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8 年度青岛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评选获奖项目名单

一等奖（8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主要编制人员

１ GH-4-01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市南区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图则编制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双辰、张 帆、鞠德东、潘丽珍、

杨 涛、张亚宣、王现石、张子涵、

张之菡、王卓琳、任建峰

２ GH-1-07
城市规

划类

青岛西海岸新区总体规划

（2018-2035 年）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 鹏、张善学、王太亮、刘 达、

王志刚、陈吉升、宋 军、王天青、

王 婷、曹 峰、李勋高、方海恩、

孙伟峰、汪莹莹、薛 玉

３ GH-1-08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多规合一”（空间

规划）（2018-2035 年）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于连莉、郭晓林、宋 军、韩 青、

商 桐、周 琳、李 艳、周志永、

赵 琨、单 全、李 扬、孟广明、

王 伟、王伟智、黄 浩

4 GH-4-02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城市风貌保护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青岛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泽坚、孙 昊、吴晓雷、宋 军、

周浪浪、肖 健、隋鑫毅、陆柳莹、

张 帆、王 宁、李林晴、丁帅夫、

周 详、郑 芳、王 方

5 GH-5-07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中心城区总体城市

设计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 宾、吕 翀、吴 龙、万国凯、

韩 浩、王丽媛、朱云博、王吉祥、

李 珂、吴金泽、耿 凯、王 振、

相茂英、吕广进、朱瑞瑞



6 GH-10-03
城市勘

测类

青岛市城乡综合治理网格

化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平台开发和数据库建设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青岛市

西海岸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有限公

司

焦俊超、马欠逊、任树睿、綦春峰、

苏 震、赵云华、赵 维、孙 磊、

王 丹、徐文坤、孙中原、李 琳、

龙凤鸣、齐共同、路媛琦

7 GH-7-07
城市规

划类

青岛西海岸新区分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 鹏、王太亮、张善学、刘 达、

王志刚、王 婷、曹 峰、崔明芳、

杨东辉、张增键、闫晓含、史宏祺、

张 艳、马 璇、刘丹丹

8 GH-8-09
城市规

划类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城

乡建设工程标准（城乡规划

领域）应用情况调研报告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宋 军、万 浩、仝闻一、季 楠、

张慧婷、秦 莉、方海恩、吴晓雷、

李祥锋、白琨玉、陈天一、成 敏

二等奖（16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主要编制人员

１ GH-1-06
城市规

划类

胶州湾老城有机更新示范

带总体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田志强、赵启明、曹书铭、宋 军、

刘 扬、章锡年、胡晓倩、马婧媛、

马广金、李 婧、刘 通

２ GH-6-13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修建性

详细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

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 宾、高庆辉、吕 翀、王吉祥、

王丽媛、许 康、化继峰、袁 玮、

万晓梅、李 珂、万国凯、刘文雪、

崔慧岳、王志东、马 肖

３ GH-11-01
规划信

息类

精细化城市治理体系初探

——依托市北区城市治理

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构建

规划管理与服务平台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 健、周 佳、王婉君、王英楠、

生 辉、战芃蒴

4 GH-2-17
城市规

划类

即墨区海岸带保护利用规

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青岛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潘丽珍、魏正波、王天青、王丽丽、

张慧婷、吴晓雷、周 详、陆柳莹、



姜 文、代吉鹏、王卓琳、李 健、

周兆强、朱 倩、刘 琼

5 GH-5-02
城市规

划类

涛雒镇渔业田园综合体整

体概念规划及重点片区提

升改造设计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晓红、陆 泉、李 亮、张西根、

侯洁静、李宗超、王 柳、李荣楠、

刘仁超、张玲玲、许 畅、孙 静

6 GH-1-03
城市规

划类
胶州湾保护利用总体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晓雷、叶 果、王天青、郑轲予、

赵 琨、王 宁、丁帅夫、仝闻一、

苏 诚、王丽婉、杨 靖、袁方浩、

张慧婷、彭德福、杨林童

7 GH-6-05
城市规

划类
藏马山居住区规划

青岛市公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马 林、郭 超、李 坤、张小帆、

袁 蕾、裴 杰、高非非、王 珂、

高萌萌、王 娜、林松涛、韩呈毅、

张 东、韩 宇、刘振伟

8 GH-10-01
城市勘

测类

青岛上合峰会应急保障测

绘项目市南区重要迎宾道

路地下空洞检测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潘旭飞、吴延锋、贾伟政、刘宝华、

赵亚波、张九宴、路平社、黄绪涛、

李 涛、刘方雷、于 鹏、刘士彬、

孙晓丽、刘庆波、张鸿涛

9 GH-9-05

村镇规

划类
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周

戈庄村保护与发展规划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

院

李兵营、朱一荣、李爱武、徐飞鹏、田

华、姚大海、薛 凯、郝占鹏、张安

安、吴 婵、刘志浩

10 GH-5-06
城市规

划类

即墨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

计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 宾、吕 翀、万国凯、朱云博、

辛贵哲、王丽媛、韩 浩、张 雪、

邓晓阳、宋 铭

11 GH-8-04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青岛市公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韩 青、张洲朋、李 扬、张小帆、

罗 征、裴 杰、单 全、于 茜、

马 林、苏小梅、王 觉、张 震、

夏纪斌、熊 鹰

12 GH-7-05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崂山区金家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天青、吴晓雷、苏 诚、王丽婉、

杨 靖、王 伟、吴 镝、于莉娟、

仝闻一、袁方浩、孙红哲、方海恩、



陈商蕾、朱 琛、贾林栋

13 GH-2-10
城市规

划类

青岛蓝谷公共服务设施专

项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新

加坡国立大学张烨助理教授

段义猛、高永波、刘春一、张 烨、

陆柳莹、袁圣明、沈崇龙、陈强强、

贾云飞、田欣悦、解玉成、王晓莉、

王 聪、李小溪、张 威

14 GH-9-04
城市规

划类

昌邑市潍河绿色发展长廊

示范区规划
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王 伟、黄本敏、姜崇棠、贾秉玺、

侯 蕾、单连杰、包小萌、郑晓光、

张淑荣、于洪娟、吕良杰、刘伟华、

孙良铜、孙晓菲

15 GH-5-03
城市规

划类
日照迎宾路两侧城市设计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晓红、陆 泉、訾亚菲、王留升、

黄 乾、王雨洁、刘青杰、王雅楠

16 GH-10-11
城市勘

测类

方兴青岛高新区项目 D1、

D2、D3 地块勘察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臧文坤、王定国、张丽燕、阮 浩、

王殿斌、杨 波、朱祥山、王文彤、

周洪福、张 弓、陆晓燕、王起刚、

闫 楠、孟庆柯、潘增志

三等奖（32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主要编制人员

1 GH-1-01
城市规

划类

青岛西海岸新区地下空间

综合利用及人防工程总体

规划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张晓龙、王 刚、程 卓、朱木兰、

高昊天、鲁晓婷、郝传辉、陈 斐、

栾 峰、于晓华、祁正泰、段昌龙、

刘文彩、于月怡

2 GH-1-05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海域资源综合利用

总体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天青、吴晓雷、叶 果、郑轲予、

任一平、纪毓鹏、王 宁、丁帅夫、

苏 诚、王丽婉、张慧婷、杨林童、



彭德福、冯启凤、徐文君

3 GH-2-02
城市规

划类

莱西市城市排水（雨水）防

涝综合规划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刘 洁、王 琳、李昌科、李 宝、

孟祥宇、程甜甜、相洪旭、张 潮、

张兴波

4 GH-2-03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排水专业规划（修

编）（2016-2020）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刘 利、李 宝、王 琳、刘 洁、

李昌科、孟祥宇、程甜甜、相洪旭、

张 潮

5 GH-2-06
城市规

划类

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交通

体系研究与重大设施详细

规划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南京市城市与交通

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鲁洪强、钱林波、王召强、汤 祥、

隋 毅、汪 卓、杜小玉、刘海平、

杨建中、徐玉晓、张忠磊、马 林、

沈崇龙、贾云飞、陈强强

6 GH-2-12
城市规

划类
城阳区慢行交通专项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宫晓刚、王伟智、郑晓东、房 涛、

朱 琛、赵贤兰、舒 鹏、吕淑静、

刘秀华、马 清、徐泽洲、王 强、

于莉娟

7 GH-2-15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市区农贸市场专项

规划纲要（2018-2035 年）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陆柳莹、崔婧琦、王天青、王晓莉、

赵润晗、傅 蓉、胡连军、王 聪

8 GH-2-16
城市规

划类
西海岸新区凤凰岛风貌保

护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潘丽珍、魏正波、王卓琳、葛 曼、

朱清涛、张 帆、史宏祺

9 GH-2-18
城市规

划类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

综合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青岛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潘丽珍、刘 宾、朱清涛、吕 翀、

孔婷婷、李 珂、魏正波、韩 浩、

薛亦暄、李 涛、多 骥、李国强、

高 超、刘宗强、于 晓

10 GH-3-02
城市规

划类

“美丽青岛行动”整治工作

方案编制设计

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李成基、王 伟、徐国栋、李明恒、

柳伟巍、方 坤、马玉龙、陈 强、

胡筱宇、刘 洋、代玮嘉、尹清苓、

刘昌磊、何丽珍、隋晓冬



11 GH-5-01
城市规

划类
日照潮石路沿线发展规划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陆 泉、李 伟、鞠相军、王大顺、

王璐

12 GH-5-04
城市规

划类

潍坊高新管委会周边区域

城市设计项目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潍

坊市规划局高新区分局

王 拓、魏晓菲、于垂君、于 佳、

陈 星、王景云、高增林、许宏斌、

李文灿、张建华、马洪亮、李 娜、

张 伟、綦天昌、陈文君

13 GH-5-05
城市规

划类

中国传媒小镇（威海）产业

策划及概念规划设计方案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 拓、魏晓菲、高增林、李 娜、

胡泽宇、于 佳、郭轶凡、陈 星、

张 伟、马洪亮、许宏斌、张建华、

于垂君、綦天昌、王景云

14 GH-5-08
城市规

划类

胶州市站前大道沿线城市

设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魏正波、罗丽霞、潘丽珍、宫 红、

钟广鹏、孙春燕、孙 昊、战绪仁、

王 方、张 琨、张聿君、代吉鹏、

张 帆、刘金海、高 雨

15 GH-6-01
城市规

划类

沈阳康湖湿地文化旅游度

假区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震铭、袁中方、李爽悦、王慧云、

刘 康、尼江涛、封家慧、孙诗颖、

冯 帅、王业寒、于 谦、张 森

16 GH-6-02
城市规

划类

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 2#

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高增林、郝 彤、王 拓、张 浩、

韩 雪、李文灿、綦天昌、魏晓菲、

张建华、陈 星、于垂君、王景云、

李 娜、马洪亮、张 伟

17 GH-6-10
城市规

划类

中洲·半岛城邦（南区）三

期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 拓、朱雅莉、王凯平、李巧玲、

宿洪凯、张 鹏、詹 晟、许友芹、

陈 超、滕兆波、赖 寒、唐风云、

张 凯、高增林、张建华

18 GH-6-11
城市规

划类

中信国安·北海第一城水系

规划方案
青岛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黄 青、李 宁、梁春燕、张煜晴、

褚宏林、宋辛垚、袁旭雷、李 柯、

董 凯、韩春艳



19 GH-7-01
城市规

划类

董家口火车站周边控制性

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于月怡、王 刚、程 卓、张 程、

李振宇、陈 斐、程天琪、郝传辉、

鲁晓婷、魏克岩、高昊天、王 志

20 GH-7-03
城市规

划类

青岛海洋高新区北片区（胶

南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鲁晓婷、李彦霖、王 刚、程 卓、

于月怡、刘文彩、张晓龙、高昊天、

丁增艳、张 程、祁正泰、孙伟娜、

王 志、王化盛、燕新光

21 GH-7-06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市北区特色商贸区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 婧、周 楠、夏 晖、宋 军、

田志强、刘 扬、初开艳、郑淑晶、

刘明天、刘淑永、张 毅、孙 玮、

李 斐、杨 靖、任国桢

22 GH-8-01
城市规

划类

青岛第二海底隧道及接线

规划研究（两端接线详细规

划研究）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青

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青岛城市建筑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万 浩、李勋高、高洪振、马 清、

曲立清、李 翔、徐泽洲、刘淑永、

王召强、张忠磊、张钰成、苏 南、

滕法利、李 坤、张铁岩

23 GH-8-02
城市规

划类

面向实施的青岛市老城区

小型开放绿地规划研究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于连莉、朱瑞瑞、杨彤彤、吕广进、

宋 军、张洲朋、王天青、张志敏、

郝 翔、胡 倩、孙 琦、周 琳、

朱 倩、刘 琼、盛 捷

24 GH-8-03
城市规

划类
青岛西海岸新区指标体系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岩杰、李晓丽、吕红亮、王太亮、

王 鹏、谭 磊、闫晓含

25 GH-8-05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洲朋、韩 青、李 杨、裴 杰、

单 全

26 GH-8-08
城市规

划类

青岛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研究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自

然资源部经济管理科学研究所、

青岛海洋地质工程勘察院

于连莉、郭晓林、宋 军、韩 青、

杜臣昌、罗 研、刘晓东、赵 琨、

周志永、李 艳、李昭彤、王 琰、

单 全、李 扬、田 艳



27 GH-9-01
村镇规

划类

董家口港城泊里安置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葛庆明、陈 斐、王 刚、程 卓、

于月怡、丁增艳、高昊天、鲁晓婷、

王 志

28 GH-10-02
城市勘

测类

青岛市城区既有房屋建筑

抗震性能普查项目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青岛市

西海岸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有限

公司

赖 超、梅学彬、刘鹏超、韩 磊、

赵云华、甘宇亮、鞠文征、赵 维、

胡振彪、赵艳珍、李志刚、王 刚、

王 超、边荣业、马欠逊

29 GH-10-04
城市勘

测类

青岛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前期项目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张洪德、李志刚、尹相宝、刘宝华、

李 君、张 恩、陈 鹏、赵亚波、

韩 磊、夏春初、王 锐、王 智、

李 勇、王晓兵、胡玉祥

30 GH-10-06
城市勘

测类

青岛市地铁 11 号线规划

竣工测绘项目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王晓兵、李 勇、熊文辉、张洪德、

刘宝华、宋云记、韩 磊、李淑娟、

常顺达、赵亚波、王 智、尹相宝、

胡玉祥、石乐乐、孟庆年

31 GH-10-10
城市勘

测类

青岛中学项目九年一贯制

部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朱祥山、周洪福、阮 浩、赵 民、

臧文坤、王定国、王文彤、杨 波、

张 弓、张丽燕、陆晓燕、王殿斌、

孟庆柯、闫 楠、潘增志

32 GH-11-03
规划信

息类
青岛蓝谷规划信息平台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文新、周志永、王建峰、高 亢、

张 伟、和 娴、相茂英、郭结琼、

卢 鑫、江源浩、沈崇龙、贾云飞、

朱会玲、张 栋、王艳杰



附件 2：

2018 年度青岛市优秀建筑设计评选获奖项目名单

一等奖（7 项）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

1 公共建筑 JZ-1-26 青岛新机场建设项目 T1航站楼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荣锋、潘 磊、刘 辉、钟光浒、

冯 远、吴小宾、陈志强、王立维、

张慧东、侯 剑、银瑞鸿、侯余波、

徐卫理、朱丽莎、潜雪冰

2 公共建筑 JZ-1-0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附属幼儿

园及专家公寓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许 栋、朱 倩、梁 建、张浩冉、

陈 鹏、刘 亚、潘 浩、王 兰、

李桂旭、邹美霞、李 蒙、周培金、

陈海燕、韩秀贤、李 健

3 景观环境 JZ-6-08 万科青岛小镇植物园景观设计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韩光学、安清龙、纪祺祺、肖志伟、

杨君龙、王帮乾、王若谦、张 鑫、

王 晶、李振华、迟皓亮、刘 平、

郑宇飞、刘雨晴

4 公共建筑 JZ-1-06 潍坊市高新区银通学校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魏 鹏、邵晓雯、李笃伟、张腾飞、

王 丛、张 博

5 景观环境 JZ-6-05 小麦岛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方案

设计
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成基、郑晓光、刘衍溥、杜 序、

刘伟华



6 商业办公 JZ-3-03 红星爱琴海商业方案设计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 康、于 谦、梁 琛、姚美政、

马雅兰、孙 颖、王肇乾

7 商业办公 JZ-3-04 日照海洋公园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晓红、尹慧英、李冬艳、蔡 萌、

李培波、井彦青、杨胜志、王再峰、

李建峰、任万辉、吴相杰、熊育林、

王 维、吴 磊、宋启涛

二等奖（17 项）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

1 景观环境 JZ-6-01
青岛西海岸蓝湾路慢行系统暨

沿海视觉通廊（后岔湾至银沙滩

西）—凤凰山公园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立健、李 佳、丁浩伦、李 帅、

张 静、孙 静、张傲然、李 强、

张百进、杨洪亮、刘泽群、尹晓东

2 公共建筑 JZ-1-08 涿州市高新区特教学校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 欣、朱书含、李 旭、王晓茜

3 商业办公 JZ-3-09 青岛浙商·国际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陈荣锋、潘 磊、杨 洋、梁 岩、

李夕凯、周 利、陈志强、张慧东、

侯 剑、银瑞鸿、侯余波

4 居住建筑 JZ-2-10 黄岛区珠海街道办事处复兴社

区燮里安置区项目

青岛市公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徐李沐子、刘彦君、郭 超、王 珂、

李 坤

5 景观环境 JZ-6-12 青岛市民健身中心环境景观工

程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

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唐小简、刘 宾、王吉祥、吕 翀、

叶 麟、李 然、路苏荣、盛子菡、

孙文东、耿碧萱、黄 河、刘腾潇、

温明洁、王 振、刘嘉睿



6 公共建筑 JZ-1-29 广州万达主题乐园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震铭、尹慧英、常振华、祝松柏、

杜徳春、杨记利、李凯林、肖 艳、

杨胜志、顾 鹏、倪加成、吴相杰、

李 刚、王 伟、卞国栋

7 景观环境 JZ-6-06 麗山国际 4.2期景观规划设计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韩光学、杜文波、王 晶、张 玲、

吕丹丹、张 鑫、肖志伟、高金凤、

陈金香、纪祺祺、王博文、迟皓亮、

刘雨晴、刘 平、王若谦

8 公共建筑 JZ-1-12 青岛瑞源中医医院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 傧、李军平、陈 伟、宋秋莎、

于 千、刘钊利、陈 晨

9 公共建筑 JZ-1-24
青岛蓝茂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期

改造建设项目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徐 达、赵亢男、常 成、朱云龙、

陈 宸

10 商业办公 JZ-3-11 临沂世纪广场商业步行街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马 腾、王 凯、田 斌、刘博慧、

接泽宇

11 商业办公 JZ-3-13 青特万达广场项目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马 腾、李雪猛、孙筱东、李逢琛、

接泽宇

12 商业办公 JZ-3-12 临淄上地广场商业综合体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马 腾、王 凯、李 展、刘 亚、

刘博慧

13 居住建筑 JZ-2-03 榕江路北、昆仑山路东地块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晓红、宁 君、胡振伟、杨继伟、

郑 超、夏泽迪、汤美琳、张 娜、

管雪阳

14 公共建筑 JZ-1-01 李家庵第二小学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明 亮、徐在辰、黄 淮、邢 磊、

于千惠

15 工业建筑 JZ-4-02 大荣生态科技园项目 9号、11
号、12号地块（一期）

青岛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孙金磊、高 媛、宋勇良、耿维龙、

邵作祥



16 居住建筑 JZ-2-18 河套街道安置房项目-潮海西社

区 01地块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汪 澜、辛文燕、郝玉霞、刘 波、

李 浩、许 哲、张川东、王霄龙、

王思思、李令捷、单卓琳、叶佳明、

刘寓峰、盛佩佩

17 公共建筑 JZ-1-20 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 2-1#地块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郝 彤、田 斌、高增林、韩 雪、

李 燕、张 浩、康金凤、王 兵、

李 畅、李旭江、杨文江、闫 晗、

张建华、陈 星、葛 颖

三等奖（35 项）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

1 公共建筑 JZ-1-02 平度市厦门路小学改扩建工程 青岛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丁 超、秦绪敏、邢龙飞、仲崇辉、

高景祥

2 公共建筑 JZ-1-03 安子小学
青岛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

王 军、李 波、王明帅、王 迪、

马百通

3 公共建筑 JZ-1-04 太行山路中学
青岛市旅游规划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王卫东、路凌俊、高 明、王 汉、

王 政

4 公共建筑 JZ-1-09 冠县档案馆建设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魏 鹏、张 博、李笃伟、

5 公共建筑 JZ-1-11 青岛市国家级青少年足球训练

中心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 健、黄伊明、宋淑明、王 伟、

于 强、姜飞宏、张忠赫、李 涛、

董 赫、张吉明、车允兵、温孚凯、

孙秀浩、石正建、仝志远



6 公共建筑 JZ-1-13 青岛市城阳区第二人民医院迁

建工程

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董永鑫、贾来献、房晓玉、于婷婷、

崔伯阳

7 公共建筑 JZ-1-14 青岛滨海学院附属医院
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贾来献、徐 艳、郎 晨、房晓玉、

崔伯阳

8 公共建筑 JZ-1-18 奥帆多功能厅改造工程
青岛市公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马 林、刘势才、李文翔、翟晓阳、

李 珂

9 公共建筑 JZ-1-23
青岛澳柯玛智能产业园项目（东

区）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成发、解 岩、卜庆新、赵银杰、

邵怡然、潘兴强、许光磊、郭啸宇、

陆濯乾、姜学岩、姜晓杰、孙佳驹、

滕兆波、赵光辉、吴晓鹏

10 公共建筑 JZ-1-25 青岛董家口经济区水质检测中

心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徐 达、代金磊、朱云龙、常 成、

王 喆

11 公共建筑 JZ-1-28 即墨北站站前枢纽一体化综合

开发项目（B地块）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成发、解 岩、闫永继、赵若婉、

卜庆新、韩光学、刘 平、王永全、

宋书剑、刘 惠、宋明晓、劳希君、

张 俊、韩明新、王洪涛

12 居住建筑 JZ-2-04 万科翡翠长江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褚玉亮、胡庭杰、方 超 、刘田园、

杜 昭、盖 强、王 洋、王 娟、

耿方晓、顾 鹏、李永森、田俊男、

盖 鹏、李秀平、刘俊龙

13 居住建筑 JZ-2-05 天骄观澜国际社区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崔 柳、黄伊明、黄继航、王燕平、

于 辉、李大帅、陈东媛、徐 进、

解 震、杨国华、姜玉平、鲁会凯、

刘 康、刘 杨、丁在洋

14 居住建筑 JZ-2-08 上河城一期
中瀚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孟祥群、万凤霞、邢永胜、王 强、

温佳男、赵 颖、张 琦



15 居住建筑 JZ-2-09 麦岛居住区改造 C1区项目 青岛海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许 冰、王 鲁、于 洁、陈 斌、

杨 萍、马春峰、张晓暖、孙显杰、

李英慧

16 居住建筑 JZ-2-11 青岛平度 17038地块（国宾府）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 琴、张雅娟、黄 鹏、王茂东、

刘福生、滕兆阔、闫洪五、赵丹洋、

王 健、冯美玲、郭春君、杨 亮、

杨 凯、周鹏飞、刘文浩

17 居住建筑 JZ-2-12 海尔地产·珺玺项目一期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 健、韩 毅、张雅娟、王 琴、

冯美玲、闫洪五、周鹏飞、黄 鹏、

王世杰、王茂东、刘文洁、滕兆阔

18 居住建筑 JZ-2-15 青啤家园·沂河水岸 9区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龚 洪、张 浩、汪 云、张所任、

康金凤、韩 雪、胡 旻、吕冠军、

张学忠、马洪亮、杜建璐、杨怀彬、

李 晶、李建朋、林 川

19 居住建筑 JZ-2-16 山东头社区村庄改造项目

LS0104-061、LS0104-055 地块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成发、卜庆新、王金尧、赵若婉、

邵怡然、任红燕、李自真、纪 鹏、

解 岩、柳温忠、郭志潮、周 洁、

马江坤、陆濯乾、郭啸宇

20 居住建筑 JZ-2-19 河套街道安置房项目-潮海东社

区 06地块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汪 澜、姜浩杰、辛文燕、郝玉霞、

刘 波、李 浩、许 哲、张川东、

王霄龙、王思思、李令捷、单卓琳、

叶佳明、刘寓峰、盛佩佩

21 居住建筑 JZ-2-20 河套街道安置房项目-赵家岭社

区 08地块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汪 澜、辛文燕、郝玉霞、刘 波、

李 浩、许 哲、张川东、王霄龙、

王思思、李令捷、单卓琳、叶佳明、

刘寓峰、盛佩佩

22 商业办公 JZ-3-01 青岛城市传媒广场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唐金波、封家慧、王文略、刘 栋、

王卓力、尚卫东、王 慧、黄雅文



23 商业办公 JZ-3-05
信息与金融产业示范区一、二

（东李商圈改造二期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

公司

王 浪、朱翌友、黄伊明、褚玉亮、

曲立坤、孙 涛、章海荣、王华斌、

谢瀛慷、罗 浩、蒋宏蕾、李 壮、

张 萌、丁在洋、张忠赫

24 商业办公 JZ-3-10 东方时尚中心二期 1#地块规划

建筑方案设计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许 栋、朱 倩、王 兰、梁 建、

于明洋、戴西行、潘 浩、李桂旭、

邹美霞、李 蒙、周培金、陈海燕、

聂 鹏、沈 怡、李鹤年

25 商业办公 JZ-3-14 永旺梦乐城烟台店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广万东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孔海涛、胡 强、李 娟、肖立军、

東英樹、余 鹭、李东旭、卫建强、

陈 凯、宋启利、褚夫琛、孟祥瑞、

杨昌宏、姜辉东、李高飞

26 商业办公 JZ-3-16 威展海峡两岸海洋新能源研究

院项目
青岛瑞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周风海、朱会霞、赵 东、刁玉亭、

李海良、韩 媛、迟宝苹

27 工业建筑 JZ-4-03 远创国际蓝湾创意园

（二期）

青岛市公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刘势才、翟晓阳、马 林、李文翔、

李 珂

28 工业建筑 JZ-4-04
青岛东怡增铝合金新材料有限

公司产业园项目
青岛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皮印帅、程远新、范海亮、芮法光、

张心语

29 工业建筑 JZ-4-05 海尔生物医疗产业化项目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闫洪五、王 健、许 东、谷春昕、

王茂东、王世杰、滕兆阔、杨 亮、

费日晓、安志鹏、冯美玲

30 工业建筑 JZ-4-08 立菲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范广明、闫玲玲、孙 凯、申 新、

郭 靖、隋 磊、赵 一、刘春浩、

孙 刚、刘海燕、刘昊洋、许 娜、

王维波、张 鹏



31 市政工程 JZ-5-01
青岛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李

沧区）大村河流域 PPP项目设

计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王卫东、孙运磊、陈 涛、李因翔、

马振荣、续海洋、张国栋、王晓杰、

方豪星、褚福尧、骆斌斌、徐宇斌、

官文秀

32 景观环境 JZ-6-07 凤河汶河丙村河三角地水源综

合整治保护与蓄水治洪工程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韩光学、张 玲、王 晶、安清龙、

陈金香、吕丹丹、纪祺祺、王博文、

肖志伟、高金凤、迟皓亮、刘雨晴、

刘 平、王邦乾、王若谦

33 景观环境 JZ-6-09 金茂青岛中欧国际城 A2地块景

观设计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韩光学、杨君龙、李振华、迟皓亮、

安清龙、肖志伟、纪祺祺、陈金香、

高金凤、张 玲

34 景观环境 JZ-6-10 山东头社区村庄改造项目

LS0104-061地块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傅凯凯、王爱伟、李 杰、高 名、

刘 超、高 凡、张 晖、林涓音、

徐贺一、冯旭涛

35 景观环境 JZ-6-11 青岛北站西广场景观设计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安清龙、王帮乾、纪祺祺、张 玲、

杨君龙、肖志伟、刘 平、王若谦、

刘雨晴、郑宇飞、张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