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文件 
 

精瑞奖字〔2016〕5 号 

 

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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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浪总部科研楼”、“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文荟创意园”、“艾勒可环保

人造板烤漆技术”等 4 个项目第 13 届精瑞金奖；授予“北京银泰中心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浙江山水主题小镇”、“北京启明幼儿园威能采暖与新风

系统”、“协和资产·地铁置业私募房地产投资基金”、“世茂颐园活力俱乐

部”等 38 个项目第 13 届精瑞奖。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在北京举办颁奖典礼对

获奖项目的单位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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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等出版物与精瑞公开课等活动，让行业企业学习“未来理想社区的榜样”，

推动全行业可持续的进步，提升城市与人居建设的发展品质。 

附件：第 13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精瑞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2016 年 10 月 31 日 

  



第 13 届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一、精瑞金奖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6-AA03042 可持续社区 新浪总部科研楼 北京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张辉、曹友启、王惟、陈萌、 

孙佳、赵跃、彭刚 

2  2016-AB25091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 北京 

北京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许晓冬、程章、王伯荣、梁军成 

于新、聂亚飞、汪卉 

3  2016-CD01070 领先技术 艾勒可环保人造板烤漆技术 佛山 佛山宜可居新材料有限公司 伍明 

4  2016-DH01018 开发创新 文荟创意园 天津 天津京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崔学乔、隗丽、王健、曹山山 

李广、张昭瑞、张鹏伟 

 

二、精瑞奖 

（一）可持续社区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6-AA01040 可持续社区 广州富力·天海湾 广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宋光辉、王涛、张伟、陶汝君、潘

杰、黄意鑫、王炳二 

2  2016-AA05056 可持续社区 珠海横琴国际网球中心 珠海 

珠海华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POPULOUS Design Pty Ltd 

Andrew James、常飞、 

Jochem Veerman、Paul Foskett、

Joo Young Kim、Ron Van Sluijs、

ALMA Du Solier 

 

（二）可持续社区（建造阶段）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6-AB12049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中锐星悦湾名苑 苏州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 

2  2016-AB17058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华丽广场 武威 甘肃普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官宗报、林庆英、毛锴、常钟阳、

修树宽、裴宏宏、李珠峰 

3  2016-AB19072 可持续社区 哈尔滨万达茂 哈尔 哈尔滨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 雷霆、安毅、毕晓燕、李洪求、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建造阶段) 滨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汪涌、邓喜红、李毅 

4  2016-AB03020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华远·华中心三四期(长沙) 长沙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弗曦照明设计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盛晔、于水、朱虹、邓潘丽、 

隗松、余鑫 

5  2016-AB15053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南京当代万国城 MOMA 南京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贾岩、潘凤伟、臧一品、黄凯捷、

杜鹏、江明珉、费良斌 

6  2016-AB05024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北京建筑大学体育馆 北京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建筑大学 

高平、陈晓光、宋国齐、文辉、 

刘冬、胡晓维、宇文超琪 

7  2016-AB27095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北奥大厦改造工程 北京 

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筑设计研

究院 

王建、唐佳佳、李跃、金飞、 

孙惠敏、王昊、王义寰、赵冰 

8  2016-AB06026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广州市杨箕村旧城改造项目 广州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肖方毅、刘崧、万黎萍、刘小颖、

欧惠冰、陈雪云、袁凯 

9  2016-AB29101 可持续社区 通州运河核心区富力中心 北京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旭光、马少晗、王姝、褚成娟、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建造阶段) B01 项目 刘逖、张云辉、赵佳欣 

10  2016-AB24079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北大国际医院 北京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李立荣、员安阳、丁宁、范天科 

11  2016-AB18059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中锐星湖名邸 南京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花德甫、唐宁、任志祥、陈雷、 

陈杰、臧勇 

12  2016-AB04021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华远·枫悦(西安) 西安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麦田园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李根、王娜娜、李杨、穆泽军、 

刘彩、任忠 

13  2016-AB23078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岭秀城小区四期、五期 

张家

口 

张家口市凯博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怡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赵广庆、金立民、朱殿明、董娜、

郑传宁、邹慧明、石岚 

14  2016-AB20073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龙湖·天璞 北京 

北京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雷霆、靳天倚、王红、谢龙宝、 

李智、马茜、王高 

15  2016-AB06027 可持续社区 明中都皇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凤阳 安徽省凤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汤羽扬、刘昭祎、黄潇潇、姚广德、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建造阶段)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唐更生、袁媛、周景峰 

16  2016-AB11048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中锐琅石名筑 苏州 苏州中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钱建蓉、李斌、贡明 

17  2016-AB22077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 保定 

河北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安泰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保定华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赵建棠、高岩、刘春燕、史军玲、

赵尔乐、郭少江、崔洪涛 

18  2016-AB08028 

可持续社区 

(建造阶段) 

安徽滁州富力新城 滁州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夏宁、吴峰、李政伦、崔涛、 

刘雷、管乐、张博 

 

（三）技术产品类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6-CE01023 领先产品 

北京启明幼儿园威能 

采暖与新风系统 

北京 

威能(中国)供热制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德威巨欣科技有限公司 

聂中山、商昭鹏 

2  2016-CE05075 领先产品 蒙娜丽莎陶瓷艺术壁画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智强 



3  2016-CE03051 领先产品 恐龙壹号新风滤清系统 北京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贾岩、潘凤伟、邵兵华、庞丽娟 

4  2016-CE06076 领先产品 

国强五金塑料平开门 

五金系统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曹俊岚、高永杰、于书梁 

5  2016-CC01015 人居智能化创新 

北京森林公园南门站空调 

节能改造 EMC 项目 

北京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秦冰、常晟、张浩、邵嘉兴、 

张伟、黄建林、邢术强 

6  2016-CC07098 人居智能化创新 

甜园智能家居物联网 

平台解决方案 

北京 北京甜园科技有限公司 

杨东辉、张鹏寿、钱权、李凤树、

张俊峰、任婷婷、徐明雷 

7  2016-CC02016 人居智能化创新 移康人工智能门控系统 上海 移康智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张劲松、周军、蔡育生、舒艳祥、

邓文华、张焜翔、张振雄、朱鹏程 

8  2016-CC05057 人居智能化创新 

Master 智能建筑 

运维云平台 V1.0 

北京 北京中创慧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陈军、张强、徐鲤鸿、齐海平 

9  2016-CC06090 人居智能化创新 安恩达智慧园区(办公)平台 深圳 安恩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吴先琴、谢俊文、陶勇、申晓芳 

 

（四）创新实践类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6-DH02108 文旅创新 浙江山水主题小镇 嘉兴 山水文园集团 —— 

2  2016-DD04022 社区服务创新 华远·海蓝城(西安) 西安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圣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张雅卓、刘硕 

3  2016-DD05102 社区服务创新 世茂颐园活力俱乐部 北京 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 

4  2016-DD01011 社区服务创新 

中铁国际生态城·太阳谷 

国际康养生活社区 

贵阳 贵州黔中铁旅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尤予西、朱惠平、傅明 

5  2016-DD03013 社区服务创新 96018 金融街生活在线 北京 北京金融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葛辰星、闪玉薇 

6  2016-DD02012 社区服务创新 蜂邻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 上海蜂邻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雁恵、杨玥、徐亚峰 

7  2016-DF01014 金融服务创新 

协和资产·地铁置业 

私募房地产投资基金 

西安 陕西协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林帅、徐文涛、陈光 

8  2016-DF02094 金融服务创新 

北京银泰中心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 

北京 

中国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喜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韩学高、王萱、申文波、张梦婕、

周静雅、陈攀吉 



序 参评编码 参评方向 项目名称 城市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9  2016-DK01054 行业发展创新 

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 

评估体系 

北京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张晓彤、刘剑锋、陈健、何建清、

靳瑞冬、张亚斌、张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