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山东省“土地杯”农村新型住房建筑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特等奖（空缺）

一等奖（5项）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参与单位 主要参与人员

1 传承·纳新·有机生长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晋、徐连捷、李心萌、于辰龙、孙楠、肖耀斐、刘康宁、司若琪

2 倪伦社区荷香别院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省华坤乡村振兴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亢斌、贾玉珍、王志鹏、史煜坤、王建功、李晓阳、王保晶、李莹莹

3 胶莱新居·海韵草风 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省城镇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朱宁宁、丛海涛、王峰、吴英超、冯杰、郭真、倪文嚞、许雪颖

4 胶东时代·家 朗建城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朱文兴、房玉杰、李倩、朱芊芊、林奎东、姚文英、孙鹏、张丹丹

5 古韵新居 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金岩、牛雨雨、王璨、李沛恩、李亚文、赵心如、王钰霖、赵彤辉

二等奖（8项）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参与单位 主要参与人员

1 居变·村落 一村一世界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贵民、刘霞、马俭亮、姜宽、姜浩、沙映安、刘荣成、左超臣

2
“亲情、集约、永续”产业农民“
四代四套新叠居”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拓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临沂市规划建筑
设计研究院、上海六汇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青岛
市旅游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临沂市兰山
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王启成、余利、庄绪永、庄娟、刘英杰、陈玉莉、张盈、李翠翠

3 新型齐鲁民居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山东省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夏鸣晓、王晓瑜、魏世诚、曹新茹、孙磊、王佳瑜、李晓萌、张俸志

4 黄昏后回家 济南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白晨、李咸明、张镜贤、王翔民、李策、李宇航、陈润亭、付志花

5
原乡之居—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户型与造型的可变性）

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朱宁宁、高行、李继昌、黄博燕、陈洪金、冯杰、孙梦媛、于文政

6 生产性村居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山东中兴市政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艺术学院、济南齐鲁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周忠凯、夏鸣晓、李欣桐、张猛、张连振、张乃征、梁斯琅、李耀

7 枕上梦山小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科环能科技有限
公司

王心悦、张君传、徐力、贾玉华、颜建坪、崔艳梅、张伟健

8 乡村更新-可生长的院子 滨州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钟华、郑国飞、尚健、陈兆旭、于战伟、李华涛、张瑞、闫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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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6项）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参与单位 主要参与人员

1 乡见如故 临沂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士忠、唐庆忠、王震、王郡贵、刘鹏、张琪、王婷、王明峰

2 和谐聚落·生态乡居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莹、于辰龙、徐洪光、李延明、高杉、郭建明、张现劼、徐秋韵

3 岱下新居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樊德正、李睿智、张传超、陈吉荣、张鑫、张乃哲、张振柱、窦寅

4 大义之乡、水上村落 山东省城镇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王峰、李星雨、马永东、李晓梦、陈涛、张晓峰、亢斌、曹广辉

5 溯源·共生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韩雪、郝彤、康金凤、张浩、闫晗、宋博、李畅、张婷

6 “新”乡邻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

莒县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山东省城市建设职
业学院

张戈、温贵阳、董莉媛、吴瑞宁、石招弟、赵鑫淼、李晓东、孙瑜菡

7 方宅合院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市园林环卫保障服务中心 王俊东、陈群英、刘仁帅、王恒玺、刘昕、张乃禄、陈龙、鹿群

8
鲁中山区农民群众住房建筑方案设
计

淄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彦兵、侯菲、李文静、张福祥、王骁、刘震东

9 融合·传承 山东省城建设计院 寻春艳、孙景松、王金菊、朱燕、李军、张振元、张琪

10 留住乡愁·诗意栖居 山东建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晓囡、刘永友、李崇瑞、徐鹏飞、张娇洋

11 “访华夏龙源   营雷泽人家” 山东省城镇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庆福、丛海涛、袁登峰、马卫东、赵柳、温守军、张文一、陈涛

12 外板内框钢结构装配式绿色农居 五莲县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日照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日照卓达城建开
发有限公司、山东华元建设集团、五莲县建筑工程
管理服务中心

郑世全、赵金宝、刘晓晨、贾凤国、秦亮、商艳、鞠丰华、韩春花

13 渔港新村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仰轩、刘震训、宋圆圆、刘蒙蒙、王雷、赵倩、谢庆涛、王业中

14
传承&适用 鲁西南地区新农居建筑
方案设计

济宁汇源华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付亚东、唐延旭、崔相东、魏晓、王麟、肖楠、田龙龙、梁耸耸

15 院邸新居 山东新兴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明学、潘新民、冯玉华、袁卫华、黄汇滨、王陶、尹世杰、王莎莎

16 变与不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段德罡、沈婕、崔新洁、孟勇、胡慧东、王明珠、王润妍、段月月

优秀参赛作品奖（61项）（按申报单位所属地市行政排序）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参与单位 主要参与人员

1 “魔”块 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 赵康、王新、卢逸、戴绮呈、孙悦、孙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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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记忆——走不出的炊烟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城镇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赵旭、邵曙光、曹新茹、马振晓、马利波、冯涛、赵竹君、姜海彪

3 绿水青山·时代乡居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建筑大学、山东建筑大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闫佳、刘晓芳、李鑫田、王振坤、李先俭、吴孟辰、綦岳、丁军娜

4 海蕴生机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邱文杰、张依依、刘子硕、贺鹏、杨晓君、杨浩、刘康宁、黄倩

5 新乡音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院 白云霄、张朴华、杜珍旎、唐建喜、侯庆坤、柴晓焱、韩晓龙、李润祺

6 叠翠山庄-四意乡坊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特、赵媛媛、董梁、王博涵、刘恺丽、吕程、席任之、杨清伦

7 居有其屋·乐有其所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寅、徐连捷、徐秋韵、吴晓凡、郭建明、赵媛媛、张天宇、王莹

8 “回来了” 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庞唐、陈鹏、王泽东、马文渊、辛泓言、周子晨、王晓杰、朱松松

9 一花一叶一世界，一屋一院一生活 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科栋、邵明垒、赵思聪、聂永健、徐振生、范新、马尚勇、闫倩

10 乐山合院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杨宇宁、庞杰、刘丹、毕赛、孙延竹、徐丽雯、信言、李玉秀

11 村野·乡韵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荆文清、张贵青、杨权、吴庆、孙伟伟、王维肖、张革军、齐娟

12 齐 家——返璞归真的乡土营造 山东省城镇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海朋、王旭光、崔新洁、赵柳、李军、王楷文、孙甜甜、杜俊

13 乡韵·新农居 山东省城镇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志鹏、朱涛、苏峰、张建、张硕、陶新江、马奎星、周海龙

14 溪畔村落 胶东人家
山东省华坤乡村振兴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山东建筑大学 马永东、侯明伟、刘长安、高晓明、张传超、苏恒、姜梦溦、徐程

15 乡土转译·归园田居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张秋艳、王心如、徐飞、刘蒙蒙、谢庆涛、黄博燕、柏林川、吉喆

16 院·九宫格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梦雨、杨帆、王宁宁、李丹丹、张铮、王露、冯诗桐、韩智如

17 模块化村居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石鹏玉、马利振、于洪飞、陈茜、郝希利、葛林林、白淑鑫、李久福

18 水城新居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冯景明、邓波、陈青、于雷、朱彦波、刘子川、石鹏玉、周杭

19
户、邻、坊、乡——平原地区的生
长与延续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郝希利、陈茜、曲晓宁、朱晔、李昊珉、高文梅、周杰峰、朱勇

20 鲁西“节地环保型”新农居设计 山东京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英国肯特大学建筑学院 马凤华、丁立、闫岩、李鹏飞、齐骏翔、曹译元、赵琨、辛禄浩

21 栖山·台地山居&村落生长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王丽君、马翔、吉家雨、王传佳、张连杰、马潇雨、刘珂

22 产业新居 济南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白晨、徐洁、韩江伟、冯悦、刘庆伟、吕星汉、陈润亭、付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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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山去 青岛青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农业大学、北京中健和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黄继航、袁涛、郭研、王慧瑾、张凯霞、曲飞、李文博、马喜峰

24 村韵·新语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尹冒愿、刘洪伟、赵福荣、陈镜宇、郑允洋、崔笑萌、刘爱涛、王兆爽

25 原乡·新宅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岛沿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烟台大学 梁琛、王殿晟、王宁、李帅、李芸、张钧茗、秦磊磊、李亚

26 田园模方 青岛中景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毛薇

27 鲁中乡愁·家 朗建城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蒙阴县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朱文兴、类维礼、林冰、房玉杰、李倩、龚信花、林奎东、孙俊俊

28 山海田园新农居设计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烟台市芝罘区隆
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邓观智、柳春蕾、张民、王硕、杨媛媛、由学函、翟一鸣、秦娜

29 一舍·二合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张竹容、赵孝锋、陈栋、李元皓、李沛霖、牛世强、由学函、李星卫

30 古韵承·胶东情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科环能科技有限
公司

张伟健、颜建坪、徐力、贾玉华、王心悦、崔艳梅、张君传

31
“邻里空间，阳光庭院”胶东乡土
情怀农村新型住房设计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秦桂明、李孟庭、王帅、徐静、马汝昕、辛环宇、曲延芳、吕荣荣

32 未来家院 潍坊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升、王述波、韩伦、祝友涛、高磊、谢德刚、吴玉霞、张金凤

33 鲁中新时代民居 潍坊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郭召利、逄国涛、朱青财、赵尚礼、路俊龙、田础源、高倩倩、张春新

34 密水·河洋新筑 潍坊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王文明、张志华、曹宗英、马玉花、张群、林勤豪、王亚群

35 黄河滩区·筑台新居 济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济宁市技师学院 闫翠平、贾宏涛、李华、蒋衍洋、刘艺潇、刘倩、王通、杜飞

36 老村有戏 济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李继奎、蔡璐、刘传苍、侯栋栋、胡长安、孟超、阮景、季波

37 乡峪新居 泗水县建筑设计研究院
泗水县市政建设管护中心、泗水县园林绿化养护中
心、泗水县泗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王庆磊、徐文、彭君、杨坤、张宁、高书慧、葛德存、乔彦超

38 和乐家苑 泗水县建筑设计研究院
泗水县市政建设管护中心、泗水县园林绿化养护中
心、泗水县泗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王晓辉、张吉贺、郝玉兰、徐文、彭君、乔彦超、张健、杨坤

39 箨——新笋初脱之箨 山东博宇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胡翔、孙庆华、邢涛、朱自强、何雨、安楠、李丽妮、王洁婧

40 鲁韵田园 山东建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卢婷、张毅、朱文飞、席悦、李福欣、张娇洋

41
“山清月明”农村新型住房建筑设
计

泰安市城市建设设计院 周欣、郑善清、杜鹏、肖继鑫、周广辉、高婧、孟庆曼、徐庆冰

42 农居更新 山东华侨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于辉、刘海威、隋雷军、邵文芳、董思晨、李粮宏、于显清、朱广军

43 绿水之乡——规划建筑设计 山东碧海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项田龙、薛峰、孙林、范开美、孙振良、吕淑婷、薛春喜、孙玉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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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活、生态、生产“三生融合” 山东碧海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莒县城乡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崔栋伟、陈维金、周永亮、李廷斌、战祥鑫、辛晓龙、蒋维忠、庄其昌

45 丹土新韵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锦、许峰、丁元涛、朱蕾、季传东

46 盘云水和 日照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纪富安、戴子玉、齐延年、陈聪、许崇浩、黄陈勤、韩雪、苏日飞

47 诗意栖居-沂蒙老区坡地民居设计 日照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莒县城乡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莒县土地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莒县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日照中豪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同大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山东分公司、山东碧海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姜瑞勇、陈维金、李铭、薛峰、马俊芹、黄玉霞、陈龙梅、蒋维忠

48 山水·村居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贺永博、牛奔、王琨、李琨鹏、孙夫艳、刘栋、李辉、王刚

49 鲁西北传统民居的有机重塑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冯殿玉、许亚君、王家伟、王宁、付皓、冯维、杨志峰、王召进

50 融·生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贵民、刘霞、马俭亮、李晓阳、姜宽、姜浩、沙映安、刘荣成

51 塑·造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骁童、杨堃、杨青青、丁晗、郭航、张先艺、王雪纯、呼玲玲

52
乡往·零舍——近零能耗被动式住
宅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辉、杨本来、李燕飞、李猛、张博、林珊珊、赵德明

53 窑望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省华坤乡村振兴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农
业大学

史煜坤、金元、潘洪鹏、亢冰琦、王娟、王帅、曹广辉、宋彤彤

54 老家里的新家 滨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蕊、孙守星、张新鑫、张立杰、国伟、吴洪柱、于海涛、郭宁宁

55 河畔云间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同雷、张红刚、刘洪坤、高宇伟、杨阳、孟令建、刘健、袁野

56 “乡土情”地域性居住建筑设计 滨州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伟、陈波、张运龙、张文勇、盖东东、高长运、赵仁进、侯志慧

57 美丽乡村·古韵新居 邹平市建筑设计院 付相山、王宁、孙晓迪、田茂村、张学、马志瀛、刘峰、李守阳

58 乡里人家 邹平市建筑设计院 耿佃文、王岩、马凌云、钟岳、王浩、闫坤鹏、方振、贾霖

59 乡情 邹平市建筑设计院 张春玲、王岩、丁招玲、李晓宇、赵会贞、姚磊、张经平、陈卫昌

60 林语村居 山东东瑞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金强、满松、陈柯、杨宁、苏琛、张安琪、边敏、姜淑

61 收获·新农村、心建设 山东东瑞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金强、郑建军、张广生、张安琪、任婧、王森杰、单衍可、黄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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