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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2018）

竞赛公告

主办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联合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竞赛主题：宜居乡村·我们的家园

一、大赛主旨

本届大赛以“宜居乡村·我们的家园”为主题，既是对十九大

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有关要求的贯彻落实，也是第

四届大赛“田园乡村”主题的延伸。大赛围绕“新时代、新乡村、

新生活”，以现实村庄为题材，对农房、乡村公共建筑及村庄环

境等进行创意设计，旨在推动营建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

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美丽宜居家园，顺应乡村居民拥

有更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二、竞赛选题及要求

大赛采用开放式选题，由参赛者自行选择村庄，不受行政区

域限制，可为既有村庄，也可为新型农村社区。组委会将分批提

供村庄名录，供参赛者参考选用（第一批名录见附件）。参赛者

根据创意和设计的重点自行拟定副题及设计任务进行创作。设计

内容可为新建、增建、翻建及更新改造的农房、公共建筑的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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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组群，或为村庄的公共场所和空间，也可为环境景观或小品设

施，鼓励以村庄为对象提供综合的设计方案。

创作应针对现实乡村的现状问题，提出创意设计改进方案。

参赛者应深入乡村，在分析村庄的自然环境、文化特色和经济条

件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应尊重村民意愿和现实需求，尊重村庄与

环境的有机相融，重视乡土材料和地方树种的运用，注重传统文

化和地域特色的表达，重视时代特征与绿色建设理念的融合，鼓

励装配式等新型建造方式的应用，注重太阳能等设施与建筑的一

体化设计。

三、竞赛分组及参赛对象

竞赛分设职业组、学生组和公众组。职业组为相关专业的设

计师、教师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学生组为相关专业的全日制在

校生（含本专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公众组为无相关专业教

育和从业经历的社会各界人士。参赛组别根据第一主创人的身份

确定，同一作品不得跨组重复申报。

四、参赛报名和作品提交

1、参赛报名

参赛者可于8月1日—9月30日，登陆“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

计大赛”官方网站（www.iarchis.com）或微信平台（iarchis：建

筑创意空间），提交报名表进行参赛报名。主办方将对参赛者身

份和组别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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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者可为个人、团队或单位，鼓励组成跨专业的团队参赛。

设计师可结合正在设计的项目，根据大赛要求创作参赛；学生可

由教师指导创作参赛；画家、艺术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可结合对

乡村建设的思考创作参赛。已实施的作品、已参加过其他竞赛或

发表过的作品不得参赛。

2、作品提交

作品提交日期为9月15日—9月30日，为避免后期网络拥堵，

请参赛者完成方案后尽早提交。

职业组、学生组应提交设计说明及设计图版。图版内容要求

为：设计说明（含问题提出、创意策划、设计思路和方案亮点等）、

区位图、基地现状图、分析图、规划总平面图、景观环境图、节

点设计图、表现图及其他表达设计意图的相关图示等。参赛者应

根据作品的参赛内容采用相应的表达方式，形式不限、图纸比例

自定。农房及公共建筑设计作品以3-4张图版为宜，村庄环境设

计作品以2-4张图版为宜，村庄设计作品原则上不超过6张图版为

宜。图版统一按示例进行排版（A1竖排），示例图版电子文件请

在官网或微信平台下载。

公众组同样应提交设计说明及表达设计意图的成果，不拘于

表现形式，但应意图明确、表达清晰，可为文字、图片、图纸（可

手绘）及模型等。

设计说明等文字以DOC或DOCX格式提交，图版、图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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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等以JPG格式提交，精度应不小于300dpi。参赛者请同时提交

创作草图、工作照片及其他创作过程资料若干（图片为JPG格式，

精度不小于150dpi）。

竞赛评审语言为简体中文，国外参赛作品可为中文，也可为

中英文双语注释，作品度量单位为公制。图版内容除设计说明及

图示注解外，不得出现参赛者姓名、单位及其他无关的任何标记，

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五、奖项和评审

评审分专业评审及综合评审两个阶段。专业评审委员会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江苏省设计大师、知名

专家学者及资深设计师等组成，本届主任委员由王建国院士担

任。经专业评审产生“优秀作品奖”，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证书和奖金。对获得“优秀作品奖”的参赛作品，由社会各界

知名专家学者、镇村代表、媒体代表等组成的综合评委会进行综

合评审（方案另行发布），由“紫金奖”大赛组委会颁发“紫金奖”

金、银、铜奖及优秀奖证书和奖金。

1、职业组奖项设置

优秀作品奖：设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不

设奖金。获奖作品同时授予同等级“江苏省城乡建设系统优秀设

计奖”。

紫金奖：设金奖2名、奖金10万元/项，金奖作品同时获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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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及“江苏省优秀工程设计奖”一等

奖；设银奖3名、奖金3万元/项，银奖作品同时获得“江苏省社科

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及“江苏省优秀工程设计奖”二等奖；设铜

奖5名、奖金1万元/项，铜奖作品同时获得“江苏省优秀工程设计

奖”三等奖；另设优秀奖若干名、不设奖金。

2、学生组奖项设置

优秀作品奖：设一等奖10名、奖金1万元∕项，二等奖20名、

奖金8千元∕项，三等奖30名、奖金5千元∕项。

紫金奖：设金奖2名、奖金10万元/项，金奖作品同时获得“江

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一等奖；设银奖3名、奖金3万元/

项，银奖作品同时获得“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二等

奖；设铜奖5名、奖金1万元/项；另设优秀奖若干名、不设奖金。

3、公众组奖项设置

优秀作品奖：设一等奖1名、奖金1万元∕项，二等奖3名、奖

金8千元∕项，三等奖6名、奖金5千元∕项。

紫金奖：设紫金奖若干名。

六、有关说明

1、参赛者对其设计作品拥有署名权，主办方可用于成果展

览与宣传等用途。

2、本届大赛设立“创意孵化基金”，支持优秀设计作品落地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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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奖作品择优参加大赛优秀作品展，同时择优入选《宜

居乡村·我们的家园——第五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优

秀作品集》。

4、对积极组织参赛或成绩优异的单位、团体，颁发“组织奖”。

5、获得职业组“紫金奖”奖项、“优秀作品奖”二等奖及以上

奖项，或指导学生组作品并获得“紫金奖”铜奖及以上奖项，将作

为申报“江苏省设计大师”的基础条件之一。

6、本届大赛由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协办，由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7、主办方对竞赛规则具有最终解释权。

七、联系方式

参赛咨询：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肖冰、叶精明

025-51868653，51868129

线上报名及技术咨询：卢 恒、刘元丽

025-85578839，QQ：9030554、3409329796

附件：设计备选村庄名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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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3日

附件：

设计备选村庄名录（第一批）

设区市 数量 序号 名称

南京市 15

1 江宁区汤山街道阜庄社区石地

2 江宁区禄口街道溧塘社区铜山端

3 江宁区横溪街道石塘社区朱塘

4 江宁区湖熟街道和平社区孙家桥

5 江宁区横溪街道许高社区盛坳

6 江宁区淳化街道青龙社区西龙

7 高淳区固城镇游子山村邢家村

8 高淳区固城镇游子山村陈村

9 高淳区漆桥镇茅山村胡家坝

10 高淳区漆桥镇荆溪村何家村

11 溧水区晶桥镇水晶村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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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溧水区石湫镇九塘村李在凤村

13 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山村夏庄

14 浦口区星甸街道后圩社区后圩

15 六合区程桥街道金庄社区肖王盛

无锡市 16

16 锡山区鹅湖镇鹅湖村摇塘圩（含蒋塘坝、北荡角小组）

17 锡山区锡北镇周家阁村洲家塘（含庄里、沈家巷小组）

18 锡山区东港镇山联村油车巷（含山前巷、中山小组）

19 惠山区玉祁街道玉蓉村任家村

20 宜兴市太华镇乾元村乾元

21 宜兴市西渚镇白塔村薛家桥

22 宜兴市杨巷镇革新村宋安

23 宜兴市万石镇后洪村后洪

24 宜兴市丁蜀镇三洞桥村河南村

25 宜兴市张渚镇南门村新征村

26 宜兴市张渚镇祝陵村合兴村

27 江阴市顾山镇红豆村红豆树坞

28 江阴市璜土镇璜土村马家头

29 江阴市长泾镇蒲市村蒲市里

30 江阴市云亭街道花山村姚家村

31 江阴市徐霞客镇阳庄村老旸歧

徐州市 17

32 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山黄村圣人窝

33 铜山区汉王镇汉王村紫山

34 铜山区柳泉镇北村村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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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贾汪区茱萸山街道才沃村独湖

36 贾汪区茱萸山街道才沃村督塘山

37 丰县梁寨镇新腰里王村高头

38 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金刘寨

39 丰县大沙河镇二坝村西陈庄

40 睢宁县王集镇洪山村鲤鱼山庄、风虎山庄

41 睢宁县魏集镇徐庄村宋庄

42 睢宁县魏集镇戴庄村李庄

43 新沂市邵店镇沐河村黄集

44 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范南

45 邳州市陈楼镇大顾村小孙庄

46 邳州市炮车街道四王村姬庄

47 沛县大屯街道安庄村挖工庄

48 沛县沛城街道任庄村任庄

常州市 12

49 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仙姑

50 天宁区郑陆镇查家村查家湾

51
钟楼区邹区镇安基村杨家塘村、蔡家村、朝东村、郭家

湾村

52 新北区西夏墅镇梅林村夏家村

53 新北区罗溪镇邱庄村西庄、邓家塘

54 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韩村、大薛家

55 武进区湟里镇香泉村湖上村

56 武进区礼嘉镇建东村唐家村

57 溧阳市竹箦镇陆笪村陆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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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溧阳市戴埠镇横涧村深溪岕

59 溧阳市昆仑街道方里村里方村

60 溧阳市竹箦镇水西村水西

苏州市 13

61 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树山

62 相城区黄埭镇冯梦龙村冯埂上

63 相城区望亭镇迎湖村南河港

64 吴江区同里镇北联村洋溢港

65 吴中区甪直镇湖浜村田肚浜

66 吴中区越溪街道张桥村西山塘

67 昆山市淀山湖镇永新村六如墩

68 昆山市千灯镇歇马桥村歇马桥

69 太仓市城厢镇太丰社区花墙

70 太仓市璜泾镇杨漕村草庙

71 张家港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常兴社区长江小区

72 张家港市金港镇朱家宕村蔡港

73 常熟市常福街道中泾村汤巷

南通市 21

74 通州区石港镇睹史院村睹史院

75 通州区东社镇东平村东平

76 通州区兴仁镇徐庄村徐庄

77 通州区东社镇新街村

78 通州区西亭镇西亭社区

79 海门市常乐镇颐生村颐生

80 海门市余东镇长圩村长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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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海门市三厂工业园区大洪村大洪

82 海门市三星镇瑞祥村瑞祥

83 如皋市经济开发区（城北街道）平园池村藕池庄

84 如皋市经济开发区（城北街道）花园桥社区花园桥庄

85 如皋市长江镇田王村田王

86 海安市高新区西城街道周吴村周吴

87 海安市开发区壮志村壮志10村

88 海安市角斜镇来南村来南

89 如东县高新区掘港街道虹桥村高杨村

90 如东县洋口镇林场长潦园林苑

91 南通外向型农业开发区东海社区（如东棉场）东海

92 启东市圆陀角旅游度假区连兴港村连兴港

93 启东市吕四港镇如意村如意

94 启东市合作镇新义村

连云港
市

15

95 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街道韩李村韩李

96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云台街道后关村后关

97 高新区花果山街道新滩村唐庄

98 连云区高公岛街道黄窝村黄窝

99 连云区宿城街道留云岭村留云岭

100 海州区浦南镇太平村太平

101 赣榆区金山镇赵湖村后赵湖

102 赣榆区宋庄镇范口村范口

103 灌云县杨集镇潮河村小刘圩

104 灌云县东王集镇大南村小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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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东海县曲阳乡赵庄村张墓

106 东海县石湖乡尤塘村金塘

107 灌南县新安镇刘园村硕项湖示范区

108 灌南县李集乡小垛村河南片

109 灌南县汤沟镇大同村大同

淮安市 15

110 淮安区流均镇都梁村建成西庄

111 淮安区南闸镇中太村太平、中南、金庄、肖庄、圩头等

112 淮安区车桥镇卢滩村蒋庄、大卜庄

113 淮阴区码头镇太山村武庄

114 淮阴区赵集镇高堰村高堰

115 清江浦区和平镇越闸村古庄牛

116 清江浦区盐河镇甘露村甘露中心村

117 洪泽区岔河镇白马湖村王骆殿

118 涟水县高沟镇扁担村一组、二组、五组、七组、八组

119
涟水县红窑镇夏楼村徐老庄、时庄、南元、时徐、西兴

庄

120 涟水县黄营乡朱桥村朱桥河边、汤马、南庄、前进

121 盱眙县天泉湖镇陡山村陡山

122 盱眙县盱城街道新华村小庄组、四山组

123 盱眙县桂五镇水冲港林场天台山

124 金湖县金南镇南望村望湖庄

盐城市 14
125 盐都区大冈镇佳富村朱杨庄

126 盐都区秦南镇泾口村洪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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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大丰区草堰镇三元村2号村庄

128 大丰区大中镇恒北村2号村庄

129 亭湖区黄尖镇兴农村火箭组

130 亭湖区新兴镇新场村二组

131 射阳县特庸镇王村村五组

132 射阳县海河镇烈士村四组（旭日）

133 建湖县恒济镇建河村谢庄、范庄、小俞庄

134 建湖县颜单镇楼港村楼夏庄

135 阜宁县吴滩街道立新居委会立新新村

136 阜宁县硕集社区计桥村计桥新村

137 响水县大有镇淮河村高大埝

138 滨海县东坎街道新安村茶安庄

扬州市 15

139 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沿湖

140
邗江区槐泗镇团结村谢东组、谢西组、杜庄组、唐东

组、何庄组

141 邗江区甘泉街道长塘村高庄

142 江都区吴桥镇高扬村三四组

143 江都区丁沟镇黄花村南蒋组、新一组

144 广陵区头桥镇九圣村闸西组、三圩组

145 宝应县柳堡镇团庄村团庄

146 宝应县夏集镇果园场果园同心场组

147 宝应县安宜镇金湖渔业村金湖渔业

148 高邮市三垛镇少游村秦家垛

149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清真村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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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高邮市车逻镇特平村张庄

151 仪征市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长山村头王村

152 仪征市马集镇合心村丁三魏

153 仪征市月塘镇郑营村王庄组、郑营组

镇江市 14

154 丹徒区世业镇卫星村二十二圩

155 丹徒区上党镇上会村东宝庄、毛家榨

156 丹徒区世业镇兴隆村下坝

157 丹徒区江心洲五套村橘江里

158 丹徒区上党镇古洞村坞庄村

159 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九里

160 丹阳市延陵镇柳茹村柳茹

161 丹阳市延陵镇宝林村西庄湖

162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丁庄

163 句容市后白镇西冯村西冯

164 扬中市八桥镇利民村六圩埭

165 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永治

166 扬中市三茅街道友好村宽新圩

167 扬中市三茅街道兴阳村朝阳湖

泰州市 17

168 高港区许庄街道蔡庄村蔡庄村

169 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陈家

170 高港区胡庄镇宗林村宗林

171 海陵区城西街道麒麟社区麒麟

172 海陵区红旗街道南舍社区南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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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海陵区城东街道唐甸村唐甸

174 姜堰区兴泰镇西陈庄村西陈庄

175 姜堰区淤溪镇周庄村周庄

176 姜堰区张甸镇杨俞村6-8、11-13组

177
靖江市新桥镇德胜村王家湾、弯刀圩、新义圩、义新圩、

倪家圩

178
靖江市马桥镇徐周村徐家埭、薛家埭、蔡家埭、周西

埭、后谢家埭

179
靖江市生祠镇东进村张家埭、周家埭、普济庵、倪家

埭、邓家埭、鞠家埭

180 泰兴市曲霞镇印达村印达

181 泰兴市宣堡镇银杏村曹家河、银杏树

182 兴化市西郊镇徐圩村圩岸

183 兴化市昌荣镇盐北村万昌

184 兴化市沈伦镇姜朱村姜童

宿迁市 17

185 宿城区龙河镇桥庄村

186 宿城区耿车镇刘圩村刘圩组

187 宿城区耿车镇红卫村王玉组

188 宿城区蔡集镇牛角居牛角淹1-3组

189 宿豫区曹集乡双河村双河

190 宿豫区顺河街道林苗圃居林苗圃村

191 洋河新区洋河镇三葛村五组

192 洋河新区洋河镇梁庄村梁庄

193 湖滨新区黄墩镇英庄村吉场、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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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沭阳县颜集镇堰下村堰下

195 沭阳县颜集镇虞溪村虞溪

196 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仲楼

197 沭阳县新河镇双荡村山荡

198 泗洪县四河乡潘大庄潘大庄

199 泗洪县陈圩乡大王村大王

200 泗阳县爱园镇果园村园南1-6 组

201 泗阳县三庄乡毕滩村程道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