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文件 
 

精瑞奖字〔2015〕3 号 

 

第 12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奖励公告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

及《精瑞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规定，经精瑞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初审、

复评、现场考察，并在媒体公示后，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决定授予“北

京城建胜茂广场 BIM应用”等 2个项目第 12届精瑞金奖；授予“北京市通

州富力中心”、“山水文园·福海”、“北京城建·熙城”、“华中·国宅华府”、

“越秀房产信托基金”等 47个项目第 12届精瑞奖。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广州举办颁奖典礼，

向获奖单位颁发奖牌、证书、奖章，向各金奖获得单位分别颁发奖牌、证

书、奖章与 5万元奖金。 

精瑞奖作为我国人居与城市建设领域的惟一国家级奖励，致力于表彰

人居品质的提升，鼓励行业创新发展。希望通过《精瑞人居发展报告 2015》

等出版物与精瑞公开课等活动，让行业企业学习标杆，勇于创新实践，推

动全行业可持续的进步，有品质的发展，不断提升城市与人居建设的内涵

与品位，把城市与社区建设成绿色包容和谐、安居乐业的有机生命体。 

附件：第 12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第 12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一、精瑞金奖 

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所在城市 获奖单位 获奖主要完成人 

1 人居技术创新 (2015)F0102023 北京城建胜茂广场 BIM 应用 北京 
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聪颖、杨娜、齐世峰、李群、 

杨玉武、高洋、王健 

2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29096 山东蓬莱海悦城 蓬莱 山东蓬建集团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姜永雷、姜咏梅、李全周、史胜男、 

尤昌明、邹志磊、田宗师 

二、精瑞奖 

（一）人居范例类 

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所在城市 获奖单位 获奖主要完成人 

1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4048 北京城建·熙城 重庆 北京城建重庆地产有限公司 
刘露军、赵柯、丁远、 

张华伟、肖颖 

2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01002 合肥当代花园 合肥 安徽 MOMA 置业有限公司 
贾岩、潘凤伟、刘娟、杨彤宇、 

张国谊、孙志军 

3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0025 富力南昆山温泉养生谷 惠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王永昭、朱明、甘振峰、施良、 

刘园媛、李彤、陈承德 

4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27089 华中·国宅华府 保定 河北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赵建棠、刘春燕、王岩、刘颖、 

郭少江、李磊、贾欢 

5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09024 山水文园福海 北京 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海洋、柯于辉、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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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所在城市 获奖单位 获奖主要完成人 

6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1027 梅州富力城 梅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张弛、刘园媛、冯晓彤、骆丽丹、 

曾楚倩、许柏强、方芳 

7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6054 国誉府 北京 北京城建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旭、杨贺利、崔会学、郭万东、 

罗国强、吴昊、崔晓娜 

8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3046 北京城建上河湾 北京 北京城建兴云房地产有限公司 
蔡志强、杨巍严、杨海、蔡继保、 

袁建华、季进为、陈斌 

9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25079 今朝阳光城二区 武威 武威今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周保年 

10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03011 房山区阎村镇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北京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房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马建伟、张其伟、陈颖、贾婧、 

马向东、安日红 

11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8059 中锐尚城花园 苏州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 

12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9060 中锐星尚城 徐州 徐州中锐建设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 

13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22074 吴中天悦公馆 长春 长春吴中豪仕地产有限公司 
靳大森、赵鑫、苏英俊、赵新、 

王乾、潘瑜 

14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15053 北京城建·海梓府 北京 
北京城建兴华地产有限公司 

联安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武涛、董忠心、陶承、蔡文丽、 

姜宝华、于爱民、郅强 

15 人居住区范例 (2015)A0123075 华富·瑞士名居 兰州 兰州华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启建、马信远、陈亮、张金玉 

16 人居养老范例 (2015)A0227100 中铁太阳谷国际康养生活社区 黔南州 贵州黔中铁旅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尤予西、朱惠平、傅明 

17 人居酒店范例 (2015)A0210041 哈尔滨富力中心 哈尔滨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曹友启、夏宁、陈楚、 

吴峰、张希玲、陈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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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所在城市 获奖单位 获奖主要完成人 

18 人居城市更新范例 (2015)A0207029 海宁市工人路商业中心 海宁 
蔺科（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海宁市城镇有机更新有限公司 

商宏、朱晨、曲珩、白玉莹、 

梁予俊汝、赵刚、李志勇 

19 人居城市更新范例 (2015)A022007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房屋结构加固装修工程设计 
北京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郝晓赛、孔贞、田军、倪越、 

刘冉、孙树清、史琦 

20 人居写字楼范例 (2015)A0213049 奥体南区 OS-02 地块项目 北京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天圆祥泰置业有限公司 

刘博、常海龙、赵宇、郑汉兵、 

邓喜红、杨春丽、郑甲 

21 人居综合体范例 (2015)A0209040 上海市虹桥富力中心 上海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郎云鹏、崔伟、刘欣、 

张莹、王晓倩、杨富欣 

22 人居综合体范例 (2015)A0212043 北京市通州富力中心 北京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曹友启、崔伟、甄怡、 

胡莹、莫珊、刘福伟 

23 人居综合体范例 (2015)A0217061 星汇生活广场 苏州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 

24 人居综合体范例 (2015)A0225098 路劲世界城三期商业办公综合体 北京 北京路劲隽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田原、刘元善、李云峰、王贺、 

毛涛、何轶林、王影 

25 建筑文化 (2015)A0225094 天洋城 4 代-太空之窗 廊坊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三河天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赵宇、赵琛、崔美艳、刘万斌、 

李智、赵文敏 

（二）技术产品类 

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获奖主要完成人 

1 领先技术 (2015)C0301032 安恩达智慧养老平台 安恩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吴先琴、申晓芳、曹勇、 

谢俊文、李超 



 

 5 

2 领先技术 (2015)F0107047 
巨星股份 GBF 现浇混凝土 

成孔芯模集成技术 
长沙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蒋棠、邱则有 

3 领先产品 (2015)F0204092 蒙娜丽莎陶瓷薄板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一军、潘利敏、谢志军、张松竹、 

汪庆刚、赵勇、杨晓峰 

4 领先产品 (2015)F0205095 浴阳装配式预制轻钢复合墙板 大庆浴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韩秀军、孙有芳、王海涛、郝兴国、 

关庆伟、徐凤娇 

5 领先产品 (2015)F0201020 
威能冷凝式燃气壁挂炉 

多台并联系统 
威能（中国）供热制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马海峰、徐华 

6 领先产品 (2015)F0206097 华建铝业易欧思门窗系统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丁三莲、陈刚、潘清溪、刘洪昌、 

胡廷岗、孙秀秀、张国良 

7 领先产品 (2015)F0201055 
国强铝合金隐藏式下悬内平开

（带儿童安全锁）五金系统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王宝栓、孙继超、杨尚华、曹磊、 

李哓娟、陈博、姜海荣 

（三）创新实践类 

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获奖主要完成人 

1 互联网创新实践 (2015)E0101003 无忧我房 第一摩码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李熠、薛慕原、黎晓迎、孙雪峰、 

柯谨、吕晓彤、王姗 

2 互联网创新实践 (2015)E0103016 途家网 途家网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罗军 

3 互联网创新实践 (2015)E0104037 华远·西红世（北京）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奇虎健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李然、张皓成、王春光、陆天、 

宗实、李双太、张颖 

4 互联网创新实践 (2015)E0105065 慧管家资产运维系统 中创立方慧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陈军、张强、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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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获奖主要完成人 

5 金融创新实践 (2015)D0201006 
协和资产·方元 2 号 

房地产投资基金 
陕西协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何振兵、林帅、宋夏、赵正仐 

6 金融创新实践 (2015)D0203058 绿民投产业链基金 嘉兴绿民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强、李莹、姚远、李仿、 

王爱华、翟佳、王芳 

7 金融创新实践 (2015)D0209090 Elite 国际投资基金项目基金 3 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喜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文光、欧阳军、王有明、王瑜、 

支小可、孙艳丽、王则盛 

8 金融创新实践 (2015)D0210091 越秀房产信托基金 越秀房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林德良、关志辉、李文峥、刘碧红 

9 金融创新实践 (2015)D0207070 民生 e 房房地产蓄客及众筹 中国民生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 
叶天放、欧阳军、高龙琨、 

张心愉、赵越 

10 社区服务创新实践 (2015)B0101001 爱助家 智趣生活社区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蒋君、孙谦、周小龙 

11 社区服务创新实践 (2015)B0104036 华远·华中心（长沙）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刘书轶、孙立龙、滕赫然、张昊、 

于水、吴东哲、高新楼 

12 养老服务创新实践 (2015)C0302085 北京天开瑞祥不老山庄 北京市延庆县天开瑞祥养生养老院 黄涫 

13 养老服务创新实践 (2015)C0303087 颐佳幸福工作坊 颐佳健康管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马欣丽、郭枝、贾益人、张莫 

14 开发创新实践 (2015)A0226099 磨坊工场 北京磨坊工场投资有限公司 潘永强、易鹏程 

15 标识设计创新 (2015)E0108105 鲁朗小镇 
深圳市西利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现场工程指挥办公室 
张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