  Jakob+MacFarlane 

Brendan MacFarlane  Jakob+MacFarlane 

Thomas Fagernes  Nordic-Office of Architecture 

PING WANG   GWP Architects 

Luca Battaglia   FRESH architectures 

Ulisse Gnesda   FRESH architectures 

Julien Rousseau  FRESH architectures 

Pimenova Eleonora  Veter 

Carlos Castanheira  CC & CB –Carlos Castanheira 

e Clara Bastai, Arqtos. Lda. 

Oliver Franz Schmidt  El Equipo Creativo 

Natali Canas del Pozo El Equipo Creativo 

Lucas Echeveste Lacy El Equipo Creativo 

Piyanut Metanuntavasin 广州瑞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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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2021 年优秀项目经理 

 

柳家厚  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张  勇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胡金林  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赵晋峰  城茂（北京）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王家明  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程  振  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朱晨曦  浙江绿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郭天忠  上海植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卢良融  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章华瑞  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臧鹏程  绘景景观规划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周志鹏  北京同易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殷海兵  浙江天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季亚洲  江苏百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朱少坚  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郑  宇  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黄守泽  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付越刚  海南兴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汪斌鸿  福清洪宽园艺有限公司 

陆方舟  格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陈  浩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代国强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梁守明  广州市雅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秦国凯  河南森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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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2021 年优秀开发经理（总监） 

 

臧西瑜  东原集团 

周  琦  东原集团 

邹兴勇  四川万景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丁  涛 四川万景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余  波 四川万景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侯立峰  安徽当代文商旅置业有限公司 

陈东彪  青岛鲁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徐大伟  宸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查  贤  宸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肖  杰  祥源花世界生态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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