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文件 
 

精瑞奖字〔2013〕6 号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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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授予金茂投资（长沙）有限公司申

报的“方兴梅溪湖绿建展示中心”、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

“万通绿色健康住宅示范项目”等 5个项目 2013年第十届精瑞奖金奖；

授予“常州·新城帝景”、“中锐·姑苏尚城”、“天庆·国际新

城”、“德思勤城市广场一期”等 83 个项目 2013 年第十届精瑞奖优秀

奖。 

 

附件：第十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                           第十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1. 绿色人居类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在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方兴梅溪湖绿建展示中心 长沙 金茂投资（长沙）有限公司 孙国栋、李嵘、侯维、陈豪、牛倩 

2 万通绿色健康住宅示范项目 北京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许立、胡樾、全厚志 

3 青岛中德生态园体验运营中心 青岛 
青岛新奥智能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周湘源、方振雷、李桂芝、曹泽新、吴俊、李志、

李小萌、邢海峰、张兰双、曹钢、许鑫 

4 房山区长阳镇 02-2-04 等地块居住项目 北京 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毛大庆、孔祥民、张芸、牛清德、李爱东、包杰、

田嘉萌 

5 太原万国城 MOM∧住宅区一期 太原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乔廷夫、谌伦军、茹万晔、李媛媛 

6 温泉镇 C07、C08 地块限价商品住房项目 北京 
北京宝晟住房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王聪、杨华、张集锋、孟华、曹敏、王悦、李思、

张希钊、张国金、杨东 

7 成都万科五龙山·九墅 成都 
成都万科新都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万都时代绿色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周萦妍、刘小东、杨茂坤、王高飞、吴爽、赵大源 

8 蓝海新港城一期 青岛 青岛蓝海新港城置业有限公司 姚世增、赵婷、杨可、张法刚、胡庆猛、于磊、李晓君 

9 葛洲坝·紫郡府 北京 
葛洲坝（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常海龙、何金钢、陈萍、朱海龄、杨敬华、张军洁、

陈建国、孙华敏、李松、王高 

10 常州·新城帝景 常州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汪源、马俊成、徐志鹏、张杰、贺峰、印梦文 

11 兴龙香玺海 秦皇岛 
秦皇岛兴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立芳、胡乐婷、刘晓钟、吴静、姜琳、王晨、孙

博远 

12 当代万国城北区 北京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音、乔廷夫、茹万晔、查玲 

13 中国水电·观府壹号 贵阳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贵阳）有限公司 陈邦、沈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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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与景观设计类 

2.1 规划设计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上海·新城香溢澜庭 上海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陈雷、邓伟、樊观杰、宗辉 

2 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一期 无锡 
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波城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徐刚、吴寅初、何桢、朱儁夫、谈松 

3 华远·海蓝城（西安）三期 西安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聂小东、张皓成、武鑫、张雅卓 

4 中锐·姑苏尚城 苏州 苏州中锐金汇置业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王震、肖贤能、顾高源 

5 金第梦想山一期 北京 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胡广元、张洪鸣、张天乐、贾利达、苏小芹、丁伟、许

明辉 

6 世居·金色蓝镇 汉中 汉中世居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禹世居、梁连松、刘向东、王琪、田雪兰、楚建华、于

治坡、杨华 

7 天庆·国际新城 兰州 甘肃天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韩庆 

8 大学城 U8-8-1/03 地块项目 重庆 
深圳市陈世民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漫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振琪、童怀彬、徐阳、陈世超、刘亮亮、周腾辉 

9 富力南昆山温泉养生谷 惠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梁晓玉、王永清、兰岚、张志宁、梁金胜、贾培

信 

10 大连金地艺境 大连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冀、许晓冬、王哲、关景文、毛家敏、野光明、聂亚

飞 

11 西咸立体城市项目 西安 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 
郝杰斌、刘克峰、李娜、程怡、唐晓青、周晓丽、张家

瑞 

12 洋世达·南滨特区 重庆 
重庆洋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陈世民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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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景观设计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富力·江湾新城 哈尔滨 富力（哈尔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辉、邹晖、任硕、牛洪涛、孙巍、李轶群、张博 

2 金第梦想山中心公园 北京 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胡广元、张洪鸣、张天乐、贾利达、苏小芹、丁伟、许

明辉 

3 湘潭市湖湘公园景观项目 湘潭 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 
何乐文、任宜婷、马南董、段艳宇、黄大龙、雷媛、莫

海波 

4 华远·海蓝城（西安）三期 西安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聂小东、张皓成、武鑫、张雅卓、代普明 

5 西安龙湖香醍国际 西安 

笛东联合（北京）规划设计顾问 

有限公司 

西安龙湖兴城置业有限公司 

袁松亭、李凤伟、万成学、卢宪瑞、任我飞、曹绍烨 

6 西双版纳野象雨林兰那寨、曼浓寨项目 西双版纳 
景洪协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潘沛 赵毅 靳天倚 王大宇 刘毅 杨生午 李向军 李卓 

7 苏州·新城石湖公馆 苏州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丁明芳、颜亮、郭卫卫、祖刚、汪骅、贺夏 

8 香河富力新城 香河 富力（香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楚、邹晖、马啟淳、潘冬梅、毛勇、李轶群、刘海莹 

 

 

 

3.建筑与室内设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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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建筑设计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西溪龙蛇嘴游客服务中心 杭州 
北京三磊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RhineScheme GmbH (德国莱茵之华有限公司) 

李江源、范黎、尹玉周、魏利金、安文娟、汪冰、杨轶

凡、Wolf Loebel、李然、Lukasz Piasta、张欣 

2 海碧台 秦皇岛 运亿置业（秦皇岛）有限公司 陈宏伟、薛源、张裔生 

3 万晟清华园 长春 长春万晟菁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丛军、李伟、李雪非、刘永宽、王磊、刘杨 

4 葫芦岛市龙湾中心商务区核心区（龙眼岛）体育中心 葫芦岛 
葫芦岛市龙湾中心商务区管委会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安毅、岳兵、徐曼、李洪求、何威、李松、关永立、李

敏、田仲鹏、贾妍 

5 金第梦想山接待中心 北京 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胡广元、张洪鸣、张天乐、贾利达、苏小芹、丁伟、许

明辉 

6 工业研发兼容文化创意产业项目 北京 
都市实践(北京)建筑设计咨询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王辉、韩为、吴文一、范兆楠、杨国莉、孙岩、逄曜宇 

7 新派白领公寓 北京 青年乐（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戈宏、Volker Kunst、王佳、、丛秀娟、王海滨 

8 巴彦淖尔市新区医院 巴彦淖尔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杨玉玲、格伦、田军、陈丕燕、李放、刘健、罗辉 

9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际学校 天津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武勇、杨金生、郝向孺、王伯荣 、姜传华、高阳、宋伟、

聂亚飞 

10 中国·洛带博客小镇 成都 
成都地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太建筑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付安平、李庭熙、叶波、郑昊、邱泉、梁玉荣、王毅 

11 中铁·西安中心 西安 
中铁置业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一江、高锋、朱健、王立伟、徐海鹏、张文广、林文 

12 石家庄华士达金融商务圈 石家庄 蔺科（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胡志亮、汪超 

13 富力·江湾新城 香河 富力（哈尔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辉、曹友启、王子文、夏宁、吴峰、崔涛、赵蔓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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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室内设计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锦州大酒店 锦州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杨琳、朱宁克、袁凯、杨威斌、何跃、宇文超琪、胡晓

维 

2 上海·新城香溢澜庭 上海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陈雷、邓伟、樊观杰、宗辉 

3 海碧台 秦皇岛 运亿置业（秦皇岛）有限公司 陈宏伟、薛源、张裔生 

4  丽江金茂君悦酒店 丽江 金茂（丽江）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姚微、赵德龙、周鑫、王震东、高瑞、张春华、刘德喜 

5 中建大观天下二期 潍坊 北京亚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姜涛 

6 华远·锦悦（西安） 西安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聂小东、李占国、武鑫、于水、李南、李根 

7 唐山金隅乐府 唐山 空间易家装饰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陈炜、李金大、王茜、林峰、于宁波、单镭、时光 

8 民族文化宫装修改造项目 北京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武林彬、范兆楠、陈明、李炜、邢海峰、赵文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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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色技术产品类 

 4.1绿色技术产品   

序

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3XRV 变频螺杆式冷水机组 开利空调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张朝辉、刘杰、孙国平 

2 海林城市太阳能热水系统 北京海林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李海清、赵晓春 

3 硅砂雨水收集净化储用系统 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秦升益、王振邦、贾屹海、马力、陈梅娟、马金奎、俞京 

4 德高无尘瓷砖胶 德高（广州）建材有限公司 
朴相林、万德钢、薛静、张泳东、刘少严、邓德安、董萍、梁

至柔、胡程、董峰亮、周碧平、何淑怡 

5 自保温结构一体化系统 山东创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刘伟华、罗淑湘、严建华、王培铭、王罗新、叶伟、张雪原 

6 太阳能集成房屋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曾雁、何建清、张广宇、张磊、鲁永飞、鞠晓磊、张鹏、曹颖、

赵希、王岩、张兰英 

7 建筑垃圾再生材料混凝土 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马雪英、杨欣、吴波玲、谢小元、薛艳、邢丽君、郑静 

8 “绿力士”光触媒空气净化涂料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宋中南、石云兴、张卫东、宋建荣、李艳稳、张涛、屈建 

9 防水高强磷石膏综合利用 北京力博特尔科技有限公司 刘勇军、何幼根、鄢戎西、王立明、黄杰 

10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公寓楼工程 
长沙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中辽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俞大有、王雅明、何磊、王安徽、邹峰 

11 聚氨酯保温装饰复合板 山东华德隆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魏振波、王希安、李军洲、 林建果、张岩磊、张丽艳、刘晓平 

12 沃特福Ⅰ型智能分质净水系统 九六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张伟斌、方纯正、苗春雨、方小雷、王艳龙、周玉宝、王强 



 

 8 

 4.1绿色技术产品   

序

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3 G-home 强力排烟系统在厨房中的应用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温建北 

14 大胃王家庭厨余垃圾处理器 厦门尚宇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梁兴斌、陈荣生、涂占岚、上官福旺、杨松龄 

 

 4.2人居智能化创新   

序

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绿城·深蓝中心智能化系统工程 
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新、刘伟联、徐志达、王玲、赖水琴、郑智忠、曾俊清 

2 丰台车辆段石家庄南检修车间综合运营管理平台 北京恒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思 

3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电控制系统 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 林咸和 

4 爱默尔能源及房态管理系统（8000 系列） 合肥爱默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健、赵志强、徐勤、郑楠、周雯、李郁、李寒松 

5 DataSER 数据服务中心 北京中创立方软件有限公司 陈军、许勇 

6 Techcon EEC 节能专家控制系统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徐珍喜、赵晓宇、赵晓波、陈凯、于长雨、张国辉、李刚 

7 石家庄华强广场智能化系统 北京恒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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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创新实践类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在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公共租赁住房标准设计研究暨《公共租赁住

房优秀设计方案汇编》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孙英、刘东卫、詹谊、褚波、朱茜、陈竞波、于磊、蒋

洪彪 

2 公共租赁住房功能组件设计研究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靳瑞冬、何建清、姜中天、张蔚、曹颖、王岩、李婕 

3 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区 十堰 中国瑞尔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朱曙东、吴朝闻、王雨清、李盈 

4 斋堂镇灵水举人村保护修缮项目 北京 北京中坤灵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辛睿 

5 德思勤城市广场一期 长沙 湖南德思勤投资有限公司 樊开儒、李京剑、刘永忠、葛曙光 

6 中锐·星尚城 徐州 徐州中锐建设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朱林、刘宏凌、朱勇 

7 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一期 无锡 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徐刚、吴寅初、王善武、何桢、喻专 

8 中国门窗博物馆 高碑店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魏贺东、杨育锡、杜娟 

9 老年生活方式及适老化设计研究  “中国居住生活方式研究”项目课题组 

刘东卫、张雪舟、刘若光、曹彬、邵磊、朱恒源、孙凤、

包启挺、王小龙、张颐、闫英俊、徐勇刚、陶齐平、骆

志刚、王兴鹏、邱晨燕 、陶炜、李豪骏 

10 路劲世界城 北京 北京路劲隽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闫月、商黎黎 

11 聚和敬华房地产投资母基金（FOF）  陕西协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杜宏、张媛媛 

12 北京嘉丰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