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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获奖名单

序

号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

项目所

在地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1 一等奖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

及停车楼工程
北京市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首

都机场集团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姚亚波、郭雁池、朱文欣、吴志晖、王

亦知、肖伟、王晓群、韩维平、赵建明、

易巍、白洋、李晋秋、段先军、张志威、

何彬、陈杰、张晓峰、杨鑫、康春华

2 一等奖
首钢老工业区改造西十冬奥广

场项目
北京市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君凯环境管理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钢自

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洪利、白宁、罗刚、袁芳、陈亚波、

谢琳娜、赵乃妮、寇宏侨、陈自强、秦

未末、薄宏涛、张志聪、王兆村、陈罡、

李建辉、王伟林、李腾、官承波

3 一等奖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中国馆
北京市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叶大华、崔愷、董辉、景泉、曾宇、白

彬彬、黎靓、黄欣、李静威、裴智超、

王进、郑旭航、蒋璋、田聪、吕亦佳、

吴燕雯、朱超、吴洁妮、魏婷婷、吴南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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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等奖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西站六号地

01-09-09 地块住宅楼项目
北京市

北京五和万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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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然、刘威、王耀辉、冯睿、钱嘉宏、

赵智勇、徐连柱、徐天、李庆平、高洋、

王少锋、王国建、杜庆、袁苑、胡丛薇、

刘敏敏、果海凤、王义贤、熊樱子、丁

雯

5 一等奖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新建业务用

房及附属综合楼工程
天津市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天

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建华工程咨询

管理公司、天津市宏伟蓝图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天津市天泰建筑设计院

张津奕、吴彤、伍小亭、王东林、宋晨、

马旭升、李杰、曲辰飞、李宝鑫、高鹏

举、刘小芳、卢琬玫、谢鹏程、袁乃鹏、

陈奕、田铖、陈彦熹、何莉莎、张卫星、

蔡江

6 一等奖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企业

临时办公区）
河北省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雄安中海发展有限

公司

崔愷、任祖华、周海珠、孙王琦、杨彩

霞、梁丰、李晓萍、庄彤、王雯翡、朱

宏利、周立宁、王俊、田露、陈谋朦、

范凤花、盛启寰、邓超、刘长松、刘志

军、裴韦杰

7 一等奖
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项目

(北块)
上海市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华东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上安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庄惟敏、宁风、李晓锋、张俊杰、郭于

林、齐亚腾、姚红梅、傅海聪、陈娜、

赵云、张晓其、黄瑶、侯晓娜、郑燕妮、

魏志高、张则诚、张剑、黄晓丹、李燏

斌、李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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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等奖 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市

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中心大厦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顾建平、韩继红、范宏武、王健、严明、

安宇、孙峻、陈继良、方舟、朱文博、

刘申、梁云、高月霞、王岚、孙桦、孙

建、廖琳、张嘉祥、李芳、张晓黎

9 一等奖
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博览

园主展馆
江苏省

东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工业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扬州园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昆仑绿建木结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建国、葛明、陆伟东、刘伟庆、徐静、

路宏伟、程小武、朱雷、王登云、王玲、

赵晋伟、孙小鸾、许轶、曾波、施娟、

徐保鹰、许卉、周金将、倪竣、姚昕悦

10 一等奖
常州建设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新

校区建设项目
江苏省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常州市规划设计

院、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

心、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城建校建筑规划设计院

黄志良、周炜炜、申雁飞、张赟、李雨

桐、张浩、赵帆、梁月清、黄爱清、袁

春树、白明宇、程震、李湘琳、吴越、

段凯、李长青、米文杰

11 一等奖 中衡设计集团研发中心 江苏省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冯正功、李铮、张谨、薛学斌、张勇、

傅卫东、詹新建、郭丹丹、武鼎鑫、段

然、王恒阳、高霖、黄琳、邓继明、殷

吉彦、徐宽帝、丘琳、孙艳明、赵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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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等奖

丁家庄二期（含柳塘）地块保

障性住房项目（奋斗路以南 A28

地块）

江苏省

南京安居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南京

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汪杰、刘建石、苏宪新、王畅、张奕、

吴敦军、卞维锋、李敏、王俊平、吴磊、

祝捷、郁锋、何玉龙、孙菁、韦佳、刘

婧芬、郑伟荣、谭德君、杨剑、王流金

13 一等奖 中德生态园技术展示中心 山东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德生态

园被动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节

能协会、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

建筑节能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建科环能（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

徐伟、胥小龙、孙峙峰、黄冬、刘磊、

黄锦、刘洋、吴景山、于震、于永刚、

张晓东、岳永兴、韩飞、聂建卫、刘欢、

何海东、付宇、宋斌磊、刘斌、梁艳

14 一等奖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二

号航站楼及配套设施
广东省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

挥部、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华南理

工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冯兴学、陈雄、于洪才、孟庆林、李雪

晖、陈星、刘先南、焦振理、潘勇、张

建诚、麦云峰、周昶、黄明生、彭卫、

王世晓、张琼、郭其轶、钟世权、赖文

辉、钟伟华

15 一等奖 中建科工大厦 深圳市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东北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宏、杨正军、于力海、张帆、高长跃、

严明、张大鹏、韩叙、尹贵珍、林盛正、

袁吉、陈益明、刘鹏、肖雅静、陈诚、

任炳文、梁均铭、王超、董明东、孟玮

16 一等奖 卓越后海金融中心 深圳市
深圳市卓越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

万都时代绿色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孙延、李美乐、林博衍、韩婷婷、李善

玉、周友、苏志刚、张占莲、宿子敬、

丁嘉城、陈威、伍雨佳、郑紫彤、严贞

桢、张立科、廖燕、罗娟、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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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等奖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国际馆
北京市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北京市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

叶大华、胡越、游亚鹏、曾宇、王铄、

马立俊、蒋璋、王兰涛、耿多、黄欣、

江洋、吕亦佳、陈佳、杨彩青、朱超、

鲁冬阳、刘沛、王熠宁、裴雷、韩京京

18 二等奖 石家庄国际展览中心 河北省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

浩运有限公司、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

司、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浙江江南工程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庄惟敏、曹星华、张维、高善友、刘建

华、张葵、张红、霸虎、李青翔、葛鑫、

王威、续宗广、刘加根、余娟、王磊、

韩佳宝、吕洋洋、张海旭、蒋军、王晓

亮

19 二等奖
高碑店市列车新城住宅小区一

期项目
河北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碑店市

中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奥润顺达

窗业有限公司、建科环能（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于震、高彩凤、吴剑林、王长明、汪寅、

潘玉亮、彭莉、马文生、陈梦源、邓滨

涛、郭强、赵宝、徐荣晋、叶冬青、崔

志强、谭婧玮、田甄、刘伟、田振、范

振发

20 二等奖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工

程
上海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吴锦华、张洛先、赵文凯、陈剑秋、汪

铮、戚鑫、任国辉、吴明慧、刘冰韵、

于翔、李晓璐、李冬梅

21 二等奖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南片区02地

块办公楼项目
上海市

上海紫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夏锋、杨建荣、恽燕春、李坤、王卫东、

季亮、华天宇、孙伟、程亮、余洋、阮

昊、徐爽、祝磊、芮丽燕、张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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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等奖
上海临空11-3地块商业办公用

房项目 9号楼
上海市

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倪尧、施建星、王平山、张瑛、潘嘉凝、

李勒、燕艳、李建强、孙斌、张宏、季

捷、周琪、张伟程、汤福南、叶海东、

方廷、陈家乐、叶弋戈、张皓

23 二等奖
青浦区徐泾镇徐南路北侧

08-02 地块商品房项目
上海市

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葛

洲坝唯逸(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葛洲坝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桂桐生、杨扬洋、焦家海、孟冲、王得

水、何中凯、陈昕、曾彪、胡文全、秦

淑岚、张伟、肖勇、吴兵、汪亮、赵新

睿、谢琳娜、李帆、张然、雷雄文、王

山

24 二等奖
常州市武进绿色建筑研发中心

维绿大厦
江苏省

常州市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管委

会、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江

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心

徐宁、杨建荣、贺军、李芳、张宏儒、

李湘琳、林姗、宋亚杉、赵帆、周泽平、

秦岭、王东、万科、周乐涵、尹海培、

季亮、史珍妮、季雪纯、李文、王宁

25 二等奖 杭州市未来科技城第一小学 浙江省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杭州未来科技城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

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朱鸿寅、周勇武、王伟、洪玲笑、杨高

伟、胡斌、徐盛儿、吴进、郑佩文、黄

嘉骅、卜华烨、鞠治金、马俊、胡国军、

武兆鹏、王侃翮、邵忠明、龚晶凡、吴

福来、任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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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二等奖 安徽省城乡规划建设大厦 安徽省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

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机意园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龙、曾宇、左玉琅、詹煜坤、裴智超、

杜世泉、程中华、陈静、侯毓、许荷、

毕丽敏、赵彦革、谢亦伟、霍一峰、刘

辛、王勤、贺最荣、余海涛、刘余德、

王树波

27 二等奖
厦门中航紫金广场 A、B栋办公

塔楼
厦门市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深圳

万都时代绿色建筑技术有限公司、中建三

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紫金中航置业有限

公司

陆莎、许开冰、郑新材、刘显涛、苏志

刚、赵乐、陈威、张占莲、闫瑾、徐周

权、李涛、于月敏、林娟、唐俊、汪科

斌、郑源锋

28 二等奖 珠海兴业新能源产业园研发楼 广东省

珠海兴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珠海兴业

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珠海中建兴业绿

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水发兴

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水发兴业能源（珠

海）有限公司

罗多、李进、梁俊强、邓鑫、余国保、

刘珊、张玲、曾泽荣、程杰、邬超、吴

咏昆、刘幼农、劳彩凤、毛惠洁、张志

刚、吴友焕、钟华锋、曾得雄、彭成泉、

李颖雯

29 二等奖 万科峰境花园 广东省

广州市万融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市万科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喜城建筑设

计顾问有限公司

李志伟、李孟生、周荃、巫琼、蒋秋实、

劳剑、丁可、张耀良、宋健、黄蕊、余

书法、关彩虹、钟国振、张昌佳、吴静

文、黄志锋、叶喆、郑坚耀、邓东明、

蔡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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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二等奖 岗厦皇庭大厦 深圳市

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

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皇庭中心分公司、

深圳市幸福人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姚占派、张可平、吴海兵、姚大钟、彭

鸿亮、洪文斌、彭标、彭孝田、米柯

31 二等奖 万科滨海置地大厦 深圳市

捷荣创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万

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万都时代

绿色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叶义凯、胡爽、郑晓玲、何浪、胡林、

苏志刚、陆莎、闫瑾、王波、熊嘉平、

张占莲、周友、郑紫彤、伍雨佳、陈威、

张志锋、朱振涛、刘卿卿、李善玉、黄

武东

32 二等奖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海南省

海南华侨城市民游客中心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

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崔愷、康凯、蔡昌平、杜鹏飞、李长、

曹玉凤、朱巍、陈在意、林海、史杰、

杨东辉、秦长春、郭丝雨、王明竟、胡

时岳、张龙、白雪涛、王龙龙、颜聪聪、

胡其文

33 二等奖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科技楼改造项目
四川省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霜艳、高波、倪吉、于佳佳、赵干荣、

周正波、王文萍、苏英杰、王德华、于

忠、郭阳照、李阳、张利俊、陈红林、

朱晓玥、杨晓娇、周耀鹏、廖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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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等奖 腾讯成都 A地块建筑工程项目 四川省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腾讯科

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涂舸、贺刚、熊林、刘新发、唐元旭、

姚坤、王家良、陈银环、邹秋生、吴婷

婷、幸运、梁义婕、付韵潮、杨艳梅、

刘萍、张晓辉、刘富勇、刘鹏、陈益明、

肖雅静

35 二等奖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科技

办公楼
陕西省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倪欣、刘涛、邢超、梁润超、席巧玲、

薄蓉、赵勇兵、李欣、王福松、刘海霞、

覃夷简、史光超、郑琨、来永攀、费威

克、王翼、龚瑛、薛超、董嬴政、刘哲

序

36 二等奖 玺云台小区一期 7号楼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宁夏中房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张彦斌、张崟、左龙、邵文晞、黄学经、

张世杰、林永洪、铁文军、薛岚、杨硕、

冯伟、赵斌、董亚萌、刘妍炯、陈健、

吴鹏辉、薛磊磊、李慧蓉、缪裕玲

37 三等奖 北京丰科万达广场购物中心 北京市

北京丰科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万

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李晓锋、王志彬、孙亚洲、尹强、吴承

祥、吴小菊、朱镇北、谢杰、陈娜、高

峰、刘晓峰、侯晓娜、刘敏、薛勇、王

文广、时兵、郑晓蛟、王新民、任雨婷、

吴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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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三等奖 北京中航资本大厦 北京市

北京航投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航空规划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杨建、张崟、高大勇、周小明、杨刚、

邵文晞、冯伟、陈健、董璞、缪裕玲、

傅绍辉、刘京、谢启良、孟凡兵、甘亦

忻、李毅、李金波

39 三等奖
中海油天津研发产业基地建设

项目
天津市

中海油基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

司、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李茂大、刘闪闪、王立松、姚燕枫、严

莉、徐小伟、李晓瑞、李莹莹、吉淑敏、

傅小里、卢铮、田鑫东、刘鹏

40 三等奖
天保房地产空港商业区住宅项

目（1~32 号楼）
天津市

天津天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建科

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侯海兴、汪磊磊、刘荣跃、董乐、陈丹、

伍海燕、戴洪昌、赵慧梅、王晓丹、詹

立琴、王乃铁、宋友祥、陶昱婷、王茂

智、沈常玉

41 三等奖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生

态节能实验楼
辽宁省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省建设

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东北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浅蓝(辽宁)科技有

限公司、国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双

元科技有限公司

王斌、王庆辉、石海均、王健、许金渤、

刘鑫、李梅、李晓萌、张伟、刘丽、许

伟华、陈海洋、杨晓文、朱宝旭、朱浩、

胡媛、孟德新、任爱芳、李源、刘健



11

序

号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

项目所

在地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42 三等奖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扩建工程

-新建 T2 航站楼

黑龙江

省

黑龙江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

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若冰、尹冬梅、王健、朱广祥、高志

斌、柯卫、孙士博、韩向阳、王树军、

王跃、李毅、赵健、王双翼、周传喜、

王雷、冷祥玉

43 三等奖
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 05

地块南区 D、E、F、G办公楼
上海市

上海恒骏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钱娟娟、袁健、曹燕、孙祝强、徐佳、

王伊铖、张崟、邵文晞、邵怡、高欣、

颜婧、殷明昊、张益铭、缪裕玲、杨晨

驰、戴永亮

44 三等奖
华能上海大厦 1号楼、2号楼项

目
上海市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袁松、安宇、杨慧璋、姚璐、张颖、章

升旺、周晓飞、李定、杨晓双、叶剑军、

樊荣、李晓、乔正珺、李鹏魁、陈娴、

史珍妮、王宁、季雪纯、李文、张迪

45 三等奖
陈家镇实验生态社区 4 号公园

配套用房
上海市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陈家

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

瞿燕、黄明星、张君瑛、刘智伟、赵常

青、戎武杰、安宇、胡国霞、林琳、刘

羽岱、陈新宇、陈湛、王东、张伟伟、

刘剑、宋亚杉、张小波、张琼芳、费赛

华、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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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三等奖 上海中建广场项目 1#楼 上海市
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东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弋宁、瞿燕、钱涛、李海峰、孙学锋、

张丹丹、朱小琴、张继红、刘剑、王昊、

范昕杰、杨艳萍、刘羽岱、郑文健、周

大明、于偲、张飞廷、任婕、邹曦光、

邹炫

47 三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体育中心服务配

套项目
江苏省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苏州新时

代文体会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怀章、陆国良、李建强、刘智勇、徐

素君、赵晨、谢彬、梁申发、燕艳、彭

影星、唐伟、徐晓明、彭浩、沈波、孙

斌、田胜祥、陈永俊、潘海迅、徐旭、

郑超

48 三等奖 海门龙信广场 1~14 号楼 江苏省
江苏龙信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

史惠强、程志军、狄彦强、李颜颐、徐

少伟、孔令标、张晓彤、殷佩锋、李小

娜、甘莉斯、狄海燕、沈剑、李玉幸、

刘芳

49 三等奖
扬 州 市 蓝 湾 国 际 22~39 、

48~49 号楼项目
江苏省

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扬州裕元建设有

限公司、扬州通安建筑节能研究有限公司、

南京启文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筑

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江苏恒通不动产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

陈有川、李晓金、蔡俊、王桂发、崔庆

华、吕君、陈贵礼、李家彬、赵万伟、

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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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三等奖 浙江建设科技研发中心 浙江省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

江建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建

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省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建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林奕、马旭新、曾宪纯、王立、周萌强、

徐少华、邢艳艳、苏翠霞、杨敏、方徐

根、肖文芹、张美凤、李飞、王雪峰、

洪佐承、刘亚辉、陆辰涛、赵丹、梁利

霞、魏玮

51 三等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浙江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浙江五洲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建筑设计

研究院、爱玛客服务产业(中国)有限公司

义乌分公司

周庆利、李强、瞿龙、姚佳丽、楼樱红、

骆临华、连志刚、徐佳、邹滔、陈志青、

骆高俊、马建民、姜雯、朱恬岚、骆健

东、张传开

52 三等奖
合肥中央公馆 I 地块西区

（9~12、15~16 号楼）
安徽省

合肥新辉皓辰地产有限公司、深圳万都时

代绿色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陈卓、祝勇、陈松、过旸、任牧原、程

大伟、张刚、刘海波、蒋旭阳、金赵、

王志强、苏志刚、刘卿卿、张怡、林艺

展

53 三等奖 航信大厦 江西省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航信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大学设计研究院、

上海紫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夏锋、吴竺、吴闽、陈连禄、贾辉、孙

慧平、袁华江、吴志源、高国庆、刘茂、

恽燕春、杨晓华、黄仁清、王炎伟、曾

华、娄克勇、程昱、张之久、凌秋华、

蔡振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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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三等奖 中国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山东省

建科环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国

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市建筑节能与

产业化发展中心、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公

信检测（山东）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景山、何海东、刘欢、杨春华、李翔、

李晓蓉、李佃亮、辛兆锋、马鹏真、胥

小龙、付宇、尹海涛、胡晓杰、杨晓峰、

刘登龙、陈桥、杨远程、李福、李效禹、

马晴

55 三等奖 武汉建工科技中心 湖北省

武汉建工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南建

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中城科绿色

建筑研究院、武汉长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郭向东、王新、王艳华、唐文胜、蒋超、

王俊杰、张伟、陈忠、李俊慷、陆通、

罗俊文、熊明、吴茜、卞璐、陈桂营、

孙金金、杨菊菊、程琬淋、但良波、姚

澜

56 三等奖 白天鹅宾馆更新改造工程 广东省 白天鹅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设计院

马震聪、邓文岳、屈国伦、关穗麟、何

恒钊、黄润成、谭海阳、李觐、门汉光、

陈卫群、沈微、林辉、马路福、蒙卫、

江慧妍、胡嘉庆、陈志强、李翔、周名

嘉

57 三等奖 深圳安托山花园 1~6 栋、9栋 深圳市
深圳市东方欣悦实业有限公司、深圳万都

时代绿色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朱怀涛、黄鑫、苏志刚、袁梓华、赵乐、

于传睿、朱亚雄、贾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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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三等奖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 C 分区望江

府一期（C50/05、C51/05 地块）

（居住建筑部分）

重庆市

重庆碧桂园融创弘进置业有限公司、重庆

市斯励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联创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安工程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重庆融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江丽蓉、张梅、李宗晔、曹旭阳、龙海、

唐龙全、叶剑军、刘颉、何勤阳、胡婷

婷、谭兴华、曹燕、王颖婷、张敏、谭

毓凌、欧昊、李竑霖、王琪、廖怀钰、

刘杰

59 三等奖 昆钢科技大厦 云南省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

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泰瑞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马朝阳、朱颖心、邵亚君、何云、刘加

根、钱永祥、葛鑫、陈学伟、刘欣华、

陈广炜、段振、张丽红、陆道渊、钱军、

张晓波、鲁丽娜、解开国、盛安风、周

晓静、张雪捷

60 三等奖 甘肃科技馆 甘肃省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志涛、莫笑凡、党晓晖、靳东儒、符

勇、王璐、张举涛、郑世钧、芮佳、胡

斌东、曲洪彦、姜凌云、毛明强、郑安

申、陶生辉、李成坤、张宏、黎琰、程

珵、王金

61 三等奖
兰州市建研大厦绿色智慧科研

综合楼改造工程
甘肃省

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甘肃建

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省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甘肃华兰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张永志、王公胜、史智伟、冯志涛、刘

赟、莫笑凡、党晓晖、李建华、王蓉、

潘星、雷鸣、田恬、鲁彦、李斌、马梅、

李俊杰、陶生辉、匡静、张书维、李高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