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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届精瑞人居奖入围名单 

一、运营品牌 

序 参评编码 品牌名称 参评单位 核心团队 

1 EHA2018D030419 星库空间 星库空间（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白羽、贺昕楠、张旭、刘铮、李青、仲欣欣、马伊鸣 

2 EHA2018D050831 Distrii 办伴 上海办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胡京、杨磊、吴嘉庆、陈克明 

3 EHA2018D081035 OFFICEZIP 中海地产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唐安琪、李雪瑞、陈虹羽、于俊青、谭皓文、马海俊、廖梦莎 

4 EHA2018D091467 氪空间 氪空间（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成城 

5 EHA2018D101537 首开寸草 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贾金凤、周敏、廉洁、李青、覃庆妹、于金秀、公庆阁 

6 EHA2018D111699 新派公寓 青年乐（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戈宏、魏思祎、孙嘉伟、蔡蕾蕾、胥林 

7 EHA2018D122435 华宇幸福汇 吉林省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赵洪新、原帅、于勇 

8 EHA2018D13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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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HA2018D142596 旭辉领寓 上海领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张爱华 

10 EHA2018D152621  怡园长者公寓 青岛万科长者公寓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于永玲、陈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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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好社区 

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EHA2018A040319 大西南·富力中心 A7、B11 栋 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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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华、刘崧、李波、张玉蓉、陈雪、邓燕虹、张斯栋 

2 EHA2018A050336 通州万国城 ΜΟΜΛ 北京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鹏、孙帆、韩飞宇、李坚、李慧光、贾岩、何伟 

3 EHA2018A080513 中锐·星公元 无锡 无锡中锐华科置业有限公司 徐晓刚、高文池、吕宁 

4 EHA2018A090521 中锐尚城印象 宣城 宣城市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高慧 

5 EHA2018A100538 迈科中心 西安 西安迈科商业中心有限公司 何昕 

6 EHA2018A120761 燕京里长租公寓 北京 北京云创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侯正华、王硕、付阳、曹鸥、王洋、熊伟 

7 EHA2018A140886 安快创业谷望京空间 北京 北京安快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海峰 

8 EHA2018A150911 烟台富力湾 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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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峰、杨承涵、李万达、刘超、王连玉、董一朗、王淞 

9 EHA2018A160974 杭州乐府 杭州 杭州朗平置业有限公司 李刚、郭宏光、胡楠、薛晓霞、王博、许艳梅 

10 EHA2018A170982 朗诗·成都熙华府 成都 寰安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叶永宁、陈晓彦、杨超、秦正军、冯硕、许海华、覃虹 

11 EHA2018A180990 朗泓园 天津 中福颐养（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周宇恒、周翔、秦枫、贾萍、邹小红、刘冰洋、蓝健玮 

12 EHA2018A221354 侠客岛里成都航天岛 成都 成都侠客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宏波、张汝冰 

13 EHA2018A351783 深圳龙华金茂府 深圳 深圳悦茂置业有限公司 
赵武超、许然东、曹勉、余文彬、乐荣宇、李颖惠、杨运

湘 

14 EHA2018A361809 天河金茂广场 广州 广州启创置业有限公司 李惠玲、黄志明、陈夏、肖同、康俊坚、何国财、曹爱思 

15 EHA2018A371853 碧家国际社区大宁公园项目 上海 碧桂园沪苏区域 许海飞、曹光华、李召龙、朱孟、薛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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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16 EHA2018A381942 亨特碧桂园·云涧溪山 贵阳 贵阳亨特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杨中安 

17 EHA2018A412019 中铁阅山湖 贵阳 中铁置业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王成平 

18 EHA2018A462096 呼和浩特亿利生态城 
呼和

浩特 
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宗昆、马超群 

19 EHA2018A482120 恒泰阿奎利亚 合肥 安徽省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陈夕保、邸维山、胡木子、越玮玮 

20 EHA2018A512162 重庆新城·玺樾九里 重庆 新城控股集团 许涛、袁娟、胡立栋、黄犁、张润舟、刘珍、黄强 

21 EHA2018A532421 华恒·南山公馆 长春 吉林省华恒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黄大勇、王世武 

22 EHA2018A542448 中海·龙玺 长春 长春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徐峰、王志永、张惠卓、王微、李岩、王鹤、李鹏 

23 EHA2018A582507 万科柏翠园 长春 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镜尧 

三、人居设计 

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参评方向 

1 EHA2018B050237 华远·华时代（长沙） 长沙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梁黄顾建筑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顾宇、钟智浩、黄聪、唐果、 

赵波、李南、姚轶文 
建筑文化 

2 EHA2018B250929 
军庄小城镇示范区项目小镇 

客厅、禅修院及入口大门 
北京 

北京国万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任丽萍、张志强、林然、于峻萱、 

王强、孙宝红、刘庆江 
建筑文化 

3 EHA2018B070271 贵州云栖谷双龙镇 贵阳 
北京东方华太建筑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中鼎云栖置业有限公司 

付安平、李庭熙、郑昊、邱泉、 

梁玉荣、刘飞、范胜春 
规划设计 

4 EHA2018B190773 当代·九华山莲花小镇 九华山 
安徽当代九开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日清建筑设计事务所 

涂礼军、魏世兴、王起、盛进、 

宋照青、熊星、林琼华 
规划设计 

5 EHA2018B230895 石家庄富力广场 石家庄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曹友启、吴峰、张岩、李万达、 

陈进、步春峰、刘海丽 
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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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参评方向 

6 EHA2018B240901 富力·沈阳国际金融中心 沈阳 
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王宇航、吴峰、杨承涵、刘超、 

韩会锋、李晓梅、李志超 
规划设计 

7 EHA2018B100321 
龙门富力南昆山温泉养生谷 

希尔顿酒店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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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清、徐俊龙、戴佳蔚、吴优、 

张琪、黄赞科、何永耀 
建筑设计 

8 EHA2018B120384 湖州市吴兴区文体中心 湖州 蔺科（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商宏、尹臻、朱晨、王田田、 

梁锦霞、赵刚、李志勇 
建筑设计 

9 EHA2018B270945 太阳宫百盛改造项目 北京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郭讯、毕晓燕、马秋妍、罗瑞福、 

李海阔、张攀明、赵航 
建筑设计 

10 EHA2018B351314 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 武汉 北京联合维思平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钢、陈凌、谭善隆 建筑设计 

11 EHA2018B371330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 杭州 维思平联合国际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吴钢、陈凌、曲克明 建筑设计 

12 EHA2018B421497 三盛·南沙里 舟山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徐新峰、陆园园 建筑设计 

13 EHA2018B441639 
逸和源·杭州千岛湖 

疗（康）养中心 
杭州 逸和源·杭州千岛湖疗（康）养中心 

汝才良、汝捷、费海金、屠加加、 

朱卫国、吴效耘 
建筑设计 

14 EHA2018B531828 临湘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 岳阳 山隐悦界（北京）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郭明 建筑设计 

15 EHA2018B030211 华远·春风度（重庆） 重庆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纬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张雅卓、孙鹏飞、牛峰峰、谭国华、 

杨冉、张黎、杨洋 
园林景观设计 

16 EHA2018B210798 当代苏洲府ΜΟΜΛ 苏州 苏州当代绿色置业有限公司 
韩飞宇、王宇星、张志祥、卢玉婷、 

许雄、尤华一、姜海龙 
园林景观设计 

17 EHA2018B401426 当代通州万国城ΜΟΜΛ 北京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孙帆、韩飞宇、李慧光、王宇星、 

王大鹏、孙虎、刘宋敏 
园林景观设计 

18 EHA2018B411470 安澜酒店 秦皇岛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石可 园林景观设计 

19 EHA2018B551844 金茂青岛中欧国际城 A2 地块 青岛 

青岛方盛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精文绿化艺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亚男、韩丽、李晓君、侯政、 

韩光学、杨君龙、安清龙 
园林景观设计 

20 EHA2018B010033 朗诗寓无锡华庄店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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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军、刘崎 室内设计 

21 EHA2018B150434 鹿湖温泉假日酒店 梅州 广东建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文健 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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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参评方向 

22 EHA2018B160442 观心山居禅文化精品酒店 佛山 
广东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张宁、刘兴业、李璇、许土华、 

李锦宁、周紫俊、肖嘉卉 
室内设计 

23 EHA2018B581869 成都武侯金茂府 成都 

成都隆中策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糖果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成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马骐、鲍震宇、李力、李杰、 

吴雪艳、吴彦彬 
室内设计 

24 EHA2018B602137 北京 MARK 印寓 北京 
广东菲立日盛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映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杨璐、陈明 室内设计 

四、人居创新 

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EHA2018E010268 云征收全流程征收服务 — 深圳华云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勇军、谢欣、周旋、周从全、杨洋、陈有源、朱首文 

2 EHA2018E030509 中锐招商·星未来 杭州 苏州中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黄慕贤 

3 EHA2018E061343 顺德新能源汽车小镇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车创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焕端、涂劲鹏、尹轶兵、胡镇宁、刘临西、方晓航、周颍恒 

4 EHA2018E141759 旭辉集团三代同住适老产品 —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岩、王璇 

5 EHA2018E162053 浙江山水主题小镇 嘉兴 山水文园投资集团 李辙、张晓梅 

五、人居部品 

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EHA2018C010349 
华都中心项目之办公楼弱电供应 

及安装分包工程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于洋、杨柳、吴涛、佟庆彬、彭显铜、李洪杰、张聪 

2 EHA2018C030734 特灵聚氨酯泡沫填缝剂 广东特灵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彭斌、叶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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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3 EHA2018C040823 耶鲁提升推拉门五金系统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靳晓波、顾新松、李国庆、宋帅、王海燕、张德伟 

4 EHA2018C050840 君和睿通智能社区智能产品 
君和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黄鹏、梁磊铿、童巧平 

5 EHA2018C131985 安泰无甲醛强力免钉胶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潘守伟、陈权、曹芳利 

6 EHA2018C152531 苏州有巢氏整装卫浴 苏州有巢氏系统卫浴有限公司 李长虹 

六、人居创意作品 

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EHA2018B381384 域境创意纸筒家具 北京维拓文创科技有限公司 王大宇、孟繁竞、张亚辉、李健、王雪娇、于霄、范俊峰 

2 EHA2018B451700 ruralscape《繁素》日记本 北京墨臣尚域文化有限公司 许丹 

3 EHA2018B561997 月月香伴香盒 山隐（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陈旭亮、徐建 

4 EHA2018B572003 《猪福 365》2019 猪年生肖日历 北京生肖有礼文化艺术中心（有限合伙） 武世宁、陈旭亮、付业波、逄先夏 

5 EHA2018B582066 哈木 12 生肖创意儿童椅 北京九色森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旭光 

6 EHA2018B592100 COSTAT 客厅系列家具 好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TONi 

七、全装修项目 

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EHA2018F521225 金地华著 北京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祝峥、遇秀峰、马荻、李妍筠、穆斌、张继果、焦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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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HA2018F030068 北京泽信公馆 北京 

北京泽信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宋书楠、韩海滨、沙明宇、郭晓、付军、刘迎坤、刘长松 

3 EHA2018F491193 远洋·东方境世界观 武汉 武汉元慧置业有限公司 王志平、彭迪、郭劲菲、Andy Leung 

4 EHA2018F150182 苏州海亮唐宁府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圣哲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傲

石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威乃达家具有限公司 

孟祥跃、贾涛、王建鹏、方强、李久福、孙传钢、陈先桂 

5 EHA2018F26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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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弘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筑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何爽、赵磊、 李永杰、陈志刚、周发彬、付新旭、章国林 

6 EHA2018F300699 苏州当代万国府 MOMA 苏州 

当代节能置业（苏州）有限公司 

奕舍建筑装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志祥、房燕宁、孔凡荣、武鹏、 龙湘泉、袁善华、沈汉平 

7 EHA2018F010042 五矿万科如园（北京） 北京 
北京万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梁军、赵常青、石凯、侯俊斌 

8 EHA2018F 190584 首开龙湖•天奕 广州 

龙湖集团广州公司 

上海斯廷阁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时代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汉敦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丰之林木工艺品有限公司 

李哲、魏玮、Jose manuel、魏蕾、郭全、周成录 

9 EHA2018F320714 北京程远大厦 A 栋瑞钺公寓 北京 
上海品宅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程远置业有限公司 
曾彬、燕琳 

10 EHA2018F230624 朗诗寓南京润景科技广场店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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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军、刘仁玮 

11 EHA2018F270666 西溪蓝海 杭州 
杭州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陈晨、胡发兴、周广义、徐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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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养老与适老化改造项目 

序 参评编码 项目名称 城市 参评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EHA2018A391950 新东苑·快乐家园 上海 上海新东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沈慧琴、陈星言、金晖、林梦、杨国豪、陈超 

2 EHA2018A572472 随园嘉树·良渚文化村 杭州 浙江随园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张云龙、王丽娜、贾秀山、郭文婷、王颖、周韵、张班 

3 EHA2018A331640 
逸和源·嘉兴市南湖区 

湘家荡颐养中心 
嘉兴 逸和源·嘉兴市南湖区湘家荡颐养中心 汝才良、汝捷、费海金、屠加加、朱卫国、吴效耘 

4 EHA2018A451926 万科庐园长者服务中心 合肥 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庐园长者服务中心 程广丽、左益松、李莹、李蔓菁、解小光、郑慧 

5 EHA2018A010015 朗诗常青藤·南京五马渡站 南京 

南京朗诗常青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五感纳得（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乔侨 

6 EHA2018A472112 荣华清荷园 西安 荣华养老有限责任公司 
郝晓婵、柏玲、姚华平、费红英、胡仁荣、陈海静、王

雨苗 

7 EHA2018A311525 儆堂集西城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 北京 儆堂集养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高敏、谭沙沙、袁慧丽 

8 EHA2018A622575 云间旅居养生公寓 昆明 云南云悦养老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万栋、李云峰、杨森、杨海珊、任毅、彭雨锦、江昕

昱 

9 EHA2018A632583 百悦百泰（番禺）城市颐养中心 广州 广东祥利百悦养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学文 

10 EHA2018A642618 海南仁帝山康养基地 
五指

山 
五指山仁商基业有限公司 李东科 

11 EHA2018A602559 中铁任之健康城 重庆 重庆中铁任之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杨彬、于冬松、余亚平、李能鹏 

12 EHA2018E101555 展览路街道国投养老照料中心 北京 
国投颐康（北京）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向前、王蓓华、韩涵、解嵘、黄江伟、杨新明、林红 

13 EHA2018E121661 西潞街道居家社区适老化改造 北京 北京安馨在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黄小宏、孔悦、刘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