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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六届“ 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2019）” 优秀作品奖 

推荐获奖作品、获奖单位及获奖人员名单 

学生组（90 项） 

一等奖：10 项 

序

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 

1 B119-000084 巷世界——书院门巷景观更新设计 西安美术学院 李媛 沈悦、周姝伶、肖骊娟、张园茜 

2 B119-000123 HI 社区——海南新村港渔排更新设计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玲、刘曈 张健唯、吴灿铭、邓永红 

3 B119-000420 关怀；积木+群租房 江南大学 宣炜 梁爽、李元慧 

4 B119-000491 小观园——老城南微空间园林再现 安徽工业大学 王雪洁 张琼、李梁、陈爽 

5 B119-000588 落脚·墙尾巷戏 苏州大学 文翰梓、夏杰 蒋晓涵、吴伊曼 

6 B119-000668 面向未来社区振兴起搏器设计探索 江南大学 史明 李泓葳、姚健琛 

7 B119-000720 船底之歌——船底人聚落空间重塑 华侨大学 胡璟 郭梦迪 

8 B119-000926 舟车不劳顿——装配式服务区构想 苏州大学 Hisham Youssef 郭斯琦 

9 B119-000958 “酒”忆古镇体验改造设计 湖州师范学院 / 姚康康 

10 B119-001730 HOME2029——智能的理想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京大学 
/ 陈嘉耕、唐萌 

二等奖：30 项 

序

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 

11 B119-000010 社区激活——菜场及街区重构 江南大学 刘佳、过伟敏 邢兆连 

12 B119-000033 西安市明城区城市空间活力营造 西安理工大学 李皓 张轩、王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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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119-000054 智慧街区下“庙市综合体”再塑造 郑州大学 曹阳 贺晶 

14 B119-000127 月亮湾·游子家·未来城市青年聚 苏州大学 吴永发 赵萍萍、郭开慧 

15 B119-000240 废墟上的云端 东南大学 胡平 雷震 

16 B119-000267 石梁河水库采砂场域更新复育设计 武汉大学 毕光建 黄路遥 

17 B119-000324 椅子上的文明路 广州美术学院 杨一丁、林红 谢振东、李薇、陈桂玲 

18 B119-000428 都市园林——概念商业广场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 陈胜蓝 

19 B119-000432 锁金菜场见闻录 
同济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郭苏明、相西如 陈一家、徐倩倩、褚寒洁、孙梅霞 

20 B119-000458 聚居共享：青年与老龄住宅设计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Milano 

青岛理工大学 

ANTONIO da SILVA 

FERREIRA de 

CARVALHO、聂彤 

冯潇逸、刘阳 

21 B119-000515 微城——单位社区更新设计 华东交通大学 李晨 秦晓丹、唐敏 

22 B119-000582 林夕音乐盒子——青年共享社区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 韩巍 黎浩彦 

23 B119-000644 盛巷十二时辰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梁宇鸣、梁婷、张玮 黄兆旭、郑玲珺 

24 B119-000646 数适承新，乐活京口 苏州科技大学 
洪亘伟、王雨村、金

英红 
凌子涵、何远艳、陆毅涵、贝琰、张艺林、陈诺之 

25 B119-000804 院隙共生 当代会馆更新改造设计 天津大学 鲍威、辛善超 龙云飞、王晴、胡正元、李杏 

26 B119-000860 重塑姑苏繁华图 东南大学 / 桑甜、陈婷 

27 B119-000907 聆居·邻居 南京林业大学 张磊、祝遵凌 房欣怡、鲁遥 

28 B119-000942 步·叠·院 南京工业大学 葛峰、舒欣、罗靖 
吴长荣、王安、贺川、刘鹏飞、蒋浩、方佑诚、沙莎、严

帅 

29 B119-000949 这“碗儿”大 南京工业大学 葛峰、舒欣、罗靖 
方佑诚、李一波、周韵、董俊峰、王安、蒋浩、刘鹏飞、

吴长荣、贺川 

30 B119-000985 社区养老空间住宅改造设计 苏州大学 赵秀玲 潘妍、孙浩 

31 B119-000994 基于两种居住肌理的可变性探索 郑州大学 黄晶 邹雨薇 

32 B119-001056 竖巷街区——城市住区微空间改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杨豪中、王军 丁倩文、陈艳 

33 B119-001278 种子计划 东南大学 段进 陆垠、田壮、邹闻婷、高明宇、李佳宇 

34 B119-001427 盒间乐享——单位社区活力重塑 西南交通大学 高伟 王筱璇、王一初、刘艾娜、刘璐凡 

35 B119-001428 一里阳光——城市阴影下的别样童年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吕小辉 鲁青青、张鹏、肖海钰、冯家齐 

36 B119-001475 门之停也——老龄社区门卫室改造 南京大学 胡友培 李晓楠、吴慧敏 

37 B119-001488 菜·园 南通大学 黄岚、邵耀辉 张淑欣、蒋晗霓、周美艳、冯鸿志、梁美欣 

38 B119-001548 桥下巴适 华中科技大学 白舸、甘伟 刘燕宁、罗振鸿、赵釜剑、李湘铖、李思齐、廖远城 

39 B119-001572 欣欣巷荣 安徽工程大学 侯琪玮 廖一舟、戴聪、唐言、冯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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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119-001602 回家的路——小区室外楼梯改造 南京大学 胡友培 李家祥、孙其 

三等奖：50 项 

序

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 

41 B119-000009 渐微智筑——武昌古城广福坊社区更新 华中科技大学 王振、董贺轩 陈步可、赵金 

42 B119-000045 承古织今，乐活江城 华中科技大学 黄亚平、单卓然 刘晨阳、万舸 

43 B119-000052 沙洲腾格里沙漠生态景区规划设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媛 甘小宁 

44 B119-000058 院家·家愿 天津美术学院 龚立君、彭军、孙锦 许博文、刘策、刘莹 

45 B119-000097 梭之言 天津大学 / 张婧悦 

46 B119-000126 治愈街道——上海市河间路微更新 同济大学 陈泳 袁美伦、夏金鸽、王与纯、李文竹、王舒媛 

47 B119-000130 晤域晋里——小河村村落更新与改造 大连工业大学 顾逊、杨静 李宇璇、张春雷 

48 B119-000139 负熵·再生—少数民族社区微更新 苏州科技大学 顿明明 丁彦竹、李娜 

49 B119-000152 家的延伸 苏州科技大学 吴穹华、周曦 邓思莹、陈力哲、黄梦微、薛逸帆 

50 B119-000157 居住区河道生态整治新模式探索 南京林业大学 熊瑶 赵晓晴、洪宣娇 

51 B119-000177 天桥往事 北京建筑大学 胡雪松 刘淳淳、董明岳、赵浩 

52 B119-000306 重生——历史层叠中的新秩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常海青 赵浩 

53 B119-000314 巷由新生——镇江新河街更新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郑皓 吴若禹、孙海烨 

54 B119-000340 深山微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鸽娟 何萱贝 

55 B119-000364 破壁·享园·颐人 东南大学 / 田壮 

56 B119-000391 全媒体时代大运河乡村宜居家园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赵艳 张云柯、侯苏珊 

57 B119-000412 THE DESERT BOAT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北京林业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万美强 孙韬、李玲雅、刘玉臻 

58 B119-000518 智能时代——垃圾分类引擎重构 东北大学 / 沈天辰、樊逸飞 

59 B119-000546 曲水流熵——历史街区更新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于淼、顿明明、郑皓 朱玥珊、王沛颖 

60 B119-000593 菜市·敞 东南大学 徐小东 胡亚辉、刘可、李琪、汪琦、屈佳慧 

61 B119-000634 村口生活市集 中国矿业大学 王栋、杭咏新 夏士斐、任珂、华茜茜、姚志豪 

62 B119-000663 编织碑林·多维重构 

东南大学 

同济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唐芃 
胡震宇、程俊杰、于梦涵、钟瑜、庞月婷、傅弈佳、袁敏、

山口裕太郎、勝尾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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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B119-000697 走出家门·走在路上 华中科技大学 / 熊卓成、唐楷 

64 B119-000738 桃花源里小乐惠 江南大学 史明 张涵、蹇宇珊、宋夷白、刘茂源 

65 B119-000768 高架之下，城市之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梁斌 成凯、吕进、张尚琪 

66 B119-000775 城市催化剂——活力居住区 苏州大学 孙磊磊 张馨元、江慧敏 

67 B119-000859 宜居·颐养——盐南新村居家养老改造 盐城工学院 荀琦、石栋、顾海燕 花晨、王俞君、张玉珏、蔡志鸿 

68 B119-000877 收拾旧山河 南京工业大学 郗皎如 曹羽佳、龚宏宇、张丽婷、吴添翼 

69 B119-000900 青山不老 南京大学 华晓宁 刘洋、李星儿、刘伟、黄瑞安 

70 B119-000918 “小社会”的欢聚 合肥工业大学 王旭 韩四稳、裴龙、陈昶岑 

71 B119-000941 城南新事 东南大学 / 沈洁、沈祎 

72 B119-000944 新社区之家！ 苏州大学 张玲玲、钱晓宏 毛继梅、吴家妮 

73 B119-000978 云上集——锁金东路的弹性景观搭建 南京林业大学 刘小钊 
孙弘毅、梁英、贾宇智、秦天昱、苟丹丹、王晓玉、付容

玮 

74 B119-000998 水调歌 扬州段运河遗产更新设计 江南大学 王晔 杨雨辰 

75 B119-001008 樞—医养结合多样宜居的养老社区 苏州大学 王洪羿 胡峻语、沈梦帆 

76 B119-001030 街院再生·人际重塑 北京建筑大学 胡雪松 刘淳淳 

77 B119-001073 无锡旧船厂城市复兴工业乐园 苏州大学 / 朱懿璇 

78 B119-001280 活力社区的连续“有机质” 东南大学 张彤 林逸风、邹闻婷、邹立君 

79 B119-001345 船闸公园——基础设施的活化利用 东南大学 夏兵 刘倩茹、宋梦梅、王国庆 

80 B119-001373 活力少城 居游共栖 西南交通大学 袁也、蒋蓉 宋楷楠、徐一菲 

81 B119-001424 毛细系统——慢行系统的理性回归 南京工业大学 方遥、杨青、王江波 许浩远、李凯旭、袁瑜、程惠南、谢小丽 

82 B119-001432 智慧农野——互联网+公园模式探索 南京林业大学 
孙新旺、李晓颖、申

世广 
张寒韵、张祥、陈丽丽 

83 B119-001487 共生寓 南京大学 / 唐萌、张文轩 

84 B119-001645 艺享天开——青阳港核心区城市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王南 徐杜江南、程露 

85 B119-001690 3D-METRO 苏州大学 夏杰 刘婧、南雅卿 

86 B119-001718 生活的礼赞——道口古镇社区营造 南京大学 / 刘贺、张擎天 

87 B119-001719 事空间·时空间 南京大学 / 张擎天、刘贺 

88 B119-001749 串联社区——社区公共空间改造 重庆大学 曾引 辛萌萌、韩奕晨、王世达 

89 B119-001762 红砖游园——园林式校史馆设计 合肥工业大学 刘阳、徐晓燕 汝文欣、陈剑、袁晨曦 

90 B119-001800 为当地居民创建一个回归的渔村（韩） / Lee Sung Kyun 
Lee Gong Myeong、Lee Seung Yeon、Park Hyeon Chang、Jo 

Hye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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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 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2019）” 优秀作品奖 

推荐获奖作品、获奖单位及获奖人员名单 

职业组（90 项） 

一等奖：10 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获奖人员 

1 B119-000400 第三幼儿园——住宅架空层遐想 江苏筑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周晓阳、潘俊花、甘永年、王波、贾江南、王斌、钱梦瑶、

曹文鑫 

2 B119-000554 菜市不打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葛松筠、王雅淏、时敏敏、韦晓莲、贺佳彬、许迪琼 

3 B119-000655 等待的一万种可能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梅耀林、汤蕾、姚秀利、黄一鸣、樊思嘉、孙锦旭、阎欣、

索超、孙伟、蒋金亮 

4 B119-000684 蔬菜、邻居和好天气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毅杉、薛涵之、张子昊、马晓宇、王佳欢、周安忆、平茜、

贺智勇、张婉莹、翁珍妮 

5 B119-000816 围墙“网”事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谷申申、张宇涛、孙友波 

6 B119-000827 未来+，人才公寓的新七十二房客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王畅、裴小明、张效嘉、梅宇、江韩、王珏、祝侃、周宇、

郭乐乐、张伟伟 

7 B119-001027 “时间”的城市化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林雄声、张哲林、王轲、何杰 

8 B119-001123 “垂直街道”——空中坊巷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志军、袁雷、徐义飞、伏雯静、刘畅然、徐延峰、王超进 

9 B119-001135 垃圾分类视角下的老旧小区改造 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孔佩璇、秦正、马驰、韩岩、张欣、朱道焓、李焱、王文晨、

陆海峰 

10 B119-001271 居在金陵 遇见桥上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笑天、刘佩鑫、于昕、曹伟、艾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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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 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获奖人员 

11 B119-000013 断桥新演绎——废弃铁路桥更新设计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程浩、王莹洁、董正邦、葛强、王元林 

12 B119-000156 走马灯·那时景 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曹越、刘芳、袁亦尧、张馨文、曲鑫鑫、袁振翔、倪玥瑶、章

强 

13 B119-000199 自生长共运营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加伟、陶凌霄、徐文怡、蒋春瑶、樊宇钤、孔令玉 

14 B119-000248 阳泉三弄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集永辉、潘龙、陈文霞、邱黎明、刘春燕、陈则刚、齐翎懿、

蒋歆圆、陈佳栋、周秋婷 

15 B119-000275 猫“舍”——舍者归其舍 江苏筑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林隆葵、张妍、朱思渊、路志龙、范仲、刘力、张善锋、杨志

强、李光华、袁伟鑫 

16 B119-000334 院院见塔，世世家传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少锋、刘一帆、陈树楠 

17 B119-000406 青岛邮轮母港筒仓设计 上海加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惠无央 

18 B119-000436 大桥·小桥—打破高架的隐形壁垒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蔡天然、王胜、刘刚、曹永青 

19 B119-000439 百姓礼堂 南京张雷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戚威、王亮、杨泽宇、李晨星、马海依、邵璇、王丹丹、杨力、

刘超成、潘旭 

20 B119-000482 梦里桃源·黔南山水中的理想家园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薛宏伟、肖佳、李文菁、李潇然、孙家腾、赵宗晨、于梦卿、

李含、胡玥 

21 B119-000573 前街上巷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倪韻倩、朱君韬 

22 B119-000594 “新移民”的老集市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竹、殷玥、王嘉峻、杨梓轩、吴威、徐笑、丁园白 

23 B119-000702 舌尖上的 N 次方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斌、陈君、许迎、叶朦朦、乔楠、李宗键、朱婷怡、张锐敏、

蔡姝怡、王芳 

24 B119-000797 百变板房——建筑工人的宜居家园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旭明、季新亮、罗超、和煦、孙浩 

25 B119-000823 九扇门 + 七件事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查金荣、张筠之、刘阳、张智俊、沈天成、曹曦尹、陆勤、杨

柯 

26 B119-001075 蜕变 中核华纬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王森、李斐、付蓉、张进、薛燕、纪本源 

27 B119-001080 宅间空间的再生 
扬州大学 

扬州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 

张建新、殷加华、刘璐璐、韩卓、王潮、罗智勇、郭晋哲、殷

杰 

28 B119-001092 下个路口 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 闾海、葛大永、宁天阳、朱惠宇、顾萌 

29 B119-001126 雨中“莲”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梁泽渊 

30 B119-001243 现象东街——安顺古城中华东路改造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骏华、黄玲玲、刘卉、相睿、常军富、聂水飞、杨大映、肖

凡、杨烨、陈业文 

31 B119-001279 网巢居——2020 创客孵化园 扬州大学 谢麒、陈哲 

32 B119-001330 “返老还童”的街巷 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马强、窦永佳、张建平、罗菁、房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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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119-001398 崖生广厦——重庆青年公寓设计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邹立扬、赵敏、徐俊涛、冯一如、查慧、周伟、张有磊、许志

豪、张奕、谢凯骏 

34 B119-001465 老有所“e”——5G 时代智慧社区 中国矿业大学 
段忠诚、姚刚、李国利、韩栋庭、郭炜、华倩倩、郑宇鹏、褚

焱、赵呈煌、车洁 

35 B119-001502 快装置·慢生活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宁、汪衡 

36 B119-001554 [蜕变]苏州地铁临顿路站的更新 苏州零点营造设计有限公司 周卫 

37 B119-001584 “社区净水器”——净慧雨水花园 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田、陈秋婧、张兵洪、窦婷、施刘怡、谢露、郑豪、王笑丽、

贾君兰、汪园 

38 B119-001617 激活第壹区——筑梦青年圈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超进、张成、侯志翔、郑天乐、钱欣宇、庄依凡、徐延峰、

刘志军 

39 B119-001701 运河窑·运盒谣 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烨、沈洋、沈琪 

40 B119-001713 江南近现代制造业遗存公园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南京多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拾意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刘谯、洪淼、张菲、胡乾 

三等奖：50 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设计机构 获奖人员 

41 B119-000122 市井——串——街巷 淮阴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陈萍、顾炜、康锦润、周潮 

42 B119-000190 模块化设计对院落式住宅的破局 云南艺术学院 谭人殊、邹洲 

43 B119-000213 教场·市井文化的复兴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庄天时、许可 

44 B119-000247 爱之旅——庐山西海女神岛景观规划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杭州大拙亦美建筑设计工作室 

杭州北斗星色彩研究有限公司 

陈虹宇、陈子昱、吴铃燕、梁雅梅、马嘉悦、郭宏斌 

45 B119-000252 苏州相城区阳澄湖镇大闸蟹文化园 苏州九城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凡、王苏嘉、黄志强、谢磊、祁文华、尹凡、钱舟、宋如

意、钱宇川 

46 B119-000273 溯源——柳堡村旧址综合改造设计 
盐城工学院 

盐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福阳、王建立 

47 B119-000337 童行石城——住区儿童交往空间设计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曹心培、孙正、虞昊晟 

48 B119-000395 旧城新时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陈钶玮、王紫涵、张润宇、程晓理、范秋涛 

49 B119-000468 第二地平线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科旻、祖丰楠、祝靓、郁晶晶、孙杨 

50 B119-000489 爱“上”这条街—南湖生活真滋味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曹隽、陈步金、李宁、相西如、徐淳、常晓旭、杨清、吴凡 

51 B119-000566 天台若比邻——“破冰”社区计划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彭晓梦、孙欣、李邑喆、王译瑶、孙经纬、林梦楠、余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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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B119-000591 径·廊·轨——畅想老小区血脉再生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许圣奇、顾凯强、刘帅、孙卫、袁启春、朱旻、高宇 

53 B119-000606 归巢·归潮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潘静、杨明、朱敏、邱雪菲、舒婷、王之峥、刘露、孙丽娜、

朱震宇、贺智瑶 

54 B119-000610 传承·更新 青果巷历史街区改造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邵翔 

55 B119-000625 工业 4.0 城市 4.0 宜居 4.0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铨、王新宇、袁真、童滋雨、陆枫、杨轶雯、赵牧青、魏

江洋、崔洧华、唐桤泽 

56 B119-000661 流转·生辉——共建社区改造计划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朋、刘宁琳、朱镇宇 

57 B119-000723 旧貌换新颜——三畏堂之传承与突破 
水石设计传统建筑研究院 

南京米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康、周苏宁、吴子夜、钱卫凤、刘庆堂、王洪磊、郭心越、

唐涛、彭彬、范健华 

58 B119-000757 很高兴认识你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王畅、汪愫璟、季婷、杜依滢、卞思寒、鲍东波、薛诗寒 

59 B119-000832 宜居大院——停车景观一体化策略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晓蕾、李仁民、林凌、丁思亮、刘友香、靳湾湾、陈宇峰、

孙阳、乔晗、钱思宇 

60 B119-000850 H 舱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作舟、夏天、黄琳、那明祺、王婕、陈思文 

61 B119-000872 工业起“舶”器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环境设

计工作室 
仝晓晓、徐孝天、刘佳卉、刘俊妤、黄金涛 

62 B119-000876 社区魔盒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汤淑星、王磊、秦娅、施卫红、陆新亚、李智伟、天宇、张

家豪、杨晓天、杨颖 

63 B119-000933 大桥小事·桥工新村更新与提升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瑞义、胡大愚、樊云龙、李斌、戴天序、齐彬、潘静、肖

凡、蒋蓓、徐丹 

64 B119-001108 寺面八坊——南通寺街提升计划 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进、孙湉、黄清、陈玥亦、曹静、朱蓉蓉、张诗敏、朱佳

奇、余逸潇、张祎玮 

65 B119-001139 “轨迹”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环境工

作室 
仝晓晓、任秀红、刘姝妧、于洁、毕文姗 

66 B119-001155 巷邻中心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家华、陆蔚婷 

67 B119-001165 驿站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家华 

68 B119-001199 上星其社区服务中心 苏州致朗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解永任、晏子、胡敏、宋长春、韩汝金 

69 B119-001234 耕海牧渔 向海而生 连云港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郝家顺、吴凯罗、黄稚文、周云龙、刘健誓、郝娜、谢佳洁、

王玮、刘欣、李威 

70 B119-001259 平江府·半时辰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顾苗龙、潘磊、周逸然、付长赟、王思睿、黄豪、严龙、吴

海波、郭欣雨、沈仕娜 

71 B119-001264 里院漫步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旭、张德利、李伟杰、苏逸凡、王晓茜 

72 B119-001266 点亮“灰”空间——小区共享 HUB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袁锦富、刘志超、李琳琳、吴迪、潘之潇、吴泽宇、徐立军、

李子静、姚秀德 

73 B119-001303 每个人的异托邦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潘鹏程、王玥晗、刘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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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B119-001308 保利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园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欣、唐金波、王文略、封家慧、刘栋、李伟杰、杨国华、

王晓茜 

75 B119-001315 “订制”的美好生活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环境设

计工作室 
仝晓晓、马意晨、陈颖、孙悦、袁洋洋 

76 B119-001319 巷由“新”生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硕、张媛明、陈昭、邓骥中、石娟、李海龙、涂静宇、吴

斌、何序君、周佳星 

77 B119-001334 “荣”光——荣巷菜场的前世今“生” 无锡市天宇民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登银、谢新星、李星逸、应晓音、李学成、陆天佑、黄加

国、石栋、金涛、徐晓春 

78 B119-001337 从医到宜——老公共配套的原地新生 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 陈超、李春晓、何姝、陈一纯、苏依、成思齐 

79 B119-001343 蜀道“难”——教育遗址活化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罗萍嘉、谢宇堂、江旭雅、谭笑 

80 B119-001364 都市有点“田”生活有点“甜”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叶凡、郁正锴、李冰、陈池、吴尚、刘晓旭 

81 B119-001369 济城 in 巷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黄若愚、戴秀男、严晓洁、杨培枫、秦薇、张馨月 

82 B119-001377 康养魔方——城中村的设计改造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与环境设

计工作室 
仝晓晓、孙悦、袁洋洋、马意晨、陈颖 

83 B119-001406 零·聚——飞桥下的空间重塑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房鑫鑫、陈礼纲、晏小飞、丁浩宇、翟嘉祥、刘冬慧 

84 B119-001520 “随叫随到”的空间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军、嵇岚、纪越、李民子、刘珊荷、黄珊、路天、徐延峰、

刘志军、王超进 

85 B119-001526 窑·想当年 江苏天奇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祺、严玮辰、童刚、李娉婷 

86 B119-001528 社区心愿廊+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嵘、艾尚宏、何永乐、张濛、吴万畏 

87 B119-001538 “家门口”的那点事儿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洁、徐功庆、谈歆、沈鸣、唐健亮、任道远、华心怡、刘

军、张庭嘉、邵海涛 

88 B119-001562 城市烟火——东箭道农贸市场改造 南京美丽乡村建筑规划研究有限公司 
苗成年、张磊、陈璐、孙伟宇、朱勇、傅韶华、丁艺婷、李

鹏、刘鹏程、柳筱娴 

89 B119-001738 梦境之中 想象之外——儿童新社区 江苏合筑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许洋、董一鸣、姜航、施雨佳 

90 B119-001743 绿轴生“花”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彭伟、卞光华、郑兴宇、马如川、赵雨薇、曹菁菁、商伟、

徐延峰、刘志军、王超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