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酒店、会所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蒋华健 上海本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挚舍·南禅观水酒店 A006

银奖

李健 上海品仓建筑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南通如苑·科技城企业公馆 A010

李静源、叶坚、胡栩、陈裕雄、朱磊成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绍兴饭店改扩建工程 A023

铜奖

观维设计 成都观维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瑞居文华酒店 A007

石伟达 杭州中书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夏克梁艺术工作室 A024

易永强、麦宗恒 广州五加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山·艺术藏品私人会所 A026

优秀奖

王征宇 上海唯思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本·熙云 A004

许明光、陈永辉、杜武甘 深圳构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柬埔寨西湖度假酒店 A014

徐晓华 苏州黑十联盟品牌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漫心酒店·上海夏都小镇店 A015

谢少华 上海曼图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绿地·海珀澜庭澜轩 A021

郑展鸿、刘小文 CEX鸿文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何造·精研 A027

李秩宇 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百花洲C1C2古建筑群落改造 A028

练伟全 广州韦利斯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素寓酒店 A029

B.餐饮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董成立 IEN壹能设计工作室 Caneti 润之意 B005

吴为、刘晨阳、贾琦峰 北京屋里门外设计有限公司 大鸭梨万科店 B031

银奖

郑小馆 广州深点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一质咖啡 B003

李明帅 上瑞元筑（上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the met 西餐厅 B025

张驰、张馨文、姜欢 沈阳市有度空间设计工作室 杭州香颂酒吧 B047

铜奖

曾涛 贵州集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叁音乐餐吧 B001

吕欣、刘威、凌春来、颜聪、朱宏纬 江苏世纪名筑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海底捞余杭万达店 B006

李战强、李炎 河南壹念叁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山外餐厅 B036

优秀奖

叶晖、陈坚、林伟斌、陈雪贤 今古凤凰空间策划有限公司 岁寒三友 B007

许俊俊 蚌埠十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宋朝餐厅 B015

高斌、林荣金 福州零筑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禧悦楼 B021

陈绍良 福建無印良品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三个院子 B023

蒋波 重庆态和臻至装饰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饭粑跎·老重庆拌菜 B027

陈明、文仁树、符锦、解辉、赵珊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静水瓦屋 B030

闫亮 青岛天人营创室内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7道风味 B032

何羿凡、陆紫阳 扬州市奕观空间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瑞秋咖啡 B033

韩枫、金大彬、王猛 郑州未禾未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鲲-融合川菜艺术餐厅 B035



张建武 泉州物上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序 B037

在目设计事务所 广州在目设计事务所 木棉餐厅 B044

C.休闲娱乐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韦晓光 广西古歌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自由者健身 C008

郑展鸿、刘小文 CEX鸿文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五味心茶社 C010

叶恭锋、汤剑锋 福建岩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又见 C017

铜奖

张鹏峰 福建直合设计有限公司 静寂 C003

吴少余 福建唐玛国际设计 九境全时生态健康会所 C013

优秀奖

郑熙、郑安迪、郑健阳、莫伟伦 WED中熙设计事务所 在城市绿洲，驶向心灵的列车 C001

胡哲、全志鑫 古月空间设计工作室 2205 C002

石正钰 南京吾索设计 十二涧SPA C006

郭晰纹 上海晰纹与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金沙城公区未来之光 C007

D.零售商业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张建武 泉州物上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逐光 D041



银奖

游小华、欧阳、李京、许骆英 福建天汇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有间 D033

倪龙 南京零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J&E Atelier服装工作室 D059

铜奖

广州本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本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铁建番禺花语岭南售楼部 D014

陈锋锋 美开空间 WE婚戒艺术中心 D050

优秀奖

叶晖 今古凤凰空间策划有限公司 融合·Danilo艺术涂料展厅 D006

张鹏峰 福建直合设计有限公司 木地板生活概念店 D007

张中亮 河南中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昌建五悦里观璟营销中心 D009

李明 深圳朗联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武汉华润幸福里展示中心 D022

万继亮、杨雷、黄梦云、闫瑞娟、邱承强 重庆米修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荣盛鹿山府销售中心 D028

王小锋 广州尚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福州旭辉公元大观销售中心 D031

谢志云 鸿扬家装 需求式木作体验馆 D051

冯方宏 合肥宏约深美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红星路130号 D071

E.办公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李成保 洛阳凡本空间设计事务所 隐匿于田野中的白盒子 E003

刘耘谷 上海曼图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绿地城际办公空间· Distrii办伴 E019



铜奖

四川中英致造设计事务所 四川中英致造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DASQUA中国总部办公室 E010

罗丹 龙岩壹玖捌陆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ONES DESIGN办公空间 E011

优秀奖

杨晓明 早晨设计 光隙 E004

李怡明、王学丽 北京清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绍兴智优沃联合办公空间 E016

孙超 普阁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拾叶斋 E023

叶晓波 拙人营造 ZMAKE-拙人营造办公室 E025

王世春 台州鸿洋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无界 E026

梁国辉 广东东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东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办公室 E029

李俊 广州激塔室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风生环流 E030

李俊 广州激塔室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云端之城 E031

刘孟、贾晨 洛阳里舍空间设计事务所 银龙科技办公 E032

杨婷、高天 杨婷高天设计机构 TT“の”蝶放 E037

F.文化、展览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空缺

徐旻、张洋、林周龙、吴梦婕、朱晨婷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三门剧院室内装饰工程 F003



铜奖 刘大维 深圳鸥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王益城市书屋 F005

何华武、廖建锋、朱煦 华伍德设计咨询（福建）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晋江御隆艺术馆 F009

优秀奖

叶晖、陈坚、林伟斌、陈雪贤 今古凤凰空间策划有限公司 黄金岁月丨追忆展厅 F001

丁飞、王晶 淮安艺境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 长江书院 F002

董兵、王盟、赵佳、薛冬春、唐滔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江西省文化中心-博物馆 F007

许业功、陈晓生 汕头市许业功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弘烨堂——灵动的禅意 F013

G.大型公共空间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空缺

铜奖 空缺

优秀奖

裴健、陆丽如、王凯平、徐昊明、赵腾 北京筑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滨河体育中心 G003

张涛、孙传传、赵成、邓春杰、贾静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 G004

H.教育医疗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空缺



铜奖

江波 HOUPAL厚派建构 赛特福德幼儿园 H004

李世杰、李炎、郝斌 河南壹念叁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商丘学院图书馆 H011

优秀奖

辛明雨、张君秋、冯泊霖、何双凤、师丽丽 哈尔滨唯美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康尼尔齿科 H001

刘捷 国广一叶 卡夫·House H002

陶胜 南京登胜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向美而生 H006

安震 兰州缇络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敦煌艺术学校 H014

徐代恒、周晓薇 徐代恒设计事务所 瑞柏美 H015

苟嫣、刘学 重庆雅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四季山谷儿童中心 H017

I.经济型住宅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胡哲 古月空间设计工作室 不·白 I008

柯辉 广州不合时宜设计有限公司 33平方米公寓 I012

铜奖

陈静、周瑜、张娜娜 禾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境-暖 I011

朱文燕、沈岳钢 鸿扬家装 归·心 I032

优秀奖

张向东 湖南省天匠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一八零一 I003

陈静、任欢民、李永歉 禾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流·淌 I013



优秀奖

赵竞宇 株洲境屿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黑白灰里的彩色世界 I028

谢雄峰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 嘉裕公馆-马宅 I030

J.别墅公寓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谢英凯 汤物臣·肯文创意集团 和光之居 J021

银奖 空缺

铜奖

林玉芳 福建国广一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对话·时光 J007

马汉鑫 汕头市汉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灰奢有度 J050

优秀奖

王强、赵骏豪、聂祖兰 广州黑白木空间设计 回木 J023

汪克成 广州艺工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洄意 J034

杨杰 长沙美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发央著 J049

K.样板房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空缺

铜奖 空缺

优秀奖 许业功、陈晓生 汕头许业功设计工作室 万泰春天样板房——当代意式 K021



L.民宿工程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空缺

铜奖 空缺

优秀奖

许小聪 漳州百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HI LIVE南厝 L003

沈墨、张建勇 杭州时上建筑空间设计事务所 来野民宿 L004

汤强、陈子健、陈志浩、李水平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设计学院

圆屋 L005

曹刚、阎亚男、杨滔 河南二合永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电影小镇·江湖一夜 L009

赵秋平 青岛艺科装饰 Let's归诚民宿 L011

O.概念创新方案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霍兴海 北京弘石嘉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天通里 O003

铜奖 空缺

优秀奖

郭威、李佳炜、顾正林、张敬堃、姜月欢 苏州国贸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中欧国际研创基地 O025

陈玮 珠海三川空间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青竹书院酒店 O115



P.文化传承方案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空缺

铜奖

谢志云、李明 鸿扬家装 冷湖油矿民居 P024

寇准 鸿扬家装 渔忆 P026

优秀奖

谭双 湖南横柒竖8空间设计工作室 二十年·观居 P001

张月太、贺小燕 长沙原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木构复兴 P016

黄昆龙、陈榆、王松 东辰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颐和四季-长和 P021

刘旭东 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青城甲餐厅 P040

R.软装陈设类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金奖 空缺

银奖 何静 深圳朗联空间艺术顾问有限公司 重庆赖特与山3期别墅示范单位 R010

铜奖

徐解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回溯 R004

徐解 河南九度空间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漫时光 R007

朱鸿乐 浙江上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花语江湾 R023



优秀奖

ArtHouse艺居设计 ArtHouse艺居设计 国美·智慧城 R002

温倩诗、戴浩民 珠海大千享受家家居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麓湾——新中式样板房 R019

郑小君、金小知 上海几朵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穿梭弗洛伊德的梦幻乌托邦世界 R020

X.新秀奖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新秀奖 空缺

Y.佳作奖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佳作奖 范琦、刘洋 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时光逆旅·咖啡设计 Y019

全场大奖

奖项 姓名 单位 作品 编号

全场大奖 张建武 泉州物上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逐光 D041

最佳设计企业奖

CEX鸿文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IEN壹能设计工作室

北京屋里门外设计有限公司

福建国广一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古月空间设计工作室

泉州物上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本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曼图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联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汤物臣·肯文创意集团

鸿扬家装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