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文件 
 

精瑞奖字〔2017〕9 号 

 

第 14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入围公告 

第 14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已经结束。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条例》，国家科学技术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的规定，经

精瑞奖励委员会审核，现将第 14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入围项目名单在全联房

地产商会网站（www.chinahouse.info ）和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网站

（www.elitef.org）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 15 日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项目、参评单位、主要

完成人持有异议的，应以书面形式实名向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提出异议，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10-82191534 

E-mail：eliteaward@elitef.org 

附件：第 14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入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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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入围名单 

一、可持续社区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7AA04703 富力尚河家园（地块六）项目 秦皇岛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王宇航、刘燕宁、赖国伟、李竑恩、李腾、 

姜兆邦 

2 2017AA04802 湖州富力城 湖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曹友启、刘燕宁、张莹琛、张莉华、周玲玲、刘佳、 

刘海丽 

3 2017AA07106 中锐星奕湾花园 苏州 苏州中锐尚宏置业有限公司 王智勇、陈浩凡、司鹏、雷婧宜、李倩如、丁苏军 

4 2017AA11903 葛洲坝上海紫郡公馆 上海 葛洲坝唯逸（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良、秦晓武、刘彬、毛伟、钱浩、刘宇、褚伟 

5 2017AA12011 
丰台区花乡樊家村危改 6 号、

12 号、2 号（教育用地）项目 
北京 北京唯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萍、金辉、职艳、陈浩宇、刘文学、赵金保、刘磊 

6 2017AA15999 中北朗诗熙华府 杭州 杭州朗优置业有限公司 谢远建、陈军 

7 2017AA16205 朗诗人民路 8 号 苏州 苏州朗宏置业有限公司 杨振兴、李健、王聪、徐犇、桑爽、钱益民 

8 2017AA17799 天湖山色花园 惠州 
惠州市碧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永群、冀英、彭腾、杨御衡、刘欣悦、朱才天、 

王宇亮 

9 2017AA15206 Ideo Mobi RANGNAM 
泰国 

曼谷 

Ananda Development Public Company 

Limited 
—— 

10 2017AA15404 
亚昕晴空树集合住宅及饭店 

新建工程 

台湾 

新北市 
地桦营造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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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小镇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7CC17105 浙江山水主题小镇 嘉兴 山水文园投资集团 李辙、张晓梅 

2 2017CC13604 白石山温泉康养小镇 保定 河北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赵建棠、高岩、刘春燕、史军玲、赵尔乐、郭少江、 

崔洪涛 

3 2017CC18996 杭州跨贸小镇 杭州 杭州新天地集团有限公司 刘文东、徐天明 

三、设计专业单项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专业方向 主要完成人 

1 2017AB19499 
广联达信息大厦项目 

BIM 智慧运维应用 
北京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M 应用 

刘刚、曾立民、王雍、耿建华、童

心、周迎文、韩洁 

2 2017AB19598 

BIM 技术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在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院办公楼

中的应用 

北京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 应用 
李群、钱嘉宏、李庆平、高洋、 

王国建、贾冉、许霁玫 

3 2017AB05009 海南澄迈富力红树湾 澄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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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 

宋光辉、梁影君、李冬发、王妍姣、

叶晓春、黄铭坤、何婕 

4 2017AB06008 华远·西红世（北京） 北京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 张雅卓、王春光、徐悦、李倩 

5 2017AB06602 中国石林冰雪海洋世界 昆明 
云南冰海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 

安毅、王争、杨春艳、冷冬梅、 

刘晓杰、苏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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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专业方向 主要完成人 

6 2017AB09699 舟山中交南山美庐 上海 
中交地产舟山有限公司 

上海成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 

李杰、李杜渊、周冬、孙大力、 

高京龙、吴军、郭川 

7 2017AB09897 旭辉沈阳东樾城 沈阳 

沈阳辉明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 
关景文、杨德利、张爽、刘兰婷、 

李真真、徐萍、郭文祥 

8 2017AA05306 南沙·富力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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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 

张伟、聂磊、张玉蓉、刘雁妮、杨

洋、潘杰、龙永盛 

9 2017AB05207 珠海富力优派广场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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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设计 

唐雅男、陈勇、刘小颖、骆旻、 

杨湛章、吴剑玲 

10 2017AB06503 南宁·万达茂 南宁 
南宁万达茂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安毅、赵凌、孙伟立、谢龙宝、邓喜

红、郑甲、庞灵章 

11 2017AB06999 中锐·星公元 无锡 
无锡中锐华科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日清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 
建筑设计 孙伟厚、高文池、朱兰 

12 2017AB07007 中锐·滨湖尚城 武汉 
武汉中锐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花德甫、张浩、王迪、鄢凯、刘健 

13 2017AB09798 中关村软件园 北京 

北京尚东嘉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赖军、李冀、王哲、野光明、于芮、

周波、王新亚 

14 2017AB15107 自空间 CBD 写字园 北京 创立方惠众（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姚升中 

15 2017AB17303 碧桂园·总部新翼广场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李焕端、李瑛、郑伟锋、肖鸿章、 

陈伟佳、刘亚军、郑华 

16 2017AB04406 V7 荷塘月色 北京 石榴集团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 
郭庆春、车晶晶、孙晔、刘杰、 

曹晓辉、冯春旋、姜盼 

17 2017AB05801 华远·雲和墅（广州） 广州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 

张雅卓、李根、利征、伍蕴华、 

陈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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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专业方向 主要完成人 

18 2017AB14405 北京房山中粮京西祥云 北京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稻香四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 史建亮、贺颖、安树英 

19 2017AB14504 宁波上湖城章 宁波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明湖置业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 

吴静、郭文才、邢增伟、彭凡安、 

吴迪 

20 2017AB06206 华远·裘马四季（北京） 北京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盘石典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室内设计 

李永杰、朱清永、刘超敏、王健、 

高文博、赵磊、赵健媛 

四、技术产品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7AC05405 沈阳工学院威能采暖系统 沈阳 
威能（中国）供热制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登科商贸有限公司 
田晓光、李涛、聂中山、刘士第、王存鑫 

2 2017AC13901 晨阳建筑外墙反射隔热涂料 ——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胡中源、董立志、程璐 

3 2017AC02111 地尔水疗马桶 —— 地尔肠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石华山、罗勇、林卫文、李泽文、叶骏洪、何竞波 

4 2017AD14009 安恩达智慧家居系统 —— 安恩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吴先琴、曹勇、申晓芳 

5 2017AC12209 蓝得 T 型 LED 灯管 —— 北京欣天和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唐丹天 

6 2017AC04307 
国电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汽

轮机组余热利用供热改造项目 
吉林 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伟、张玉中、李子超、胡卫伟、张大明、林伟雄、 

于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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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7 2017AC10310 Yale®️智能开启系统 ——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高鹏刚、朱平、李茂阁、张倩、张超、宋帅 

五、创新实践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7AA04604 通州富力广场 北京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曹友启、李善科、徐岚、刘逖、施秀琴、严开涛 

2 2017AE04505 石榴中心 北京 
石榴集团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竹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毛桂华、麻星星 

3 2017AE18103 好租网 —— 北京好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曲先洋 

4 2017BC07304 福建省泉州江南老年颐乐园 泉州 福建省泉州江南老年颐乐园 丁纯纯 

5 2017AE15008 新派公寓权益型类 REITs —— 青年乐（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戈宏、刘莹莹、邰志峰、刘念 

6 2017AE06305 
当代置业能源系统 

中央管控云平台 
——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柳明一、亓洪波、贾岩、尚金光、胡立强、李月萍、 

潘凤伟 

7 2017AE13406 城镇住宅建筑信息分类体系 ——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何建清、张亚斌、赵希、曹颖、梁进、刘玉身、翟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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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享办公 

（一）共享办公运营品牌 

序号 参评编码 运营品牌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7DD02210 梦想加空间 北京梦想加科技有限公司 王晓鲁、李文磊、温梦飞 

2 2017DD12704 星库空间 星库空间（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白羽、刘铮、李青、张旭 

3 2017DD12803 纳什空间 纳什空间创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张剑、陈亮、李鹏、杨阔、史志隽 

4 2017DD13208 岛里 成都侠客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宏波、杜恒、张汝冰、郭楠 

5 2017DD17898 优客工场 优客工场（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毛大庆、张鹏 

6 2017DD11408 无界空间 合作共创（北京）办公服务有限公司 万柳朔、韩昕锜 

（二）共享办公社区 

序号 参评编码 社区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7 2017DD00113 Walnut 联合办公空间三泰店 成都 成都合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HANG DIHAO、都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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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评编码 社区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8 2017DD01607 零秒空间－恒通中心 北京 北京京东方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璐 

9 2017DD14702 安快创业谷亦庄谷 北京 北京安快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海峰 

10 2017DD14900 Distrii 办伴-苏河水岸空间 上海 上海办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胡京、杨磊、吴嘉庆、陈克明 

11 2017DE04109 氪空间上海徐家汇社区 上海 氪空间（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钟澍、刘成城 

12 2017DE07502 燕京里·延静里店 北京 北京云创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侯正华、王硕、付阳、苏京萌、李天昱、王洋、曹鸥 

13 2017DE07700 倍格上海中山公园店·倍格老船坞 上海 上海蓝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周贺、黄剑岸、王磊 

14 2017DE17997 中海 Officezip·成都中海国际中心 成都 中海商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李雪瑞、陈虹羽、马海俊、王瀚 杨峻森、张建、张岚

怡 

15 2017DE18897 P2·团结湖音乐空间 北京 霹兔（上海）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郑健灵 

16 2017DF01103 创业公社·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园 北京 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循序、董玉风、马兵、宋超、肖逸飞 

17 2017DF19301 众舍空间·三里屯店 北京 众舍空间（北京）投资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秦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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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租公寓 

（一）长租公寓运营品牌 

序号 参评编码 运营品牌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7EG01508 创业公社·37 度公寓 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循序、董玉风、马兵、王旭、刘琦玮、高昕玥、 

王法运 

2 2017EG02606 水滴管家 上海爱当家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冯玉光 

3 2017EE18005 N+公寓 保利商业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肖徐哲、姚志鹏 

4 2017EE00608 蛋壳公寓 紫梧桐（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靖 

5 2017EE00509 摩码公寓 第一摩码公寓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黄剑岸 

6 2017EE02804 青客公寓 上海青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光杰 

（二）长租公寓社区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7 2017EF19004 朗诗寓上海北苏河湾店 上海 
上海朗诗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智俊、林元培 



 

 10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8 2017EF03803 窝趣广州东晓南地铁站轻社区 广州 广州窝趣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刘辉，杨稷，胡炜，万闻，王观亮，方彩霞，叶佐俭 

9 2017EF01904 乐乎城市青年社区 北京 北京乐乎公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崔少博 

八、全装修项目 

序号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7QA09203 苏州狮山当代 MOMA 苏州 

苏州当代摩码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零次方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装饰有限公司 

朱海荣、仲康、王可畏、张栋均 

2 2017QA10112 北京金茂逸墅 北京 北京方兴葛洲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侯守超、赵德龙、张鑫、陈兆允、齐志刚、陈超 

3 2017QA08303 南京朗诗熙华府 南京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谈星耀、姜泽霖 

4 2017QA10013 长沙金茂府 长沙 长沙金茂梅溪湖国际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何永生、苑博、谢祖圆、钱罡、邹蓉、冯礼、唐顺启 

5 2017QA10706 天恒金融街公园懿府(北京)  北京 
北京金天恒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罗威、李仲 

6 2017QC09302 空空旅行.云水谣客栈 丽江 空空创想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赵志强、秦义凯 

7 2017QB08204 朗诗寓上海北苏河湾店 上海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朗诗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智俊、林元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