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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瑞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文件 
 

精瑞奖字〔2012〕5 号 

 

2012 年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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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经精瑞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严格初审、

复评与现场考察，通过为期 15 日的媒体公示后，由精瑞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

审核，决定授予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申报的“中粮万科长阳半岛工业化楼”

2012 年第九届精瑞奖工业化绿色建筑白金奖；授予“成都·中国会馆”、“北京·招

商嘉铭珑原”等 13 个项目 2012 年第九届精瑞奖金奖；授予“上海·新城碧翠

园”、“台中·乡林皇居”、“三亚·中铁子悦薹”、“北京·路劲世界城”等 69 个

项目 2012 年第九届精瑞奖优秀奖。 

精瑞奖作为中国人居与城市建设领域的国家级奖励，致力于表彰人居品质

的提升，鼓励行业创新发展。相信通过全行业对获奖项目的考察与学习，并通

过行业企业的共同努力，我们必将为社会奉献高品质的人居环境与更美好生活

的空间。 

 

附件：2012 年第九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精瑞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 

（北京精瑞住宅科技基金会代章）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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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年第九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1、绿色住区奖 

序号 
奖励 

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金奖 招商嘉铭·珑原 北京 招商局嘉铭（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锐、董国峰、辛小林、Christopher Chan、 

卢浩、Rouel Delapaz、李静怡、陈小虎、闻锦程

精瑞奖字 

〔2012〕01-001 号 

2  优秀奖 光谷新世界 武汉 新世界嘉业（武汉）有限公司 —— 
精瑞奖字 

〔2012〕01-002 号 

3  优秀奖
汇杰新城 02 地块 

（迈皋瑞福城燕舞园） 
南京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汇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董文俊、刘俊、葛小林、李玮、 

韦佳、杨承红、钱钟 

精瑞奖字 

〔2012〕01-003 号 

4  优秀奖 宏府·鹍翔九天 西安 陕西宏盛实业有限公司 杨振、田爽、李郁霖、王玮、周马顺 
精瑞奖字 

〔2012〕01-004 号 

5  优秀奖 润实·月亮湾 邯郸 河北润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维海、孙玉林、张敬周、李玉杰 
精瑞奖字 

〔2012〕01-005 号 

6  优秀奖 苏州玲珑湾项目七八区 苏州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南都建屋有限公司 

汪杰、唐觉民、韦佳、高华国、吴敦军、 

韩晖、周姜象、伍宇 

精瑞奖字 

〔2012〕01-006 号 

7  优秀奖 上海·新城碧翠园 上海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龚翔峰、李涛、荣嵘 
精瑞奖字 

〔2012〕01-007 号 

8  优秀奖 天庆·莱茵小镇 兰州 兰州天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韩庆 
精瑞奖字 

〔2012〕01-008 号 

9  优秀奖 万年生态城·园博府 北京 北京万年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齐勇新、朱庆兵、张振坤、柯希忠、 

武弢、崔莉、常正美 

精瑞奖字 

〔2012〕01-009 号 

10  优秀奖 香檀一号 太原 太原星河御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马龙江、安玉贵、张金明、陈兵有 
精瑞奖字 

〔2012〕01-010 号 



 

 3

2、绿色建筑奖 

序号 
奖励 

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金奖 
海林低碳节能 

科技办公楼 
北京 北京海林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李海清、石春玲 

精瑞奖字 

〔2012〕02-001 号 

2  优秀奖 江苏省建大厦 南京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文俊、朱建平、韩晖、周姜象、 

徐超、韦佳、强恩宝 

精瑞奖字 

〔2012〕02-002 号 

3  优秀奖
天友（天津）新办公楼

改造项目 
天津 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任军、王重、何青、彭应翔、肖驰、 

刘冰、丘地宏 

精瑞奖字 

〔2012〕02-003 号 

4  优秀奖
万年生态城•园博府 

B54 地块商业建筑 
北京  北京万年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齐勇新、朱庆兵、张振坤、柯希忠、 

武弢、崔莉、常正美 

精瑞奖字 

〔2012〕02-004 号 

5  优秀奖
中新天津生态城 

公屋展示中心 
天津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屠雪临、徐沙莎、刘振文、刘谦、 

董维华、刘小芳、宋晨 

精瑞奖字 

〔2012〕02-005 号 

6  优秀奖
中新生态城城市管理 

服务中心办公楼 
天津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 杨天羿、王哲、杨卿、王伯荣、李志军、聂亚飞

精瑞奖字 

〔2012〕02-006 号 

3、规划设计奖 

序号 
奖励 

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金奖 富力泉天下 广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梁影君、黄惠怡、兰岚、梁金胜、卢达 
精瑞奖字 

〔2012〕03-001 号 

2  金奖 
西善桥岱山西侧 

保障性住房项目 
南京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常宁、杨海、裴小明、朱莹辉、 

薛晶、王常海、刘建石 

精瑞奖字 

〔2012〕03-002 号 

3  优秀奖

北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基

地东配套10号地二类居住

用地、托幼用地项目 

北京 
北京海赋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郭杨、储丹、刘兴哲、李志、周彬、 

王晓宇、刘子建 

精瑞奖字 

〔2012〕03-0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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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励 

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4  优秀奖 东海国际中心 深圳 深圳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李治民、彭健旭、曾穗斌 
精瑞奖字 

〔2012〕03-004 号 

5  优秀奖 首开熙悦睿府 北京 
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陈海丰、王灵然、金娜、高桦、张宏玮、 

杨菲、曹瑞、段芳 

精瑞奖字 

〔2012〕03-005 号 

6  优秀奖 海碧台 秦皇岛
运亿置业（秦皇岛）有限公司 

北京奥博灵智广告有限公司 
陈宏伟、薛源、张裔生 

精瑞奖字 

〔2012〕03-006 号 

7  优秀奖 金茂梅溪湖住宅项目 长沙 长沙方兴盛荣置业有限公司 
王刚、王蔚、王勇、何凯、许赟程、 

朱宇群、王惟 

精瑞奖字 

〔2012〕03-007 号 

8  优秀奖 金地（天津）紫乐府 天津 
金地（集团）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 
赖军、陈津波、周琪、刘靖怡、龚正雄 

精瑞奖字 

〔2012〕03-008 号 

9  优秀奖
济南天鸿万象新天一期

（北区）景观概念设计 
济南 

笛东联合（北京）规划设计 

顾问有限公司 

济南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袁松亭、余为群、孙艺猛、白雪忠、董大鹏、 

许涛、金叶、王静、徐群峰、闫锦 

精瑞奖字 

〔2012〕03-009 号 

10  优秀奖 路劲世界城 北京 
北京路劲隽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田原、刘元善、沈龙、苏蕾、陈奕鹏、 

史逸、苏浩伟、王晓霞、罗友亨、王峰一、 

师国建、秦顺安 

精瑞奖字 

〔2012〕03-010 号 

11  优秀奖 润鸿水尚 桂林 桂林润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潘伟、胡廣元、王卫东、张洪鸣、尹亚辉、 

丁伟、李驰 

精瑞奖字 

〔2012〕03-011 号 

12  优秀奖 首府 秦皇岛

秦皇岛市江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太建筑设计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徐可夫、孙明明、吴鹏、梁元元、范胜春 
精瑞奖字 

〔2012〕03-012 号 

13  优秀奖 唐山金隅乐府 唐山 
北京匡形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唐山金隅巨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志斌、刘冠华、徐冰心、关俊杰、 

徐陈韫姿、于山 

精瑞奖字 

〔2012〕03-013 号 

14  优秀奖
五矿正信林溪地项目 

东区、西区 
天津 

北京匡形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天马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 
刘爱晨、冯延钊、胡蓉、肖新红、张钦、颜玉环

精瑞奖字 

〔2012〕03-0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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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励 

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5  优秀奖 中铁·子悦薹 三亚 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 
朱洁、刘旭升、李秀亭、马超骏、林旭、 

李林杰、林华、刘建伟 

精瑞奖字 

〔2012〕03-015 号 

16  优秀奖 中锐·尚城国际 张家港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毛恩、李斌、贡明、任治国、林国桢 
精瑞奖字 

〔2012〕03-016 号 

17  优秀奖 乡林皇居 台中 乡林建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戴育泽 
精瑞奖字 

〔2012〕03-017 号 

4、建筑设计奖 

序号 
奖励 

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金奖 东海国际中心 深圳 深圳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李治民、彭健旭、曾穗斌 
精瑞奖字 

〔2012〕04-001 号 

2  金奖 “茧”低碳会所 天津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 

赖军、姜源宣、郝向孺、林亚娜、王哲、 

李志军、景刚、聂亚飞、王伯荣、宋伟、 

徐瑞、熊艺、杨卿 

精瑞奖字 

〔2012〕04-002 号 

3  优秀奖
北京科技大学 

天工大厦 A、B、C 座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东方华太建筑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谷耕山、高岩、张百荣、邓小云、汤小京、 

李爱莲、王媛 

精瑞奖字 

〔2012〕04-003 号 

4  优秀奖

第三使馆区外交公寓 B

南区外交办公楼及附属

用房（D 座、E 座） 

北京
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范红心、周筠、高尚、王勇、刘鹏远、张兵、 

张翠珍、张露秋、王智、钟志宏、沈隽、师科峰

精瑞奖字 

〔2012〕04-004 号 

5  优秀奖 富力泉天下 广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梁影君、黄惠怡、兰岚、梁金胜、卢达 
精瑞奖字 

〔2012〕04-005 号 

6  优秀奖 曲江公馆 II 期 西安
西安协和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澳凯芬斯设计有限公司 

成建礼、李恒德、卫晓、余立、张兵、 

刘喜、午宇 

精瑞奖字 

〔2012〕04-006 号 

7  优秀奖 天津海景商业楼 天津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杨华、张集锋、曹敏、柴宁宁、邢海峰、罗正寿、

周瑛、赵彤宇、黄兴华 

精瑞奖字 

〔2012〕04-0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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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优秀奖 兴唐·国翠华府 济宁
山东兴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秀森、陈德峰、司景运、李波扬、徐峰、 

张永昱、冯传山、王华治 

精瑞奖字 

〔2012〕04-008 号 

9  优秀奖 新城·香溢澜桥花园 常州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杨博、钱曙珊、彭伏寅、朱鲜红、成可塑 
精瑞奖字 

〔2012〕04-009 号 

5、室内设计奖 

序号 
奖励 

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金奖 香檀一号 太原 太原星河御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马龙江、安玉贵、张金明、陈兵有 
精瑞奖字 

〔2012〕05-001 号 

2 优秀奖 东海国际中心公寓 深圳 深圳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李治民、彭健旭、曾穗斌 
精瑞奖字 

〔2012〕05-002 号 

3 优秀奖 内蒙古新城宾馆 呼和浩特 国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群、宋涛、吴晶丽、严铁钰、文博、 

钟杏礼、车盟 

精瑞奖字 

〔2012〕05-003 号 

4 优秀奖 宁夏沙湖假日酒店 石嘴山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兵、李红庆、刘晓辉、刘淼、刘海荣 
精瑞奖字 

〔2012〕05-004 号 

5 优秀奖 上海·新城碧翠园 上海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郑稼禾、姚潇、于文韬 
精瑞奖字 

〔2012〕05-005 号 

6 优秀奖 史家小学阅览室改造设计 北京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 
武勇、许远、孟烨、郝会芬、野光明、 

聂亚飞、杨光里 

精瑞奖字 

〔2012〕05-006 号 

7 优秀奖 银川宝湖湾 银川 空间易家装饰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陈炜、王芊、许彦龙、单镭、王俊、季学贵、 

居文来、姚蝶、刘学俊 

精瑞奖字 

〔2012〕05-007 号 

8 优秀奖 招商嘉铭·珑原 北京 
招商局嘉铭（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王锐、董国峰、张靖、辛小林、胡腊梅、 

涂山、金炯、余晓濛、徐雷 

精瑞奖字 

〔2012〕05-008 号 

9 优秀奖 中铁·子悦薹 三亚 三亚中铁置业有限公司 
朱洁、刘旭升、李秀亭、马超骏、林旭、 

李林杰、林华夏、刘建伟 

精瑞奖字 

〔2012〕05-0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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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文化奖 

序号 奖励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金奖 黄山德懋堂 黄山 北京德懋堂投资有限公司 卢强 
精瑞奖字 

〔2012〕06-001 号 

2  金奖 中国会馆 成都
成都中新悦蓉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雅仕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甄志军、何亚雄 

精瑞奖字 

〔2012〕06-002 号 

3  古建筑保护金奖 桐城孔城老街 桐城 安徽桐城中坤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 胡明、李序勋、施梁、邹青 
精瑞奖字 

〔2012〕06-003 号 

4  优秀奖 
湖南立省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工程 
长沙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业祖润、高洪莉、熊炜、王莹、 

王玉珂、李春青、杨长城、安一冉

精瑞奖字 

〔2012〕06-004 号 

7、绿色技术产品奖 

序号 奖励等级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优秀奖 川一硅藻土壁材 青岛川一硅藻土有限公司 姜绪信、董卜祯 精瑞奖字〔2012〕07-001 号 

2  优秀奖 丽岛牌花纹铝材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蔡征国 精瑞奖字〔2012〕07-003 号 

3  优秀奖 “绿动”温控器 北京海林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李海清、尤欣、张志军、李琳 精瑞奖字〔2012〕07-004 号 

4  优秀奖 拼装式立体绿化关键技术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宋中南、王珂、石云兴、张涛、 

霍亮、石敬斌、吴文伶 
精瑞奖字〔2012〕07-005 号 

5  优秀奖 PromeSYS 建筑能效管理系统 北京中创立方软件有限公司 陈军、许勇 精瑞奖字〔2012〕07-006 号 



 

 8

序号 奖励等级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6  优秀奖 STP 超薄绝热板建筑保温系统 青岛科瑞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翟传伟、李壮贤、宋永兵 精瑞奖字〔2012〕07-007 号 

7  优秀奖 正见 ZJ07 系列建筑外遮阳系统 上海正见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朱江铭 精瑞奖字〔2012〕07-008 号 

8  优秀奖 钻石海岸南光绿色门窗技术系统 
陵水大溪地农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孙闽辉、赵青、王瑞武、 

李成刚、詹行琼 
精瑞奖字〔2012〕07-009 号 

9  优秀奖 
亿光 LED 光引擎路灯、 

SL-60B 灯泡球系列 
亿光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叶寅夫 精瑞奖字〔2012〕07-010 号 

8、人居智能化创新奖 

序号 奖励等级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金奖 
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节能管控项

目 

朗德华信（北京）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姜永东、卫寰艺、吴财军、 

肖晟、陆晓爽 
精瑞奖字〔2012〕08-001 号 

2  优秀奖 
HDMI 高清晰影像 

音频传输线项目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肖必龙、孙凤军、冯伟民 精瑞奖字〔2012〕08-002 号 

3  优秀奖 
基于 EIB 总线 KNX 协议的 

自由拓扑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合肥爱默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健、史久根、徐勤、赵志强、 

郑楠、徐成飞、李莲 
精瑞奖字〔2012〕08-003 号 

4  优秀奖 锦州热网自控系统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秦绪忠、张伟、牛卫星、崔耀华、

陈建锋、梁文辉、王志峰、胡洪波
精瑞奖字〔2012〕08-004 号 

5  优秀奖 苏宁电器总部智慧办公解决方案 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杨柱勇、杨云龙、蔡红蕊、徐志达、

连毅斌、党丽霞、葛彩华 
精瑞奖字〔2012〕08-005 号 

6  优秀奖 
天津赛顿大厦 

智能化系统工程 
北京恒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季时 精瑞奖字〔2012〕08-006 号 

7  优秀奖 云端传媒系统 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梁力基、林哲玮 精瑞奖字〔2012〕08-0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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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融资创新奖 

序号 奖励等级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优秀奖 
朗诗绿碳中国绿色建筑 

产业发展基金 

上海汉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青杉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喜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立之、王定国、汪海平、甘衢、熊亮、 

王江江、周静雅、马骏 
精瑞奖字〔2012〕09-001 号 

2  优秀奖 瑞和西信房地产投资基金 

陕西协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协和投资有限公司 

西安协和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杜宏、王珂、宁高伟、朱晓华、 

米咏梅、罗春、张媛媛 
精瑞奖字〔2012〕09-002 号 

序号 奖励等级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3  优秀奖 
盛世神州房地产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神州房地产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张民耕、李万明、蔡汝雄、岳林、 

王战信、安东、杨广志 
精瑞奖字〔2012〕09-003 号 

10、产业创新奖 

序号 奖励等级 获奖项目 
所在

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证书编号 

1  
工业化绿色建筑

白金奖 

中粮万科长阳半岛 

工业化楼 
北京 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毛大庆、孔祥民、李建树、张芸、 

陈兰、刘国权 

精瑞奖字 

〔2012〕10-001 号 

1  金奖 中国居住生活方式研究 ——
 “中国居住生活方式研究”项目

课题组 

徐勇刚、刘东卫、曹彬、闫英俊、邵磊、 

朱恒源、包启挺、刘若光、李久太、 

王兴鹏、陶齐平、骆志刚、邱晨燕 

精瑞奖字 

〔2012〕10-002 号 

2  金奖 北科建长三角创新园 嘉兴 嘉兴创新园发展有限公司 曹邗、樊建伟、孙占宇、王会军、关丽敏 
精瑞奖字 

〔2012〕10-0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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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秀奖 

海南三道湾大区小镇新村

项目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

区（试点） 

保亭
海南三道湾大区小镇 

旅业有限公司 
王启春、张运军、王秀玉 

精瑞奖字 

〔2012〕10-004 号 

4  优秀奖 《建筑产品应用技术指南》 ——
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陈嘉川、张震、王伟、范三重、王新颖、 

尚建磊、王京勇、刘福明、 

罗文斌、魏素巍、唐新叶 

精瑞奖字 

〔2012〕10-005 号 

5  优秀奖 普乐门白领公寓（CBD 店） 北京
普乐门公寓投资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 
谢志刚、高立新、姚应勤 

精瑞奖字 

〔2012〕10-006 号 

6  优秀奖 苏州国际教育园（北区） 苏州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毛恩、李斌、贡明 
精瑞奖字 

〔2012〕10-007 号 

7  优秀奖 天府生态·健康城 成都 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 冯仑、李娜、张海星、林森、万凌、Adrin Smith
精瑞奖字 

〔2012〕10-008 号 

8  优秀奖 途家网（www.tujia.com） —— 途家网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罗军 
精瑞奖字 

〔2012〕10-0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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