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文件 
 

精瑞奖字〔2014〕4 号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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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信广厦模块建筑体系在镇江港南路公租房小区的应用”项目第 11届精瑞白

金奖；授予“有明房地产集成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Elite国际

不动产投资基金”、“大唐西市遗址改造项目”等 5个项目第 11届精瑞金奖；

授予“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标准化体系”、“万科云”、“碧桂园总

部大楼”、“华中·国宅华园（沧州肃宁）”等 76个项目第 11届精瑞奖。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在北京举办颁奖典礼，

向获奖单位颁发奖牌、证书、奖章，向白金奖获得单位颁发 50 万元奖金，

向各金奖获得单位分别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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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获奖项目的考察与学习，推

动全行业树立科学理念，制定科学规划，做到现代中有传承、规范中有灵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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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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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一、精瑞白金奖 

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所在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最佳产业创新实践 D0202052 
威信模块建筑体系 

在镇江港南路公租房小区的应用 
镇江 镇江威信广厦模块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Pat Stack、严国平、Damien Feiriteur、

David Hyland、李海蓉（Hairong Aherne)、

诺尔·埃亨（Noel Aherne) 

二、精瑞金奖（依奖励编码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所在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最佳人居商业范例 A0305065 长沙金茂广场 长沙 长沙金茂梅溪湖国际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王蔚、杨瑞峰、彭岩、苑博、 

唐晓书、谢强、陈昂、张勇 

2 最佳建筑文化 B0106133 大唐西市遗址改造项目 西安 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 
王少斌、李中航、崔留柱、 

赵学民、胡骏懿 

3 最优建筑设计 B0311086 杭州良渚七贤郡 杭州 浙江万科南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仲翔、方治国、任传松、 

方海峰、陈丽 

4 最佳金融创新实践 D0103243 Elite 国际不动产投资基金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美中房地产投资中心 

北京喜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文光、欧阳军、王有明、 

王瑜、陈曦、酆峰、周楠 

5 最佳管理创新实践 D0502107 
有明房地产集成一体化 

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 
—— 北京有明吉博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沈玉珍、陈向东、谭云杰、 

李兴流、温明勇、邢刚、李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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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瑞奖 （依奖励编码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奖励方向 奖励编码 获奖项目 所在城市 获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01028 宁波南塘·金茂府 宁波 方兴地产（宁波）有限公司 
林忠海、朱圣圣、许行、 

吴晓炜、贾宇 

2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07045 当代万国城ΜΟΜΛ（长沙）三期 长沙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当代置业（湖南）有限公司 

新动力（北京）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贾岩、潘凤伟、刘娟、林厚亮、 

王建民、刘静月、王增嵎、殷峻岩 

3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09074 姑苏金茂府一期 苏州 方兴地产（苏州）有限公司 
王蔚、左建波、刘峰、 

陈永、刘久高、万振方、蒋鹏 

4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10077 龙湖·双珑原著 北京 

北京通瑞万华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五衡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邓健、李婷婷、杨华、 

张集锋、谢国杰、童军杰 

5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13090 富力津门湖清溪花园三期 天津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天津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崔德欣、周军、王宗楠、 

李云、杨柳、赵子健、刘洋 

6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15096 
海南富力红树湾“33 棵墅” 

红树林木屋区 
海口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关键、梁影君、翁永蔚、 

黄铭坤、梁晓玉、古宇轩、李洪辉 

7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16108 金域东郡 北京 
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胡广元、张洪鸣、张天乐、 

苏小芹、朱志军、张贵祥、许明辉 

8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17118 昆山低碳主题公园 A1 地块住宅 苏州 

昆山中节能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中节能绿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成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朱叔恒、蒋洪燕、陆正刚、 

徐东升、张高锋、李杰、殷春美 

9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21148 华中·国宅华园（沧州肃宁） 沧州 河北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赵建棠、刘春燕、王岩、 

刘颖、刘兰欣、马亚锋、薛峰 

10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24170 松江颐景园 上海 
上海唯景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上海盛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宗婕、张良、尤钧、 

王家诚、屈国明、周中生、俞峰 

11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25172 华宇城 四平 吉林省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吴昊涛、王立新、刘桂香、郝鑫 

12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26175 吴中北国之春 A 区 长春 长春吴中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陆为汉、王瑞、任良、 

李恭学、管清松、韩旭楠、刘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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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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完成人 

13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28194 绿景逸苑 张家口 河北广益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马忠山、马继斌、李永贵、 

张为众、郝卫民、赵宝芹、闫亚利 

14 最佳人居住区范例 A0131204 万科峯境 广州 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杨凯、朱峰、马星、 

梁健林、黄蔚、程国炎、陈芷君 

15 最佳人居旅游范例 A0201030 厦门灵玲国际马戏城 厦门 
厦门灵玲演艺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太建筑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姚强、黄伟庆、赵其清、 

崔永芬、张少泉、付正根、曹周建 

16 最佳人居商业范例 A0301003 住总万科广场 北京 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荀涛、白宇、刘志超、 

田涛、岳丽婕、康琳 

17 最佳人居商业范例 A0306102 通州万达广场 A、B 区项目 北京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万方置业有限公司 

李文革、高峥、刘庆江、 

杨春丽、姚海兵、刘晓杰 

18 最佳养老养生范例 A0402100 合众人寿沈阳泗水养老养生综合体 沈阳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任明、袁元、吴冰、姜南、 

于燕华、关永立、龚丽娟、王高 

19 最佳人居写字楼范例 A0604157 华邦 ICC 合肥 合肥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徐祖文、倪有琪 

20 最佳人居写字楼范例 A0605218 南丰汇环球展贸中心 广州 广州市展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尹德辉 

21 最佳人居写字楼范例 A0606228 碧桂园总部大楼 佛山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焕端、汝俊峰、孙军锋、 

区启健、吴智慨、张凯、邓青云 

22 最佳人居酒店范例 A0702020 华远·华中心（长沙）君悦酒店 长沙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刘书轶、聂小东、白芳、 

李文柱、盛晔、吴瑛、陈婷 

23 最优建筑文化 B0102059 高平市炎帝陵修复保护工程 晋城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杨玉玲、李春营、张璇、 

孙树清、范文辉、刘冬、湛禹 

24 最优规划设计 B0201015 华远·好天地（北京铭悦） 北京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刘书轶、聂小东、杨光、 

王磊、陶建平、顾宇、郭琳 

25 最优规划设计 B0202016 华远·华中心（北京） 北京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刘书轶、聂小东、郑嵘、 

管鹏、陶建平、于水、王春光 

26 最优规划设计 B0206063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总体规划 
北京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彭伟、孟晗、郭海霞、 

闫美成、刘鑫、孙韬、王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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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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完成人 

27 最优规划设计 B0209081 富力运河十号 北京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富力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辉、曹友启、夏宁、 

刘燕宁、崔伟、李正伦、杨雪松 

28 最优规划设计 B0214103 远洋天著 北京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远洋地产北京远盛置业有限公司 

陈奕鹏、徐曼、欧亚杰、  

郝雅洁、徐艳辉、何威、龚莉娟 

29 最优规划设计 B0223210 万科云 广州 

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马达思班建筑设计事务所 

杨凯、陈洋、徐慧琼、 

张健蘅、郑敏明、张东秀、何嘉莹 

30 最优规划设计 B0224226 张家界碧桂园 张家界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焕端、司徒东莹、蔡琦、 

施婷、张鹏利、龙建锋、薛强 

31 最优规划设计 B0225238 星公元名邸 苏州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 

32 最优规划设计 B0226242 沅林名人砚 台湾台中 沅林建设有限公司 —— 

33 最优建筑设计 B0304031 苏州高新区规划展示馆 苏州 BDP 百殿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Stephen Gillham、 

Jeremy Farrington、王涛 

34 最优建筑设计 B0306054 西红门体育公园 北京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赖军、龚欣、张璇、 

王伯荣、聂亚飞、史艳玲、尚宝明 

35 最优建筑设计 B0307056 金地天津国际广场 天津 
金地(集团)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天羿、赵晖、王哲、 

周波、李志军 

36 最优建筑设计 B0315101 鸿坤·林语墅 北京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金旭阳、张俊杰、刘召、 

贾金华、张申全、张小驰、谢芳 

37 最优建筑设计 B0317113 富力唐宁花园 广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永峰、刘小颖、聂磊、 

庞永昌、张文炫、戴欣怡、陈雪云 

38 最优建筑设计 B0319121 曲江公馆·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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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建民、李恒德、 

管清贤、余立、张兵、刘喜 

39 最优建筑设计 B0320127 大唐西市博物馆 西安 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 王少斌、赵学民、胡骏懿、李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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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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完成人 

40 最优建筑设计 B0325167 桂林阳朔丽水铂尔曼温泉度假酒店 桂林 
深圳市陈世民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陈世民、罗涛、李锦、 

林敏新、林舜乾、李光辉 

41 最优建筑设计 B0331187 
奥特莱斯海南旗舰中心 

现代服务产业住宅二期 
万宁 

蔺科（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海南奥特莱斯置业有限公司 

尹臻、王成龙、苏乐、 

Michael Robin、高明珠、韦韩永、汪超 

42 最优建筑设计 B0333189 华氏达盛世春天 雅安 
蔺科（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河北天地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胡志亮、武文博、苏乐、 

高明珠、赵刚、李志勇、娄玺明 

43 最优建筑设计 B0337203 广州万科峯汇 广州 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杨凯、陈洋、麦小波、 

施亮、冼剑雄、关颖相、陈军 

44 最优室内设计 B0402022 华远·华中心（长沙）三四期 长沙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刘书轶、聂小东、白芳、 

李文柱、盛晔、李南、于水 

45 最优室内设计 B0405061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新建医院 
巴彦淖尔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格伦、杨玉玲、袁凯、 

黄潇潇、王波、牛海涛、王一川 

46 最优室内设计 B0409233 润泽庄苑别墅及会所 北京 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廖鸿、李精、罗睿、 

方彩祥、戴书伟、曾永夫 

47 最优景观设计 B0501014 华远·澜悦（北京） 北京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刘书轶、聂小东、陶建平、 

郑晓晶、郑雅妮、胡旭红 

48 最优景观设计 B0505075 天宫寺塔公园二期 唐山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中冶万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池勇、王旭、周珂玮、 

何筱蓉、逄曜宇、吴孟、邵秋艳 

49 最优景观设计 B0507080 吉林龙城帝景一期 吉林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昌信回龙园别墅有限公司 

李翰墨、周珂玮、米召、 

谭琼、王可东、张剑、左海倩 

50 领先人居技术 C0103023 EVE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体系 —— 北京珠穆朗玛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张英保、廖丽英、张裕照 

51 领先人居技术 C0115241 
纳米涂层透明遮阳技术 

研究及应用 
—— 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韩克、李庆华、罗淑湘、 

赵石林、宁店坡、王金勇、林文添 

52 领先人居产品 C0201001 厨下式电解水机 HG-601Y3 —— 北京豪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欣、杨冬、刘玉伟、全一斯 

53 领先人居产品 C0212168 
JOYOU 中宇卫浴 

微波感应自动小便器 
—— 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周枝广、冯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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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领先人居产品 C0214193 倍适预制轻薄型热水辐射供暖板 —— 倍适（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伍刚、蒋建达 

55 领先人居产品 C0216200 
和怡多光源 LED 

光路合成技术产品 
—— 北京欣天和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唐丹天 

56 领先人居产品 C0220246 国强铝合金微通风窗用五金系统 —— 山东国强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李敬芳、王宝栓、孙继超、 

杨尚华、宋兴祥、曹磊、李哓娟 

57 人居智能化创新 C0301007 安恩达智慧社区服务与管理平台 —— 深圳市安恩达科技有限公司 
吴先琴、申晓芳、曹勇、 

徐安宁、丁新 

58 人居智能化创新 C0303011 
江苏电信能耗管理 

决策分析云服务平台 
——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冒兵、余跃、张永民、 

李卫、任杰、张坤、夏仲钟 

59 人居智能化创新 C0304012 望京 SOHO 3D 能效管理平台 北京 
北京博锐尚格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OHO 中国有限公司 

江江、王鑫、王巍、顾曦、 

徐瑶、黄虹宇、欧阳润泽、谢邦杰 

60 人居智能化创新 C0308029 
移康无线可视 

智能家居云安防系统 
—— 移康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朱鹏程、张振雄、朱林清 

61 人居智能化创新 C0315151 
马鞍山安粮城市广场 

智能化系统工程 
马鞍山 马鞍山安粮地产有限公司 王守东 

62 最佳金融创新实践 D0102138 聚骋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 —— 陕西协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何振兵、林帅、侯妙丽 

63 最佳金融创新实践 D0103249 中锐地产反向收购实现新加坡上市 ——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戴俊凯、茹雯燕、刘如彬 

64 最佳产业创新实践 D0201026 
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管理标准化体系 
—— 

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杨家骥、李颖萍、何建清、文林峰、 

娄乃琳、李斯文、张岳、赵希 

65 最佳产业创新实践 D0206143 朗诗布鲁克被动房 湖州 
上海朗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长兴朗诗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王林华、段翔、刘轶晨、 

渠敬平、高勤锋、汪静、张志斌 

66 最佳产业创新实践 D0211219 德惠住邦·万晟广场 长春 吉林万帮置业有限公司 
韩震山、林铁、梁庆民、 

李淑芬、纪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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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最佳产业创新实践 D0213235 中欧节能门窗产业园 潍坊 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马俊清 

68 最佳产业创新实践 D0214248 万德·智汇中心 北京 北京嘉丰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珲 

69 最佳营销创新实践 D0303141 中国家庭居住生活价值观研究 —— 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刘东卫、曹彬、邵磊、  

朱恒源、孙凤、徐勇刚、包启挺 

70 最佳营销创新实践 D0304161 
基于移动互联的中国地产 

O2O 营销创新模式 
—— 深圳市房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段毅、李建成、曾熙 

71 最佳营销创新实践 D0305181 “选址通”电商平台 —— 北京南丰兴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凯、周广鑫 

72 最佳营销创新实践 D0306239 星公元名邸 苏州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 

73 最佳服务创新实践 D0401244 中国门窗幕墙行业交易服务平台  大猫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李毅、梁雪林、马磊、李立杰 

74 最佳管理创新实践 D0503195 北京城建数字化信息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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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辰 

75 最佳开发创新实践 D0506224 路劲·御景城 济南 济南顺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邦宾、席平均、甄向南、 

林俊华、徐玉章、张成海、张广民 

76 最佳开发创新实践 D0507250 北京金海湖旅游度假区 北京 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海、邓延昀、王晓东、陈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