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度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评选结果公布

“2019 年度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评选活动在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指导下，周密组织、有序推进，
现已完成各工作程序，圆满结束。
本届评选活动共收到全市 69 家规划设计以及勘测、信
息单位报送的 367 项参评项目，经组织专家集中评审、组委
会审议审核、并最终审定，评出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2 项、
二等奖 50 项、三等奖 77 项、表扬奖 24 项。
现将获奖项目名单予以公布。
（见附件）
依照中国城市规划协会“通知”的有关规定，本市本届
评选活动评选出的二等奖以上项目（含二等奖）
，将推荐参加
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的评选。

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2019 年度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获奖项目名单
特等奖名单
特等奖获奖项目合计 1 项，为城市规划类项目。

城市规划类（1 项）
序号

1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上海 2035”规划传导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
机制和实施框架体系
资源局

联合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

1、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
2、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分院
3、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4、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徐毅松、熊 健、许 健、范
宇、廖志强、蔡 颖、王世营、张
帆、金忠民、孙 娟、方国安、周
俭、刘 晟、孔卫峰、宋 煜、金
岚、孙 宇、丁 宇、赵晶心、朱
博、陈 琳、袁海琴、邵一希、俞
静、凌 莉、邹 玉、杨英姿、宋
歌、潘晓栋、张 佶、方 伟、朱
蕾、饶良伟、顾玄渊、陈 浩

一等奖名单
一等奖获奖项目合计 22 项，其中城市规划类 18 项，城市勘测和规划信息类 2 项，村镇规划类 2 项。

城市规划类（18 项）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联合编制单位

张 帆、伍攀峰、邹钧文、王佳宁、李
天华、奚东帆、杨晰峰、奚文沁、张乐
彦、程 蓉、卞硕尉、吴秋晴、杨
帆、项伊晶、徐晨炜、过甦茜、潘
勋、王 睿、李耀鼎、杨 柳

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建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设规划
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
体规划（2017-2035）
设计研究院

编制人员

1、上海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
2、上海市地质调查研
究院

姚 凯、关也彤、汤明华、魏 文、吴
庆东、钱爱梅、邴燕萍、李 强、陈凌
云、徐 丹、马 倩、濮卫民、薛友
谊、黄祺炜、沈 煜、张蓓蓉、朱冬
奇、王思齐、李 丹、王颖莹

3

上海市嘉定区总体规划暨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2035）——超大城市区级国 研究院
土空间规划编制创新与实践

4

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7 究院
2035 ）

5

6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金忠民、陈 琳、许菁芸、黄 珏、蔡
颖、杨英姿、周芳珍、黄劲松、张
敏、郎益顺、刘 俊、王 彬、孙旌
琳、郭 鉴、宋 歌、朱 博、仇昕
晔、齐福佳、史晟、张 莉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孙 娟、熊 健、马 璇、王世营、郑
德高、张振广、孙晓敏、葛春晖、刘
珺、王 晨、周杨军、毛妮娜、宋
煜、袁 悦、许 伟、陈 胜
赵宝静、陈 鹏、戴 明、侯斌超、奚
文沁、迟英楠、李 俊、施 燕、周
维、刘敏霞、郭丹丹、应孔晋、奚东
帆、潘 勋、徐继荣

“留改拆”导向下上海市历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史风貌顶层设计的创新实践 研究院

上海市风貌保护街坊历史风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貌价值评估研究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上海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
2、上海安墨吉建筑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
3、上海明悦建筑设计
事务所有限公司
4、上海市浦东新区规
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5、上海广境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周 俭、戴 明、陈 飞、奚文沁、邵
甬、薛鸣华、沈晓明、王林林、漆昊
旻、刘敏霞、迟英楠、石慧泽、苏功
洲、王旭潭、胡力骏、陈 鹏、王凌
霄、蔡海燕、刘 娟、陈绮萍

7

上海市河道规划设计导则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1、上海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
2、上海市水务规划设
计研究院
3、上海市水利工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上海市城市建设设
计研究总院（集团）有
限公司
5、上海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院总院（集团）有
限公司
6、上海市润咨建筑规
划设计事务所

张 帆、孙 珊、胡晓忠、李 琳、王
威、徐国强、钱少华、奚文沁、杨
柳、潘 勋、王冰茹、王翱海、钱
昊、赵立明、李 超、林发永、刘小
梅、邓 波、陈建勇、王 军

AGENCETER [法国 TER
(岱禾)景观与城市规划
设计事务所]

张 帆、赵宝静、庄 晴、朱丽芳、夏
熠琳、高凤姣、张锦文、王佳宁、易伟
忠、Michel HOSSLER、奚文沁、何
颖、杨伊萌、郁俊男、孙 硕、徐
瑾、徐 玮、Emmanuelle BLONDEAU、
黄明莉、楚天舒

8

世博文化公园规划设计

9

上海市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规划及近期实施方案
研究院

高 岳、金 昱、张安锋、郎益顺、刘
涛、陈 鹏、黄 骁、易伟忠、张天
然、苏红娟、魏 威、朱伟刚

10

上海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布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局规划（2017-2035）
研究院

金 昱、高 岳、郎益顺、张安锋、李
强、黄 骁、杨心丽、陈 鹏、陆 渊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张 辰、陈红缨、徐国强、金 彪、陈
国生、马 超、郭 羽、雷洪犇、丁
一、陈 嫣、刘 龙、孙宏扬、夏
凉、方 宇、金 敏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
计研究院

张玉鑫、张 帆、卢 柯、黄 瑶、朱
丽芳、赵宝静、夏丽萍、汤明华、吴庆
东、魏 文、张 翀、吴秋晴、蔡嘉
璐、徐 娟、陈 鑫、金 昱、过甦
茜、高 岳、金 山、李耀鼎

13

桃浦科技智慧城中央绿地
（北三块）景观设计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
研究总院（集团）有
限公司

1、上海市园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2、 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景观
设计事务所

刘伟杰、吕志华、高炜华、李 锐、向
珂、范善华、成 行、徐宏跃、高
翼、蒋维刚、徐雯韬、马涵江、董
奎、钟京津、忻 苹、关乐禾、李 娟

14

三林滨江南片地区控制性详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
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张 帆、赵宝静、李 锴、沈 璐、关
烨、瞿 奇、伍攀峰、朱丽芳、张乐
彦、韩露菲、张 旻、张锦文、王
政、崔 青、陈 伟

15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新镇二期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
JDC3-0302 单元控制性详细
限公司
规划

黄劲松、周 伟、周芳珍、苏功洲、庄
AS&P 亚施德邦建筑设计 佳微、景丹丹、李志强、黄 蕾、王晓
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峰、陈瑞鑫、张艺涵、全先厚、
Johannes Dell、Ralf Dietl、张 岳

11

12

上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16-2035）

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雄安新区创新产业空间布局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的规划技术指南研究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赵 民、程
剑、张 颖

17

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计方案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ISA-Internationales
Stadtbauatelier(德国
ISA 意厦国际设计集
团 )

吴志强、施卫良、李 珊、匡晓明、李
欣、陈神周、胡 波、桂 鹏、周咪
咪、马春庆、刘文波、陈亚斌、张亚
津、汪海洲、朱弋宇、张运新、魏
娜、甘 惟、韩 婧、苏文耀

18

大理市“双修”规划——下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关片区总体城市设计与开发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强度分区

大理市规划编制与信息
中心

唐子来、付 磊、姜秋全、黄建红、段
伟、张 泽、戚天宇、吴 睎、顾
月、赵菲菲、陈加筑、赵雪娇、戴
轲、陈韵霖

联合编制单位

提名奖项

16

遥、汪

军、梁

洁、王

城市勘测和规划信息类（2 项）
序号

1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上海市城市设计和建筑规划
上海市测绘院
管理系统建设

赵 峰、汪旻琦、毛炜青、郭功举、潘
冠杰、曾玲方、曹 维、昌尧菲、赵银
利

2

冯伟民、丁 柯、徐 峥、蔡伟娜、王
一超、姜晓东、王 良、徐文杰、黄
浩、高 兴、孙 峰、朱歆捷、刘艳
霞、张 敏、夏泰来

地下管线规划设计与管理的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
数字孪生平台
计股份有限公司

村镇规划类（2 项）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上海市郊野乡村风貌规划设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计导则
研究院

浙江黄岩宁溪镇乌岩头村村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庄规划设计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合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奚文沁、高 崎、顾守柏、孙 珊、潘
勋、奚东帆、胡 进、章 琴、过甦
茜、单瑞琦、章 竞、邹钧文、王官
青、赵 玮、董衡苹
杨贵庆、宋代军、王 祯、章丽娜、蔡
一凡、蔡 言、张梦怡、王艺铮、关中
美、肖颖禾、杨 怡、文 君、开
欣、宣 文、黄 璜

二等奖名单
二等奖获奖项目合计 50 项，其中城市规划类 41 项，村镇规划类 9 项。

城市规划类（4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1

浦东新区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专题研究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
究院

2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特大城市
公共中心测度和动力机制研
究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3

苏州河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建
设规划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
院（集团）有限公司

4

基于大数据定量分析的特大
城市都市圈空间测度方法研
究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5

上海市嘉定新城安亭组团
JDC3-0601、JDC3-0602 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联合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
卜义洁、关也彤、汤明华、魏 文、吴
庆东、黄 瑶、马 倩、孙瑞敏、黄祺
炜、张坤喆、毛 丹、郭 云、黄潇
仪、李 响
金忠民、陈 琳、周 凌、张天然、陈
洋、杜凤姣、陈圆圆、陈 星、张
敏、刘 博
蒋应红、朱剑豪、吴亚萍、王卓瑛、何
静、陆 凯、彭一力、赵 炅、齐振
峰、陈丽红、张 鎏、王 健、英明
鉴、崔海婕、黄晓斌
骆 悰、周 凌、黄浦江、琚立宁、许
志榕、陶栋艳、杨 烁、欧胜兰、申
立、刘 淼、唐义琴
黄劲松、周 伟、张 璇、庄佳微、景
丹丹、李志强、周芳珍、徐 峰、何懿
渊、刘潇雅、陶舒晨、刘 宇、汪
亚、韦龙雨、刘广鑫

6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西北片
区单元（Z00-1601、Z001801、Z00-1201）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

7

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创新升级战略与更新行动
规划

8

上海老北站地区城市更新规
划

9

上海杨浦区鞍山三村中心花
园改造与社区参与式规划设
计营造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
究院

毛 丹、汤明华、魏 文、吴庆东、黄
瑶、马 倩、缪云涛、徐 娟、黄潇
仪、吕其伟、赵 莉、徐鑫赟、金晓辉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城策行建筑规划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童志毅、陈 琳、詹运洲、朱丽芳、王
彬、冯 茜、董婉君、袁 芯、吴蒙
凡、宋 歌、单晓菲、蔡明霞、彭继
娴、刘 龙、张 颀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1、上海同济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上海章明建筑设计
事务所（有限合伙）

周 俭、朱琳祎、陈 飞、李 娜、罗
晖、林 沄、吴炳怀、桂 寅、刘
冰、郭以恒、周静一、顾嘉坚、王倩
雯、吴中翔、徐 雷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
自然体验服务中心

10

上海世界级滨水区规划建设
导则研究

上海市规划编审中心

1、同济大学
2 、华东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11

徐家汇街道精细化设计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刘悦来、张尚武、魏 闽、范浩阳、谢
文婉、尹科娈、成元一、施晨琦、董楠
楠、冯高尚、后学兵、赵 洋、尤佳
妍、季 琳
杨晰峰、伍攀峰、程 蓉、邵 甬、干
靓、查 君、寇志荣、何瑞雯、陈
韵、吴菁妍、徐望悦、张乐彦、徐
玮、胡志晖、李 萌、周 偲、陈映
雪、何 瑛、张 弛、欧阳瑶瑶
曹 晖、王 潇、官晓丹、镇雪锋、李
文静、薛涵菲、刘 阳、黄 迪、姜
鹏、李华治、苏蓉蓉、董翠霞、周国
锋、陈永吉、金兆奇

12

“美好周家渡”综合样板居
民区规划设计方案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13

上海市长宁区上生所地区规
划研究及控制性详细规划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4

上海市创建国家“公交都
市”示范城市项目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限公
司

15

上海市中运量网络规划与示
范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限公
司

16

上海市浦东新区垃圾转运及
处置设施布局专项（20172035）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
究院

17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溧阳
路～双阳路）街道设计方案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
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

施海涛、唐亚林、张正芬、徐 磊、汪
彬、傅 博、缪灵婉、魏雅琳、马培
丽、钱 坤、王小芳、柳开元、王
翔、郭宗泽、张红霞
莫 霞、罗 镔、王慧莹、苏立琼、魏
沅、钱 霞、金 磊、蔡 晖、宿新
宝、郭娟娟、吴 蕾、吴欢瑜、可怡
萱、张婷婷
董明峰、蔡敬艳、王建军、王义祥、张
蕾、黄 云、张品立、陈仕瑜、何千
羽、姚 瑶、万轶凌、赵文翰、贾
振、张凯敏、顾 杨
董明峰、肖 辉、金宏松、曾胜男、陈
琛、张 蕾、武 莹、顾 杨、武红
丽、张国庆、刘志伟、王若琳、范乾
坤、汪 湛、吴隽怡
李 丹、夏越青、汤明华、魏 文、熊
胜春、陈 徐、周裕红、任 平、万云
峰、朱新捷、邴燕萍、黄丽萍、张坤
喆、项田甜、李芳益
王训国、刘伟杰、江 洪、徐一峰、孙
珊、刘晓倩、张 宇、邓 萌、仲建
平、侯剑锋、王明炯、刘 瑶、沈雷
洪、赵晶心、关士托

18

普陀区片区综合服务中心规
划研究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19

新华路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
治工程全要素实施规划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
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

上海英雄金笔厂保护与更新
规划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21

基于 BIM 的建筑规划设计共
享服务平台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

22

上海市宝山工业园区地理信
息采集及三维系统建设一体
化项目

上海市测绘院

23

上海国际财富中心景观设计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24

广州市产业发展、住房发展
与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
设计研究院

苏海龙、纪立虎、宋 强、李金波、徐
幸子、杨 晶、何家祺、郭 鑫、谭迎
辉、李瑞强、孙晓倩、周至清、赖建
浩、毛亦国、张莹莹
姜晓东、徐 峥、蔡伟娜、王一超、徐
升、罗鸣欢、王 瑞、董翠霞、王英
力、唐海雯、马亚博、陆费桦、甘县
辉、张骋尧、黄宝强
王 林、薛鸣华、王旭潭、杨聪雄、周
志清、褚 欣、随 晋、张莹莹、徐子
龙、沈禾薇、厉 越、蓝庭光、邵志
超、周 娜、袁桂馨
张 榜、张 雁、郑晓军、孙 奇、刘
战领、廖 飞、胡永武、肖 钰、池毓
品、李春禹、王焱焱、朱健靓、钱
鑫、沙寅祺、林雪青
陈艳华、陈功亮、王朝阳、邓雯婷、曹
斌、吴金晶、朱 律、陈嘉豪、刘
刚、刘 威、陆玮纲、许瑞彬、王嘉
惠、沈亚妮
李 锐、徐雯韬、肖 旋、刘险峰、高
翼、瞿炜臻、董 奎、李 娟、陈甜
甜、施雨佳、祁佳莹、王 磊、徐嘉
蔚、丁 雨、方三伟
张 捷、刘云亚、赵 民、张艺帅、周
岱霖、王启轩、范佳慧、胡嘉佩、萧敬
豪、程 遥、钮心毅、宋小冬

25

大庐山旅游圈发展总体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6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背景下淀山湖地区战略研究

上海现代城市更新研究院

27

哈尔滨市城市空间战略规划
研究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8

杭州市世纪城北单元（亚运
村）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
整和城市设计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9

日喀则经济开发区战略发展
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30

全球城市第三代副中心——
上海市真如副中心地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

刘 晓、刘爱萍、刘玉超、夏南凯、严
国泰、陈 飞、张国全、刘叙霆、丁
凡、陈 晨、屠颖星、葛凡华、胡
剑、夏福君、张曼曼
俞斯佳、俞 进、苏蓉蓉、苏 甦、谢
润华、孙嘉琳、罗 坤、周国锋、杨
涛、李 峥、蔡海骏、程 荣、蔡天
峰、王英力、李华治
裴新生、孙施文、于亚滨、贾晓韡、陈
懿慧、黄建中、金石川、胡刚钰、王
颖、高 鹏、董晓羚、周 青、钱
慧、石赠荣、康晓娟
孙彤宇、耿慧志、许 凯、周 华、李
勇、杨春侠、赵博煊、郑 纲、庞亚
红、卫舒婷、刘亚飞、李画意、张家
洋、朱薛景、张黎晴、兰如玉、白
鸽、胡淑芬、张书涵、李倩雯
骆 悰、吴晓松、祁 艳、苏蓉蓉、严
涵、燕 雁、琚立宁、董 斌、潘茂
林、王英力、范婉莹、冉 江、倪俊
南、曹 晖、李 锴、苏 甦、赵宝
静、葛 岩、石伯明、邹 忠
黄 普、姚文静、周晓娟、刘骏伟、周
为天、周志清、沈高洁、许思韵、毛亦
国、高凤娇、丁 一、归云斐、陈
鹏、赵 路、李雨婷、

31

金桥自贸区城市更新综合试
验区城市更新研究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2

杨浦滨江中北段城市设计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33

苏州河静安段一河两岸城市
设计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34

闵行区南虹桥地区城市设计
方案研究

上海闵行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上海分院

35

厦门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研
究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36

以精细化设计提升社区公共
空间品质的规划实践
——杨浦区“美丽街区”总
体规划设计与实施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钱少华、李 强、赵 昀、郭立芳、李
锴、盛妍彬、任千里、孙 妍、祁
艳、张 灏、邵 蓓、陈佳丽、杨心
丽、高凤娇、漆昊旻
黄轶伦、王嘉漉、张汉陵、奚文沁、王
玲、郎益顺、王 青、王曙光、王梦
亚、顾添宇、郑轶楠、成元一、郑亦
晴、孙小淳、邢 星、张露西、王
丹、吕 勤、马 宁、施晨琦
吴 佳、莫 霞、苏功洲、罗 镔、王
林林、苗若晨、董 瑜、王慧莹、吴炳
怀、李佳静、桂 寅、薛素娟、魏
沅、王晓薇、于 淼
罗 瀛、孙 娟、葛春晖、郝辰杰、蔡
言、黎 威、张 娴、郭长升、吴
磊、孙二平、蔡 超、陈 诚、王剑
峰、俞天艺、梁晓冬
黄建中、李峰清、胡刚钰、赵 民、吴
梦笛、张 乔、赵承帅、许晔丹、方文
彦
张尚武、冯高尚、阎树鑫、李继军、王
兰、叶 宇、梁 洁、何恵涛、曹
春、江浩波、张迪昊、陈 飞、盛玉
杰、徐 驰、杨雨菡

37

安浦路（双阳南路-宁武南
路）道路红线调整专项规划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38

上海市城中村改造的途径和
办法研究——以宝山区为例

上海同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39

宝山区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
划

上海宝山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40

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绿博
园总体规划及绿博园核心区
修建性详细规划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41

北碚区全域旅游发展策划、
规划、行动实施方案

上海奇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交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董翠霞、徐 巍、程 荣、史习渊、张
斌、宿新宝、郭以恒、吴欢瑜、王惟
捷、童意达、孙智威、王 瑞、汪明
文、华成亮、王松明
张 健、王 静、曾文慧、雷鹏飞、黄
学磊、葛成斌、熊 炜、陈华峰、张明
是、游小容、熊 俊、张 雯、韩娇
琳、赵连勇、曹 涵
汤之洁、代 苗、叶 晖、阎 宁、林
智慧、蔡亚唯、吴煜佳、杨鹏飞、王
静、王一川、陈泰丰、苏 玲、张
雯、曾文慧、柏叶忠
冯一民、敬 东、刘 群、陶机灵、李
林、胡 蔚、董劲飞、钱 进、何忠
平、何 宾、谢新昂、王 林、沈为
明、郭航宇、张小松
张孟蛟、储小丽、柯剑锋、陈心远、刘
信强、施 维、王凤伟、周茹慧、黄
月、瞿逸欣

村镇规划类（9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联合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

1

上海市乡村风貌建设导则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郊野单
元（村庄）规划（20172035）

上海城策行建筑规划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

3

浦东新区乡村空间意向评价
研究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
究院

上海城诗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4

《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村庄
规（2017-2035 年）》

上海城策行建筑规划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

朱胜萱（上海）建筑
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5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
村庄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6

大理市湾桥镇中庄村委会古
生村省级示范村村寨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7

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村庄
设计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伍 江、彭震伟、耿慧志、姚 栋、顾
金山、朱剑豪、王 青、诸水峰、陈
晨、王建华、郑 纲、周 华、刘
刚、杨春侠、梁 瑜
詹运洲、申树云、宁秀红、陆 巍、章
亭亭、郭瑞明、曹继灵、王峨嵋、应
锴、杨宪武、孙烽杰
关也彤、汤明华、魏文、刘浏、吴庆
东、钱爱梅、邵金鑫、易红杜、张鼎、
姜男、熊鑫、邴燕萍、马倩、陈凌云、
濮卫民
詹运洲、陆 巍、朱胜萱、赵 远、郑
光强、杨宪武、吴志飞、王 婧、张
顼、郑德福、高海红、俞 静、许
蓉、顾玄渊
周 俭、奚 慧、于 莉、叶人可、董
征、张仁仁、汤群群、许昌和、宋起
航、曲 畅
匡晓明、刘文波、曾舒怀、吕圣东、张
明辉、王 路、邵 宁、王剑威、张利
敏、孙 谦、黄旻灿、罗 吉、张立
杰、杨祎雯、祁祥熙
敬 东、刘 群、冯一民、吴锦瑜、潘
炎、周 松、陶机灵、吴金晶、杨舰
舰、李德林、李关笑魁、黄晓莉、胡道
生、许冀闽、王 玮

8

嘉定区外冈镇周泾村村庄规
划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9

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梅林村东南村美丽乡村示范点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常州市规划设计院

周 伟、黄劲松、景丹丹、陶舒晨、杨
镇萍、刘 宇、王晓峰、陈瑞鑫、朱雅
芳、王林林、宋维宇、李志强、王
阳、刘潇雅、凌季芬
栾 峰、王 怀、单军锋、张 浩、杨
犇、王雯贇、余德春、陆军凯、缪
媛、廖 航、张 引、任超群、罗圣
钊、李舒文、高 帆

三等奖名单
三等奖获奖项目合计 77 项，其中城市规划类 59 项，城市勘测和规划信息类 2 项，土地专项类 2 项，村镇规划类 14 项。

城市规划类（59 项）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枫泾-新浜-嘉善-新埭城镇圈
区域协同规划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城市边缘区
大型保障性居住区空间质量评
价体系研究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

陈海涛、王 玉、陈 勇、孙
辉、郑德高、董淑敏、高 艳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骆 悰、周 凌、黄浦江、陶栋艳、宗敏
丽、杨 汀、杨 烁、李林晴、徐陈佳

青浦区金泽镇总体规划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

联合编制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上海分院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
院
1、厦门市交通研究
中心
2、厦门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

4

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5

宁波市中山路城市设计及综合
整治专项导则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人员
娟、林辰

卢诚昊、陈 勇、闫 岩、李 妍、吴耀
华、谢润华、柏 巍、张 超、毛 斌、
宋 源、汪燕衍、饶良伟、闫文晓、张
静、冯 怡
张 帆、赵宝静、葛 岩、祁 艳、骆
悰、李 锴、唐 雯、刘 淼、金 山、
丁 明、赵 新、叶惠琼、朱郑炜、林振
福、李劭杰
夏南凯、张海兰、许志平、周泽、寿佳
音、丁 宁、田光华、付 青、李 俊、
曲洪伟、曾明杰、李莹珏、王建平、邵安
琪、孙 洁、李明铎

6

焦作市中心城区建设提质和
“城市双修”规划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7

贵州省兴仁县县城总体规划
（2016-2030）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8

上海市黄浦江两岸地名导则专
项研究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

9

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

上海宝山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10

上海市闵行区总体规划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

11

金山区张堰镇总体规划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
（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12

上海市徐汇区长桥社区 15 分
钟生活圈系统规划研究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1、上海市地质调查
研究院
2、上海闵行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上海城策行建筑
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2、上海广境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

苏海龙、宋 强、纪立虎、虞 燕、鲜爱
军、李瑞强、孙晓倩、李金波、王 晖、
石昊岭、陆佳星、马 涛、刘茂增、张沉
香、宋丹萍
范军勇、宋 莉、沈丹凤、龚奇丰、何子
豪、马爱平、田椿椿、黎厚星、施睿锋、
王 甜
陈卫杰、俞德鸣、胡敏、张玮、於 坚、
王征、殷洁琰、顾秀莉、冯叶菁、李贞、
季峰、刘敏霞、应孔晋
王静、叶晖、杨英姿、阎宁、林智慧、李
强、钱少华、汤之洁、仇昕晔、张雯、杨
文杰、曾文慧、代苗、张灏、陆渊、陈丽
烨、蔡亚唯、陈松兵、孙姗珊、任晓慧
罗瀛、孙娟、范宇、郑德高、陈勇、葛春
晖、张亢、朱蕾、张娴、朱慧超、刘世
光、王晨、金岚、孙剑、梁晓冬、郭祖
源、王婷婷、徐驰、陈越
陈 琳、陆 巍、詹运洲、祁仕奕、江可
馨、申 立、黄 珏、孔卫峰、吴沅箐、
全先厚、岑 敏、宋 歌、林可可、居晓
婷、申树云
莫霞、王慧莹、罗镔、高世昀、王潇、镇
雪峰、刘阳、郭娟娟、于淼、张婷婷、胡
沛章、魏沅、可怡萱

13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联东村等
“城中村”改造区域控制性详
细规划局部调整

上海宝山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14

华新镇 QPS6-0102 单元（华新
产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上海浦升规划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15

三林滨江南片地区规划设计总
控研究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16

龙阳路交通枢纽综合开发项目
总控研究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17

徐家汇城市中央活动区城市更
新规划及实施策略研究政府采
购

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18

宝山滨江地区更新发展规划研
究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

19

宿州市城西区域控制性详细规
划及城市设计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地产三林滨江生
态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林智慧、叶 晖、阎 宁、代 苗、董亚
存、王 静、张 雯、曾文慧、曹 俊、
沈慧庆、孙国兴、张 俊、汤之洁、卢柯
青、陈松兵
冯 立、陈 冬、陆晓英、陈世奎、郭双
运、江艳琼、陆唯懿、陆全龙、谢润华、
李 峥、赵 辉、钱明辉
查 君、徐忠华、田逸飞、信 辉、何树
林、沈烨斐、张绍华、李雅楠、杨 琪、
刘晓文、孙晓利、苏 昊、王天泽、储
皓
张俊杰、牛 斌、查 君、孟 欣、何树
林、田逸飞、李乐茹、李雅楠、陈君健、
信 辉、王溯凡、陆文婧、谭 鑫、贝
翌、薛凯华
王 林、薛鸣华、高世昀、王旭潭、杨聪
雄、王 潇、镇雪锋、刘 阳、许永超、
徐子龙、沈禾薇、厉 越、蓝庭光、邵志
超、袁桂馨
苏 甦、范婉莹、李华治、王 静、张
雯、蔡伟娜、程 荣、魏 丽、周国锋、
杨文杰、曾文慧、李 娜、周舜珏、王松
明、官晓丹
敬 东、刘 群、冯一民、官 江、姚晓
文、史敦文、柴 荣、孙梦喆、邱王豫、
赖延晋、褚杰俊、高世超、朱霜杰、张世
杰、沈志联

20

即墨市主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麦塔城市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21

南宁市中心城区五里亭片区
WLT-02（新阳西路）单元控制
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22

罗湖区湖贝城市更新项目地下
空间专题研究报告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23

浦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
（2017-2035）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24

上海临港试点区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

25

上海市北京东路地区城市设计
及更新研究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26

黄浦区典型社区规划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陈 荣、李根远、华龙玉、张秋凡、施忠
华、谢 芸、胡美瑜、赵志华、李靖宇、
舒 斌、吴雯静、李 锋、李 蕾、邓庆
喜、陈宁仓
江浩波、蔡 靓、万云辉、於晓磊、李
晨、胡佳瑞、孙 萌、高接文、于世勇、
唐 进、黄昊婷、莫黛豪、潘 梦、黄雄
保、许硕明
张俊杰、牛 斌、查 君、陈君健、何树
林、邢振华、周 洁、陆文婧、傅君倚、
欧阳杨、朱东红、徐亦奇、章晶晶、涂军
华、付君君
郭羽、徐国强、夏凉、丁一、钱 昊、刘
龙、施萍、吴健宏、金敏、王雪明、曹
晶、朱洁、刘茗、陆伟
张 辰、吕永鹏、莫祖澜、陈 涛、尹冠
霖、陈 嫣、刘 爽、邹伟国、邓 婧、
张 格、詹运洲、李慧杰、陈 建、谢
胜、李运杰
匡晓明、张 莉、陈亚斌、周建非、杨连
娣、刘文波、林静远、周 弦、刘曦婷、
王 蕾、张 曦、陆勇峰、韩 栋、王冬
冬、顾 倩
罗镔、张莉、周建非、徐维泽、邓雅雯、
高原、周弦、戚峥嵘、袁志豪、李欣阳、
温南南、丁力敏、莫霞

27

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规划
（缤纷社区）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28

菲律宾马尼拉 CCP 综合再开发
项目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29

苏州吴中区木渎“智慧工园”
城市设计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
限公司

30

上虞城东核心区块城市设计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31

石家庄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

上海翰创规划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32

苏州高新区狮山街道向阳路片
城市设计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

33

台州市中央创新区城市设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上海分院

34

南开大学津南校区总体规划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

吴秋晴、奚文沁、汤明华、魏 文、过甦
茜、徐晨炜、卞硕尉、王 睿、赵 波、
徐继荣
周静瑜、孙国荣、姜 荻、郭子成、王
兢、郭韵竹、罗 迪、彭芝平、梁 洁、
赵佳莹
俞雪雷、张 纯、刘宗禹、孙 伟、孙丛
雨、汪红军、张 晨、万轶凌、张 蕾、
何洪波、朱 杰、顾 杨、孙尚珏、魏宇
瞳、贾 振
王林林、吴 佳、苗若晨、宋维宇、戴
琦、韦龙雨、苏功洲、柯 磊、钟炳钟、
瞿宜谓、朱佳斌、薛素娟、范雪怡、邵琢
文、王晓薇
徐 伟、彭 镇、崔益健、陈复军、王雨
松、张 琼、占晓松、秦 晨、高云燕、
姚 田、张楠楠、詹文静、王 珏
曾 群、赖君恒、邢佳蓓、韩佩菁、高
蟒、崔 潇、李霁原
刘 迪、俞为妍、夏海鸰、孙 娟、李海
涛、赵宪峰、古 颖、张恒芝、金剑波、
李 英
王文胜、张 力、李 兵、滕 希、黄宏
智、张嵩崴、祝军祥、黄 俊、冯 玮、
徐 桓、曾 刚、王 坚、陈义清、周
莹、梁晓娜

35

公交线网顶层设计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
限公司

36

上海市地面公交设施规划管理
研究—微枢纽设计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
限公司

37

南翔镇慢行系统专项规划及近
期步行道贯通方案设计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38

浦东新区十三五可变车道专题
研究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39

松江区慢行交通规划

40

上海市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研究

上海市交通发展研究中
心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41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空间布局
专项规划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
计研究院

同济大学

董明峰、蔡敬艳、王建军、肖 辉、王义
祥、陈 琛、许 佳、吴明松、张品立、
王若琳、刘志伟、武 莹、许君洪、朱
盈、何千羽
俞雪雷、胡晓忠、刘志伟、张 晨、孙丛
雨、王建蓉、袁 野、龙柯宇、武红丽、
范乾坤、石红云、黄 鸣、吴新兴、黄雅
林、黄 云
韦龙雨、吴 佳、李 娟、王林林、戴
琦、黄劲松、冯敏感、胡艳峰、张艳森、
孙芹路、张 璇、陈船华、徐 亮、韩
峰、康成龙
陈 龙、凌宏伟、周晋冬、朱兴一、冯
杰、石英华、陈 丰、温 馨、陆文亮、
冯 忞、陈锦涛、潘越洋、韦权伦、戴子
薇、宋淑丽
李彬、张翔、周沛璇、程润磊、陈婷婷、
姜静茹、王诗琪、阎逸飞
吴芳芳、陈 琳、凌 莉、申 立、刘
博、王 彬、吴蒙凡
邴燕萍、陈纪友、宋光明、魏 文、冯
飞、吴庆东、钱爱梅、周裕红、李春晖、
张欣宜、李 丹、曹慧霆、陈 洁、陈晓
霞、黄静荷

42

崇明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

上海林李城市规划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张海晔、顾 皓、肖 烨、杨丰临、许明
才、沈雅玲、吕庆月、白雪峰、张丽杰、
席政亮、冯 琳、许锐彬、朱丽莎、宋
陈

43

上海市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泥处
理处置规划（2017-2035 年）

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
究院

马

44

成都市智能交通系统（ITS）
规划总体发展规划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
通发展研究院

45

漳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利用
专项规划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漳州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46

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漳州
（角美）延伸段龟山站站点一
体化设计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

47

上海市长宁区应急避难场所建
设规划（2016-2025）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

48

杭州市拱墅区智慧网谷地下环
道规划及出入口交通组织研究

上海互东集团有限公司

丽、张

鑫、张建频、彭丽娜

刘伟杰、张 祎、保丽霞、张 扬、林峥
忆、赵环宇、高 翔、杨 涛、张 灏、
李天宇、孙 朋、忻 春、刘 振、黄慰
忠、须伟峰
陈红缨、高 明、郑荣泉、朱 锐、郑
玲、陶 勇、戴尚端、包 瑨、高克林、
黄 璇、陈涵杰、方 宇、蒋晓峰、孙重
静、薛 凝
庄 宇、黄 凯、陈 杰、乌媛媛、纪
琳、杨晨迪、吴景炜、刘若琪、孟祥辉、
吴珊珊、裴宴昵、陈恩山、张迪凡、杨森
琪、赵欣冉
邵 蓓、陈 戈、陈卫杰、郑晓翔、罗海
琪、盛妍彬、刘 巍、王 奕、漆昊旻、
李陶然、苏立琼、侯敏子、张耀华、蔡洁
璐
白成春、曹继林、段玉曼、蒋晓菲、成耀
耀、许 璐、许 璐、陈斌斌、花伟伟、
杨可可

49

徐汇基于社会调查的风貌区规
划评估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50

吴淞工业区工业遗存保护与城
市更新策略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51

上海杨浦区源泉路 148 号生态
综合整治项目

上海同砚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52

川沙新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
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53

宁波市伏跗室永寿街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54

中国万里长城（大同段）保护
与旅游开发规划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
圳)有限公司

55

临夏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16-2030）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56

安顺国家路游公园旅游区发展
总体规划（2018-2030）

上海东江建筑勘察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郑 科、忻 隽、李 鑫、陈鑫芸、李卓
璇、姚凤君、曹 萌、程筱筠、胡珊珊、
郭 新、汤 立、李润韬、孙丹丹、李佳
静、孔春华
王 林、薛鸣华、王旭潭、杨聪雄、徐子
龙、沈禾薇、许永超、厉 越、蓝庭光、
邵志超、周 娜、代 兰、袁桂馨
孙 亮、桑 春、金荣华、张文婷、徐林
锋、徐 艳、储 光、夏志刚、李建成
阮仪三、梁 洁、袁 菲、葛 亮、林
林、徐 琳、周丽娜、李 栋、周海东、
高所贵、朱春明、顾麒麟、黄 旭、黄丽
彬
邵 甬、赵 洁、应薇华、袁朝晖、胡力
骏、季贤昌、惠彦杰、王丽丽、岳 平、
钱唯超、陈 悦、陈塘南、张伟潇、陈
欢、徐刊达
郭建强、任 远、陈助人、朱美伶、卓小
丹、洪麟添、卓小彬、张庆腾、刘明君、
陈 颖
丁灵鸽、张 磊、孙 易、姜丽丽、刘晓
戎、张国璟、孙景东、张 强、陈亚男、
董文豪、吴 慧、刘志鹏
陈元夫、王怡然、汤少忠、肖 潇、刘雪
林、周梦佳、赵 丹、范卓奇、焦 婷、
杨金博

57

浏阳河城区段一河两岸概念规
划设计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58

寿光市弥河流域保护与空间利
用总体规划

上海禾木城市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59

神龙架东北部旅游区总体规划

上海同异城市设计有限
公司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陈红缨、金 彪、方 宇、陈国生、华鸿
乾、黄 璇、郑毓莹、熊 赛、葛恒超、
尹振国、游 平、马 超、冯诗豪、孙常
峰、薛 凝
陈河江、孙 玉、唐绍峰、谭功意、张晓
敏、张潆丹
疏良仁、昝丽娟、李慧琳、陈宇昕、金
英、余 强、王 镪、黄 利、王 涛、
史秀芬、陈 倩、王 素、潘文秀、孙
博

城市勘测和规划信息类（2 项）
序号

1

项目名称

临港绿色交通综合示范之智能
交通信息平台建设研究

编制单位

上海城市交通设计院有
限公司

联合编制单位

提名奖项
李 永、陆 磊、陈 琛、石红云、何千
羽、贾 振、朱 鲤、裴文成、潘 燊、
徐苏旭、张品立、付亚囡、龙柯宇、蔡
聪、许君洪

2

智慧安亭空间信息管理平台

王超、刘雯霞、刘高、邵帅、刘振杰、何
懿渊、林涛、王俊达、李巍、汝岩、文
曲、李亚琴、华进、刘星百、朱金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土地专项类（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联合编制单位

提名奖项

1

上海市 2016 市级土地整治项
目勘测

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
有限公司

乔坚强、朱丹晖、刘 伟、胥鑫宇、鲁
鑫、夏 菁、施 刚、郁 飞、朱晓丹、
杨文荣、乐 麟、高顺喜、赵培旺、张小
兵、汪德信

2

上海市崇明县三星镇市级土地
整治项目可研报告、规划设计
及预算编制

上海市地矿工程勘察院
（上海市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队）

孙瑞瑞、巫虹、黄海峰、夏菁、朱晓丹、
杨光云、张颖、陆玉兰、薛裕华、李福
能、陆俊宇、方圆

村镇规划类（14 项）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九寨沟漳扎镇灾后重建暨国际
生态旅游魅力小镇建设规划

上海市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导则

编制单位

联合编制单位

张俊杰、叶锺楠、查 君、何树林、于松
远、罗智波、陈 沂、陶 刚、韦海涛、
刘明清、李雅楠、刘今朝、邓 霄、李炳
勇、 李 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上海市交通发展研究中
心

3

上海市农业“三区”划定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4

灵峰街道大竹园省级农房设计
落地示范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5

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等特色镇
发展规划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编制人员

1、上海市城市建设
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2、上海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
3、上海市建工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李 彬、李俊豪、刘伟杰、肖 辉、何
莉、周 彪、周 定、沈高洁、聂 磊、
王维凤、饶曼琦、蒋萌露、陈婷婷、周晓
娟、王达俊
汪燕衍、汪湖北、顾 红、侯明明、张
玮、许 伟、张 群、曹 操、叶建平、
陈建芳、谢萌秋、叶天羽、赵君琳、吕
姗、郭淑红
杜春宇、金凌骏、黄建云、双降喜、徐志
高、万华军、杨 奇、胡雨薇、刘士兴、
张会波、王园园、周春晖、邓 鑫
黄 昊、刘 宙、沈雷洪、张新燕、曾天
铎、步 敏、陶 峰、许 多、陈 光、
张 玉、殷 俊、覃雪松、辛 忠、姜浩
志、李伟佳

6

超大城市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构建与行动指引——上
海市乡村规划导则及实施执行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7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郊野单元
（郊野公园）规划（20172035 年）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

8

昆山市张浦镇尚明甸村村庄规
划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9

安徽省旌德县县域乡村建设规
划（2016-2030）

上海新建设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

10

大城小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青浦区重固镇章堰村村庄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11

义乌市传统村落雅端村保护发
展规划

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12

遵义市新蒲新区美丽乡村及古
村落改造修建性详细规划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

13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郊野单元
（村庄）规划（2017-2035
年）

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

杨秋惠、殷 玮、蒋丹群、张 帆、程剑
敏、居晓婷、田 菲、林可可、何 京、
钱少华、范 衍、方 澜、陶成刚、顾竹
屹、张 维
俞 进、罗 坤、苏 甦、张 彬、苏蓉
蓉、冯伟民、周国锋、易嘉成、朱浩华、
吴 琼、刘 珺、程 荣、陆俊宇、黄
平、殷伟成
黄印武、柯纯建、郑晓军、谢淑华、彭学
飞、孙 奇、张 榜、胡永武、薛蓓蓓、
杨 宁、孙晓琳、龚双印、许春玉、刘
媛、程钵娜
赵建晟、阎永林、汪云云、凌泽、王俊、
章毅、荚峰、董杰
张 维、周晓娟、钱少华、谢润华、陈曙
凌、沈磊清、张 静、杨 斌、陈 飞、
庄一琦
吴传道、殷黎黎、朱刚露、黄以林、朱淑
仪、王龙军、侍从虎、孙佳琪、徐子文
张 力、但昭褔、黄宏智、张嵩崴、李
兵、祝军祥、马丽君、朱 宁、莫唐筠、
景 敏、吴佩洲、施晓真、梁晓娜、陈满
妮、潘婉君
俞 进、龚 霞、张 彬、刘 珺、苏
甦、罗 坤、易嘉成、金兆奇、王英力、
赵任妒、陆俊宇、李亚唯、程 荣、蔡伟
娜、姜晓东

14

永平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及三
个试点规划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新军、苏海龙、纪立虎、宋 强、孙晓
倩、陈 晓、夏龙飞、蒋 巍、蔡文静、
姚雯娟、李金波、李瑞强、马 涛、虞
燕、孙德发

表扬奖名单
表扬奖获奖项目合计 24 项，其中城市规划类 18 项，城市勘测和规划信息类 1 项，村镇规划类 5 项。

城市规划类（18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1

2

3

4

蓬莱市创发新区及周边片
区规划设计
上海市静安区大宁社区
N070302 单元 116a、119、
120 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局
部调整（实施深化）
华漕社区 MHP0-1403 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 28、29、
30、31、32、36、37、38
街坊局部调整（南虹桥启
动区）
唐山老交大片区概念性城
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规划

编制单位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
有限公司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

联合编制单位

提名奖项
郭建强、任 远、周军军、唐 伟、刘
颐佳、张 勇、张仕云、侯兴华、曲海
波、张聪聪、于梦瑾
邵诏亚、全先国、张 俊、王 玲、胡
晓颖、阚立群、王光水、程 涛、张燕
青、王雯婷、高 瀚、刘昌菊、丁仕
堂、占慧文、丁小安

上海闵行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吴 磊、赵 晔、张 娴、陈聪颖、苏
鹤勇、王剑峰、孙 剑、许天海、毛丽
青、陈 诚

上海翰创规划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

徐 伟、彭 镇、蔡礼涛、王雨松、占
晓松、李琰鸣、王一然、杨 宇、常
明、张 琼、漆升慧、吴云飞、刘伟
鹏、李剑飞

5

宜宾市旧州组团纸厂片区
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
划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6

佛山市三水新城旅游教育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同异城市设计有限公
司

7

温江区都市新区发展战略
规划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8

长沙南站周边地区街区层
面城市设计

上海互东集团有限公司

9

淄博科学城起步区城市设
计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
公司
程学院

10

航空城综合交通规划研究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
有限公司

11

宝山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2017-2035）

上海宝山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丁灵鸽、孙 易、张 磊、姜丽丽、周
凯、何伟光、张 强、陈亚男、董文
豪、吴 慧、刘志鹏
疏良仁、昝丽娟、李慧琳、黄 伟、华
乐、潘 尧、黄 利、杨政山、曹译
文、罗俊宇、王 燕、孙小飞、覃淑
珍、杜少兵、张鹏辉
范军勇、宋 莉、龚奇丰、何子豪、马
爱平、田椿椿、戴俊峰、王甜、许
琛、任才兵、陈思宇、金鑫、廖海灵
曹继林、段玉曼、蒋晓菲、成耀耀、许
璐、许 璐、陈斌斌、花伟伟、杨可可
黄国洋、张 萍、张 磊、郑夏杰、王
永成、李建新、吕梦薇、马博文、林雅
婷、陈盛楠、张诗雨、唐文渊、张
铎、王红兵、周 宁
陈 龙、张大伟、张临辉、李朝阳、凌
宏伟、周晋冬、宋淑丽、温 馨、陆文
亮、潘越洋、韦权伦、刘博雅、张
浩、金建钢、陈 绵
阎 宁、汤之洁、王 静、李 强、胡
晓忠、叶 晖、代 苗、蔡亚唯、方
俊、张 雯、曾文慧、许凌峰、金
文、曹 波、徐荣国

12

晋中市固体废弃物循环利
用产业园规划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
有限公司

13

宿马现代产业园区消防专
项规划

上海新建设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14

石门县城市绿地系统专项
规划

理想空间（上海）创意设
计有限公司

15

马家荡景区-马良古城规划
设计项目

上海东大建筑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

16

胶州临空经济区环机场绿
道景观规划设计

上海麦塔城市规划设计有 中咨城建设计有限公
限公司
司上海分公司

17

荔波古城修复开发项目规
划设计服务

上海雅思建筑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

18

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历史
文化名镇改造

申都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万云峰、安 淼、史昕龙、凌文超、任
平、李海波、吴冰思、丁 飞、冯
蒂、方海洋、单福征、宋金成、
余 婕、郑双杰、林之亮
李 强、赵 彦、杜振杰、李 明、周
皓、林德强、吕 红、李 朔、孙洪
磊、王玉荣
刘婷婷、吕正音、张洪波、赵 谦、王
芳菲、刘 页、吴蓬鹏、汪平华、周
敏、谷 丽
韦成明、顾 翔、柏 珽、韦 鑫、顾
庆荣、杨 勇、姚海洋、查忠明、韩忠
祥、唐军辉、谢斌峰、江漫均、顾秉
玺、孟建军、胡晓倩
陈 荣、王随霞、苏 伟、于东梅、张
秋凡、施忠华、陶 臻、彭志坚、张云
云、蒋美琳、谢许涛、胡小可、任
凯、全典通、邓庆喜
钱秉真、张 锷、吴军和、田青阳、易
琪勋、郑 寅、滕佳君、薛耀军、刘
佳、李 翼、邹少鹏、叶 婷、苏 芳
陆 岳、章凌志、黄 龙、周 磊、刘
源、鲍 凯

城市勘测和规划信息类（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1

大数据在城市总体规划中
的应用研究

编制单位

联合编制单位

提名奖项

上海元卓信息科技有限公
温州市规划信息中
司
心

杨介榜、裘炜毅、李明敏、周梅玫、王
斌、朱莉莉、张蓓英、刘 佳、王胜
男、李 卫、刘 浩、王同根、徐玲
玲、陈亚平

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

村镇规划类（5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联合编制单位

1

新安县铁门镇土古洞村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2018-2035）

匠人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2

重庆市忠县三峡橘乡田园
综合体总体规划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 上海采锦建筑设计咨
有限公司
询有限公司

3

沙道沟镇上洞坪村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

上海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刘献韬、朱 进、郭 莉、张素敏、郝
阳、郭玖玖、王荣园、吕鹏骥、焦雪
源、郑二浩、张春凤、范慧茹、王志
伟、张远慧、赵迎春、
贾宇轩、蒋文金、陈 岚、凌 云、顾
文飞、李旗胜、房传闽、沈振华、唐寿
山、郁佳菁、吴 伟、刘一帆、增庆
波、杨静静、王思凝、
田 双、汪 勤、李 涵、曾晓岚、唐
先行、刘志文、李 丽、张江波、朱原
庆、潘 晓

4

奉贤区奉城镇东新市村村
庄规划（2016-2035 年）

上海沪闵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5

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芝英
八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
利用规划

上海上大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邹燕峰、李 靖、王伟红、徐 峰、汤
志光、罗 洁、丁成祥、赵永芬、杜芸
芸、高倩倩、杨玮颖、邵晓燕、刘
媛、王 晶、
刘 勇、蒋超亮、姚正厅、李 瑜、高
思洲、许 晶、覃海栓、甄 静、张佩
贞、李峻峰、卢 磊、王沈赟、朱添
天、楼骏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