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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景观规划设计赛道全国半决赛获奖名单 

（学生组-南方赛区）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参赛单位 奖项 备注 

1 
沙场焕绿·共享新生——“新共享”

时代城市工业遗址活化路径探索 
李乃馨 逄问宇、索世琦 陈锦富 

华中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一等奖 ILIA-S-202110034 

2 野生-野趣 廖媛 
杨璐燏、严欣然、

余含玥 

沈员萍、 

张国坤 

福建工程学院 

-城乡与规划学院 
二等奖 ILIA-S-20219446 

3 
大地伸延——回归自然的新型 

居住社区 
冉铖李 韦小小 左力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二等奖 ILIA-S-202110298 

4 红树又绿冯江岸 金磊 
杨雨晴、王之湄、

李恺仑 
杨冬辉 

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 
三等奖 ILIA-S-20219909 

5 
康融三生、养在南山——基于健康

产业视角下的南山乡村活化设计 
黄楠 

王心怡、林歆雅、

徐涵、朱玉洁 

董建文、 

王敏华 

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 
三等奖 ILIA-S-202110172 

6 "巷”往新生 肖静博 李莉、张璐文 向燕琼 
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美术学院 
三等奖 ILIA-S-202110233 



7 
浮“梁”+——浮梁县南门渡滨水 

景观设计 
吴凡 

刘荣荣、杨婷帆、

何雅杰、庞芊峰 
康胤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设计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286 

8 
源生——基于生态防护的武汉黄

家湖滨水景观更新 
孙遥  

周勃、 

任亚萍 

河南城建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329 

9 
拨云见日——基于冉庄地道遗址

的地下纪念性景观设计 
吴楚涵  陆虹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522 

10 

田园白藏房，净土香巴拉——基于

乡村振兴理念下的色尔宫村景观

规划设计 

黎婷 
孙晨溦、罗蕴琪、

余睿、田艺婷 
何丹 成都文理学院-建筑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584 

11 
福建省福州市第五代新能源城市

地标性综合建筑设计 
吴子昭  陈超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607 

12 
脉动--以循环系统机制重塑永庄

水库郊野公园 
何慕 吴安宁、刘雯雯 周鹏 海南大学-林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655 

13 水渡三生 · 智汇郭仁 孔雨薇 
韩雨诗、辛天洋、

方欣然、田璟 
屠李、张泉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657 

14 
”种豆·南山“田园式养老院景观设

计 
张正政 王淳 金晓雯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658 

15 
蒲公英小院——许昌市“阳光儿童

救助之家”福利院景观改造 
陈雪蕾 

申贝、闫倩如、雷

玉玉、宫晓璐 
李满园 许昌学院-城乡规划与园林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727 

16 
向野自然——基于自然教育理念

的乡村社区共享空间参与式设计 
冯思懿 

关美燚、毕慧缘、

陶贝贝 
汤辉 

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877 



17 
墟城复兴——深圳墟「现东门老

街」公共空间设计 
贺利平 

余晓春、向蒗、林

春江、邱文 
钟乐 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960 

18 
重拾，重联，重建—莺歌海盐场生

态修复与产业更新 
王鑫 

曾灿煦、马海超、

颜沁怡 

唐孝祥、 

王国光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963 

19 
从街市到庙堂——历史文化景观

再现为导向的龙潭古镇景观设计 
蒋帅  米满宁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10184 

20 

涔洸破沙碛，砾石立绿棘——基于

场地供需水能力下的适地节水农

业景观探索 

李楚涵 
贺小航、孙悦、文

铎杰 

周斯翔、 

杨青娟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10190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景观规划设计赛道全国半决赛获奖名单 

（学生组-北方赛区）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参赛单位 奖项 备注 

1 
陕西靖边龙洲丹霞地貌风景区

规划及自然地貌保护 
董珊珊 

胡昊冉、高禄鸿、 

朱哲贤、崔乾清 
刘媛、田永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一等奖 ILIA-S-20219760 

2 

漫步荧海——基于 BP 神经网络

模型的平潭海域“蓝眼泪”监测

与景观设计 

王楷宁 陈玉惠、张雪、孟令琦 王兰宝 

The University of Auckl

and-Creative Arts and I

ndustries 、福州大学 

二等奖 ILIA-S-20219687 

3 
变换时分——基于分时共享的

四川北路街道慢行系统微更新 
陈瑾萱 孟媛 吕小辉、杨建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ILIA-S-202110134 

4 
碳中和矩阵——镇村体系生物

质热电厂绿色网络规划设计 
马晨烁 

林露秋、陆雨竹、 

王晓珩 
张一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筑学院 
三等奖 ILIA-S-20219989 

5 

博古融今兴古意，晓入邯郸十里

春——基于意象包容的邯郸城

南复兴规划设计 

郝妍 杜宜钊 孔俊婷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三等奖 ILIA-S-202110072 

6 墨·韵·灵·动 何展鹏 杨声丹、李毛千芝 黄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三等奖 ILIA-S-202110173 

7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景观规划设

计以“竹林村”为例 
周婉娇  李玉兰 

乐山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198 

8 

清景无限——基于苏轼文化历

史环境资源化的现代城市文化

景观带设计 

陈斯婉  王涛、罗萍嘉 
北京理工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356 

9 

林海花田·康养旅居 怡养花乡

—湖北英山城市康养景观规划

设计 

李儒浩 
王举点、杜宇轩、 

赵梦阳 

王晓、王守富、

文雅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园林建工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466 



10 
《忆旧河、艺新河》——将小堰

河生态重构 
闫博文 

王瑛琦、韩夙姣、 

解佳丽 
韦宇欣 

天津工业大学 

-艺术与服装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594 

11 燕归巢里万物生 袁诗婷 
廖思琪、袁颖俏、 

周晓楠、吴虹采、林郁 
胡竞恺、蒋雨芬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热带农林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599 

12 
新生代钢铁森林—走向公众的

活力遗产综合体 
张震 

朱笑宇、刘国华、 

刘东瑜 
李莎 

中国矿业大学 

-建筑与设计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630 

13 稻“乡”源记 王一帆 张书源 

周峻岭、王伯

勋、谢凌峰、李

孟顺、 

邢亚龙 

澳门城市大学 

-创新设计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667 

14 
“以山水诗意，耀桂剧传承”-月

岭非遗桂剧空间更新设计 
马小芹 周胜路、赵瑞艳 刘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694 

15 

碧落新村—基于景观基因设计

理念的新疆麻扎村村落保护旅

游开发规划 

熊逸凡 
龙慧晶、张晨宇、 

李雨珂 
刘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792 

16 石以天成，汇于民生 段雅楠 
邓旭、刘贤琪、李晓敏、

韩蕊强 
蔺宝钢、王琼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847 

17 走街——乡村公共空间重构 李智飞 周岢薇、宋美欣 海继平 西安美术学院-环艺系 入围奖 ILIA-S-20219876 

18 矾都聚变—矾矿工业遗址公园 万佳瑞 王晨茜、徐莹、丛菲菲 宋功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9979 

19 
平凡而伟大——城市生态 

博物馆设计 
张译丹 

聂子宸、周炳权、 

曲慧昕 
耿舒畅、孙巍 

大连民族大学 

-建筑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10215 

20 

“链接”星辰的孤岛——基于区

块链理念下的城中村公共空间

微更新 

曾文娟 
田双志、徐雪桐、宋杰

夫、唐诗 
王竞红、侯韫婧 

东北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入围奖 ILIA-S-202110285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景观规划设计赛道全国半决赛获奖名单 

（专业组-南方赛区）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参赛单位 奖项 备注 

1 华发旭辉-惠州铂钻四季示范区景观 哈艺 
王志鹏、翁苑钧、陈静、张小

奥、叶福建、黄瑾 
惠州和汇置业有限公司 一等奖 ILIA-P-20219454 

2 境其地——种城市设计尺度的本土实 陈冰清 
赵东昌、乔丹、李青、孔涵宇、

李献良、路金达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二等奖 ILIA-P-20219540 

3 绿地控股赣州城际空间站城市展厅 聂恒飞 徐若、雷敏、韩敏超 
泛亚景观设计（上海） 

有限公司 
二等奖 ILIA-P-20219546 

4 商船会馆景观设计 林晓军 
张玮、石磊、马丁、韩健、袁

亚伟、黄中妹 

上海纳千景观环境 

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ILIA-P-20219296 

5 
郑州航空港国际科教创新区概念性 

城市设计 
孙天尧 

韩淼、艾蓉、刘扬、孙玮琳、

王雅静、陶晓宇、杨森、 

张文泽 

航都院（上海）工程设计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奖 ILIA-P-20219501 

6 惠州新力臻园 宋婷 

林希捷、周炫君、罗俊、羊剑

助、马婷婷、沈方林、曹菁津、

余祥明、赖美娜、苏任标 

深圳市柏涛环境艺术 

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ILIA-P-20219559 

7 繁昌县绿萝公园景观设计 付卫礼 

潘会玲、许俊、孟涛、荀海东、

常凤、郭传创、朱良卿、 

薛为柱 

华艺生态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223 



8 武汉洪荣东湖九号大区景观方案设计 朱奇斌 
张鑫、徐晓达、徐裕、邵杰、

李炜平、胡逞博 

杭州八口景观设计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270 

9 邦泰·宽语 何美霖 

李勇军、罗小波、付涛涛、蒋

壁嵌、张杨、万欣、陈颖、王

剑锋、王红人、张雨田、陈秀

莲、罗蓉、欧阳浩然、张瑜玲、

张小荣 

成都澳博景观设计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271 

10 彭泽县珍珠湖公园景观工程 王姣 

胡文涛、王辉、黄书业、苏珺、

朱娟英、邵丽、周淑贞、李慧

君、操越、胡晏、王冠一 

武汉华天园林集团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429 

11 
公园管理中心 2019 年“花城建设”各项

工程设计服务项目 
王银英 

李瑞成、鞠靺、陈瑞萍、刘梦

慧、周燕、乐斌、余妙琴、赖

韶玉、黄琪、陈桦、姚杰财 

深圳中绿环境集团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430 

12 遵义中海九樾 郭庆荟 
顾晓莹、尤依斌、庄昳云、饶

威、廖琪、张灵懿、周锦曦 

上海升涛建筑景观设计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494 

13 古田碧桂园铂悦府 吴俊达 
焦瑞卿、贺星、杨莉、刘玉华、

叶雪华、刘德锡、邹国宗 

佛山市顺德区顺茵绿化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514 

14 保利首铸天际花园项目 姚久州 张蕊、高绯、贾敏杰、周歆韵 
泛亚景观设计（上海）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567 

15 融创金成博鳌金湾项目悦海(B2 洋房) 丁沛华 

陈伟超、陈建君、伍思恋、黄

文浩、高强、阮东晨、钟雨婷、

蒋婵媛、祝梁梁、刘洋 

深圳市筑奥景观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636 



16 
东莞特色精品示范村东坑镇井美村 

美丽乡村规划设计 
王润强 

梁锐、吴谦、谢伟 

赵雅兰、陈高明、汤志艺 

东莞市乡村振兴局、 

东莞广州美院文化创意

研究院 

入围奖 ILIA-P-20219952 

17 东莞南城宪法主题公园 梁锐 
王润强、姜欢、曾兆宪、 

李潮鑫、王慧奇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 

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10261 

18 舟山万达·星海湾 陈文娜 

张妲、赵玉涵、夏文泉、陈彬、

王谦、李海、柏爽、廖定胜、

陈俊 

舟山万达置业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10324 

19 天泰·凤鸣艺境 段强华 董强、张子勤、杨梅、顾本良 
上海万境景观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10346 

20 银丰世纪公园 郑勇 
詹瑜、翁蓉芳、郑晨昕、程雄、

连洁灵、苏武杰、温明星 

上海森道景观设计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10420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景观规划设计赛道全国半决赛获奖名单 

（专业组-北方赛区）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参赛单位 奖项 备注 

1 
云南丽江长江第一湾石鼓特色小

镇修建性详细规划 
苏航 

刘小妹、李佳睿、巩岳、 

米莉、朱诗荟、周旭影、 

贾书惠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一等奖 ILIA-P-20219311 

2 
（西宁）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博园

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田园 

卢彦鹏、岳铭成、张承明、

张玲玲、迟守冰、刘召海、

王宝生、徐博轩、杨俊 

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ILIA-P-20219504 

3 凤栖湿地公园概念规划设计项目 黄立 

曹帆、李香慧、蔡倩 

李梦瑶、刘佳雯、杨薇芬、

冯辰、蒲田帅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ILIA-P-20219758 

4 
韶山风景名胜区 · 韶山村区域

详细规划 
苏航 

刘小妹、米莉、巩岳、 

李佳睿、朱诗荟、贾书惠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三等奖 ILIA-P-20219318 

5 桂林院子景观设计 史建亮 苑文、张瑞、乔梦冉 
水木清境（北京）景观 

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三等奖 ILIA-P-20219331 

6 
内蒙古磴口县北海田园综合体 

概念规划 
王冬青 

李明、程铂晗、东万新、 

强蕊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ILIA-P-20219495 

7 铜鼓湖湿地公园 贠旭彤 
刘东涛、张杰、田琳、 

巫映贤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157 

8 修复脆弱的周期性湿地生态系统 吴婷 
马思飞、盛旭佳、马远龙、

黄嘉诚、王贺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入围奖 ILIA-P-20219230 

9 成都人居锦城峰荟 温颜洁 
黄摄秒、华欣、Pol Nutaphol 

HORTHONG 

贝尔高林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247 

10 商洛印象·景观规划设计方案 吴旭涛 
李亚哲、王翠芳、杨青博、

张路、阮妮妮、姜博孙思赟 
意景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281 



11 
前海滨海岸线环境与功能双提升

工程 
李建伟 

孙智勇、欧阳建林、任向金、

张尔东、陈超、郭红伟、 

钟恺、王婷、徐晨、乔健、

邓金凤、魏筱、张文伟 

北京东方易地景观设计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301 

12 
云南哈尼梯田田园小镇提升改造

规划 
冯冰 

郭方园、周迪、郝静、张旭、

张宇、黄佳 

北京九方同创旅游景观规划设

计院、北京清美同创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374 

13 
四川省眉山市彭祖山景区升级改

造项目 
张华东 

范海江、高慧、刘新、旷野、

周娅、程伟 

重庆浩丰规划设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384 

14 
“一带一路”峰会雁栖湖夏园景观

改造设计 
章俊华 

张鹏、于沣、赵长江、李瑞

晶、赵彦莹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入围奖 ILIA-P-20219451 

15 
重庆涪陵新区高铁片区轴线公园

工程（景观规划设计） 
张玲玲 

岳铭成、张承明、施旭光、

李莎莎、张晓伟、张玲玲、

迟守冰、闫双龙、卢彦鹏、

芦丛琳、周玢全、陈仲轩 

北京北林生态田园景观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509 

16 
沙湖-星海湖水系连通（星海镇流

域段）综合治理 EPC 总承包工程 
张淑霞 

王标、王志富、任兰、何元

斌、沈生花 

宁夏宁苗生态园林（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545 

17 金基 · 望樾府 杨华 

杨挺、韩朝祎、代月、王琨、

王悦、苑雪明、杨柳、 

韩菲菲、刘明娜、易术中、

朱会壮、杨利、胡杨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868 

18 
陕西渭南居易文化产业园规划设

计 
罗盟 

郑桥、郝欣、李霞、刘彬、

贺蒙、尚兆姗、王树平、雷

文婷、李宁宁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9950 

19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马岭美丽乡

村提升改造工程 
梁尚宇 

刘智、黄卓奕、邓志杰、 

林思妤、黄燕、廖美桂、 

林鹏威 

清创尚景（北京）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10091 

20 
龍舟壹号院大区及生活体验区设

计施工项目 
郭映兰 何恒山、张涛 

甘肃蓝海旅游景观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入围奖 ILIA-P-202110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