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优秀建筑创作奖”获奖项目名单
序
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设计人员

一等奖（3项）
林秋达、郭海蓬、翁浪天、刘 彭、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可寒、孙雅雯、赵晓晗、陈西丹、
蔡诗晗

1

亿联网络总部大楼方案设计

2

福州河口历史街区文艺剧场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福建工程学院

3

寿山乡九峰村文化客厅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严龙华、王 硕、陈沐歌、郭耘锦、
乔继雷、郑宇豪
林经康、周
黄 璟、林

畅、张沅琳、吴
忠、高 磊

昕、

二等奖（26项）

1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

中元（厦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福锦、杨志长、徐蕴斯、官炎飚、
詹重桂、陈 凯、柯志超

2

深圳宝安医院

北京中合现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吴晓庚、张福镪、洪建新、杨剑锋、
谢津津、林 易、桑 玮、齐永强、
李晔国、李 强

3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

厦门东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4

融侨国际医院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春风、潘海洪、杨振宏、周湉湉、
李祥宁、李 华

5

漳州市东部公交枢纽工程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阙 平、曾文众、陈子龙、王宏献、
郭 旻、姚坚伟、张 威、刘纯清、
陈序盟

6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建筑生产基
地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杨大东、李俊峰、陈晓静、许维亮、
周 锦、李冠儒、梁 畅

7

若园·厦门、唐侍御薛令之墓园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8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第四期工程
（高中部）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福州坊巷小学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福建工程学院

严龙华、郭耘锦、邱峰琳、欧阳昆国
、蒋励欣

北京中合现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李晔国、李 强、萧伟明、吕慧蓉、
洪晓燕、黄 柔、项万强、黄逸峰、
刘辉煌、张福镪、吴晓庚、洪建新、
谢津津

10

宿迁市宿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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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辉、陈
陈炜坡、陈

王绍森、陈
雷 雯

科、韦 吉、陈景熙、
章、张汀强

宏、孙玲潇、徐一晴、

林秋达、刘 彭、赵
陈西丹、吴嘉伟

亮、林伟凡、

“第十五届优秀建筑创作奖”获奖项目名单
序
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设计人员

11

霞浦县工人文化宫项目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阙 平、曾文众、黄妙玲、詹 俊、
吴德智、檀元宇、刘纯清、温莉丽、
黄 善

12

祥平三期幼儿园

北京中合现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吕韶东、张福镪、吴晓庚、谢津津、
洪建新、杨剑锋、李晔国、李 强

13

金山橘园工业园区项目C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薛泰琳、薛方杰、吴高延、郑昕亮、
陈鸿翔、赵 伟

14

晋安湖公园市民体育馆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阙 平、曾文众、卓 遥、林 炜、
林宏婧、陈序盟、姚坚伟、江文杰、
陈子龙、陈爱美

15

屏南县两宫、三校、四中心项目

福建众合开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包 靖、邓建海、卢文清、刘瑞卿、
黄森华、林晨劼、兰丽珍、陈有强

16

鼎丰壹城——龙泉之门

厦门佰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林明譞、马子骏、兰 凌、陈建锋、
薛雅丽、郑颖娜、袁文娟、李金铁、
王伟荣、柳碧波

17

冠城大通广场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阙 平、曾文众、林 炜、卓 遥、
陈爱美、姚坚伟、林宏婧、陈序盟

18

大田一中东部校区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柴裴义、黄汉民、陈毅强、江 晖、
张彦歆、何 骁、杨 慧、康伟林、
彭书琪、候功勋、张 斌

19

福州市旗山湖岐安天主教堂建筑风貌
改造设计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福州大学建筑与文化研究所

20

小蕉村·蕉岭陶艺研学馆

福建清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1

高新区创业园中央绿化带咖啡厅设计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福州大学建筑与文化研究所

22

永阳古街活化与再生设计

福建清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3

滨海新城租赁房二期建设项目

福建博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原 滔、柯宇青、伊智勇、黄 力、
方建华、叶晓洁、李思佳、罗建辉

24

临空小学

福建众合开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包 靖、卢文清、唐家悠、陈日英、
林爱挺、许晓龙、黎倩倩、陈 凯

25

航空城市·徐州航空学院暨国际学校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26

福州则徐万达广场

福建众合开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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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牧野、吴子良、方
吴智顺、关瑞明

周

宇、陈

维、李一超、

恳、吴林蓉

吴子良、方 维、关牧野、马奕芳、
宋高风、李可征、关瑞明
江 山、郑宗喜、余传强、翁
许宗尚、邹森亮

王绍森、陈
雷 雯、戴

晨、

宏、孙玲潇、徐一晴、
建、王长庆、杨华刚

包 靖、卢文清、林爱挺、许晓龙、
陈日英、陈 凯、沈修能、唐家悠、
黎倩倩、林克冬、林晓熺、陈雨姗

“第十五届优秀建筑创作奖”获奖项目名单
序
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设计人员

三等奖（46项）

1

福州市闽侯县水西林历史街区建筑风
貌改造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福州大学建筑与文化研究所

方
李

维、吴子良、关牧野、李可征、
正、关瑞明

2

麦克奥迪工业园三期项目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秋达、刘
石高琦

彭、吴

3

福州市第一医院新院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任 希、陈
郑学帅、林

晨、翁 亮、陈文星、
婷、王家琪、郑哲颖

4

杏林湾污水处理站外立面及景观提升
工程

5

蔡塘协成学校-旧厂房改扩建学校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三明生态新城人才配套房建设项目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阙
詹

7

碧海银滩花园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阙 平、曾文众、林 炜、卓 遥、
姚坚伟、江文杰、林宏婧、陈鸿翔、
廖舒文、温莉丽、林銮辉

8

厦门医学院体育馆

中元（厦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涂 斌、彭泽富、王春云、蔡海雄、
戴龙生、陈志明、庄 洁

9

福州市滨海新区临空中学项目

翰林（福建）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王君溯、陈田英、余金伙、陈
陈俊生、庞博然

恺、

10

福州滨海新城临空小学建筑设计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陈伟强、张 晶、黄阳阳、陈
陈诗键、董新怡、钟 航、张
周 辉、罗 斌

挺、
钰、

11

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部大楼

福建众合开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邓建海、陈 锋、刘瑞卿、林晨劼、
黄森华、游宇翔、兰丽珍、黄啸雨、
叶明洲、陈有强

12

川流不息——厦门环东海域绿茵港驿
站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思洋、魏 伟、许志钦、黄镇洲、
林仕超、林杰凯

13

漳浦七星海湾

14

龙岩市武平县刘亚楼纪念馆群设计

15

金圆大厦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秋达、刘

林秋达、刘
郑丹丹

靓、陈西丹、

彭、蔡诗晗、蔡雨筑

彭、陈西丹、曾柏威、

平、曾文众、黄妙玲、檀元宇、
俊、刘纯清、江文杰

涂 斌、林智铭、洪雅玲、汪 泉、
中元（厦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莹莹、陈理荣、林德强、傅柳梅、
张剑飞、谷洪波、赖思斯、张鸿鹏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费迎庆、郑斯闻、冯
刘 建、郝礼傲

洪 峰、涂
中元（厦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卢梦琳、苏
罗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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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周

琪、

斌、王春云、吉 喆、
添、王雪莲、戴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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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

17

厦门马拉松终点服务中心

18

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设计生产基地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俊峰、陈伟强、许育能、黄阳阳、
张 锥、刘德清、董新怡、蒋炜炜

19

宁德正威超高层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温

20

三叉街旧改地块三安置型商品房项目
规划建筑设计方案

福建博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1

新榕金台郡建筑方案设计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2

厦门弘爱医院康复中心

23

葛岭康养小镇游客中心

24

嵊州越剧小镇文旅二期儿童剧场

25

平潭智慧运营管理中心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6

霞梧磐龙项目三期地块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通兴、胡炜彬、林伟达、曾兴斌、
王钦通

27

屏南县公共服务中心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卫宁、胡伙明、林家航、吴
童小龙

28

福州高新区乌龙江大区小学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9

厦门市穆厝幼儿园建筑设计

30

厦门市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二期

31

融合之塔——厦门大唐城市中心概念
设计

申报单位

设计人员

洪 峰、蔡福锦、陈子平、杨志长、
中元（厦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秋瑜、华 彬、尹 媛、蔡霖丁、
徐蕴斯、林文山、陈理荣、蔡婷婷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晓润、郭志鑫、杨琦辉

蓓、张敦耘、吴

昕、杨

俊

陈 岗、黄 迟、陈石雷、胡荣森、
郭仙娥、陈泽虹、郭嘉利、颜少键
杨大东、李俊峰、许育能、卢
房建成、余 伟、朱则熙

伟、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旭斌、胡炜彬、李育艺

福建省合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林卫宁、苏

成、吴

伟、林玮婕

福建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梁彦炜、傅嘉渠、张明伟、蔡适然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徐丽瑾、郑
梁朝炜

林蔚然、项

平、林岸立、李浩林、

海、李诗婕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志斌、林为军、王浩浩、叶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伟、

寅

苏志斌、洪晖亮、林智波、李 明、
叶 扬、葛玲洁、张 雨、何港亿

郑思洋、魏 伟、许志钦、董明如、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镇洲、林仕超、黄书姿、郭志鑫、
许泽良、黄娜敏、林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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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融创佰合谷项目2号地块

33

马銮湾新城集美蔡林安置房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建群、叶晨毅、黄泽霖、陈超阶、
马 一

34

南京溧水2019G15地块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瑞芳、林伟达、阮万鹏、陈仙宇、
卢文迪
赖岳峰、唐江峰、黄卫明、黄 迟、
张世伟、林逸然、吴秋蓉、曾 峥、
韩开拓、林 琛、吴阿丽、叶琳莹、
李倩冰

申报单位

设计人员

福建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刘顺平、倪铮亮、陈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鲁海洋、郑伟健

殷、陈长玄、

35

温州中庚数字经济创新创业中心

福建博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6

马尾造船厂船台改造·船台show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37

福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8

清华附中福州学校-清华书院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9

思明区站南小学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福建南亿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城市
科技产业园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41

马銮湾新城集美陈井浦边潮瑶安置房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 靓、吴龙腾、陈舒婷、李
王梦雪

慧、

42

宁德美闽旅游服务运营中心

福建省合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杨 宇、陈宗旭、吴在斌、薛
林贤琛

芳、

43

福州（闽侯）S波段相控阵天气雷达配
套基础设施

福建众合开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44

义乌胜利社区邻里中心

45

黄山云栖桃源

沈丽坤、李 鹏、艾志忠、邱 敏、
福建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林志杰、兰才升、王达明、吴庭筠、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骆昭玲、许婉茹、陈培坤

46

山石行旅-清远佰合谷商业街

福建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蔡鹭明、张伟杰、何 桢、张俊杰、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蒋泽旭、孙文静、陈长玄

陈伟强、黄阳阳、池

磊

中元（厦门）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福锦、杨志长、徐蕴斯、谷洪波

梁章旋、蒋枫忠、王

何旭斌、闫
曾兴斌

锴

磊、林伟达、林

煜、

黄书敏、陈伟强、胡 清、谢伪海、
陈 挺、李婷婷、林智琴

顾文凯、杨海芳、肖 恬、吴志财、
陈琪涵、钟小艳、林靖

福建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斯翰、林志强、梁志豪、白宏鹏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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