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第七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及智慧住区 

评选结果的公示 

各地市协会、各有关单位： 

  第七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及优秀智慧住区评选工作已结束。本

次评选活动共收到申报项目 161 项，其中综合工程 141 项、单项工程

20 项。经过由 19 位专家组成的省优秀智能建筑及智慧住区评选委员

会审议表决，共评出综合工程金奖 16 项、银奖 18项、铜奖 18项；单

项工程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4 项。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

平、公正，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详见附件），公示期为 5天。 

  有关单位和个人如进行举报，请在公示期内提出详细的书面举报

材料，单位举报应加盖公章，个人举报应署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

式。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四路小纬四路 2 号（邮编：250001）；联

系电话：0531－87913022（FAX）。 

 

附件：第七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及智慧住区评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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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七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及智慧住区评选结果 

综合工程类 

金 奖（16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济南荣盛时代国际建设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荣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军、刘新建、范涛、王晓辉、

武小勇、逯超、张翼凡 
金 奖 

02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妇产 

医院、妇幼保健院外迁合建项

目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妇产医

院、妇幼保健院 

张钊、任立全、韩强、刘贤蒙、

程超、高岩、陆泰峰 
金 奖 

03 
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A5-3#楼办

公区域 

施工单位：山东鲁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郭纪跃、王晓伟、赵明、苗宇

飞、王涛、张崇军、黄广超 
金 奖 

04 浪潮科技园 S02科研楼 

施工单位：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程海英、代强、牟晓明、安尉、

李永刚、刘明、王兴 
金 奖 

0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营业用房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 

冯卫东、廉守才、吕克伟、张

学东、张文迪、张学凯、吴进

东 

金 奖 

06 山东高速物流办公楼 

设计单位：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施工单位：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高速物流置业有限公司 

戴瑞臣、牟伟、徐珂、李先斌、

徐子桐 
金 奖 



07 济南新知外国语学校 

设计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盖巧玲、张建华、宋守杰、傅 

磊、杜 涛、宋志坚、赵晓村 
金 奖 

08 
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萨希瓦

尔 2× 660MW燃煤电站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能源

（私人）有限公司 

丁成伟、刘彬、薛良、秦立强、

宋文辉、刘恒利、孙滨 
金 奖 

09 
日照市奎山综合客运站及配套

工程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日照中建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魏飞龙、孙洪磊、徐俊儒、刘

新建、李军、王卓然、张国华 
金 奖 

10 乐山万达广场购物中心大商业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乐山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 

迟增伟、侯代勇、刘茂文、张

翼凡、  刘涛、闫强 
金 奖 

11 

青岛市城阳区国科健康科技小

镇一期项目 076、077 地块国

科大（青岛）附属学校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国科绿地健康小镇（青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文虎、辛本波、候旭、杨骁

辉、刘庆祥、王丽、黄钢 
金 奖 

12 威海南海奥林匹克中心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中基南海科教城（山东）有限公

司 

丰百峰、杜云晶、王正正、周

中军、李晓明、肖现华、宋嫱

嫱 

金 奖 

13 临沂市委党校新校 
设计单位：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中国共产党临沂市委员会党校 

孙鸿昌、贾卫、黄广国、崔钦

超、张涛、朱绍伟、吴会娟 
金 奖 

14 
青岛市轨道交通辽阳东路应急

指挥中心 

施工单位：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计

单位：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况成强、杨海江、张汝敏、李

书文、吴磊、刘云彩、孙常青。 
金 奖 

15 飞龙金滩花园 B区 

施工单位：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烟台市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吕岐臣、辛涛、刘玉明、辛龙

伟、丛瑞巧、吴洪坤 
金 奖 

16 济宁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 
施工单位：山东君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宁市残疾人联合会 

谢昌雷、孙玉滕、朱海滨、刘

睿、孙琦琦、孟利、辛旋旋 
金 奖 



 

银 奖（18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菏泽市展览中心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菏泽市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张钊、聂玉庆、杨昊明、杨建华、

刘先勤、薛建标 
银 奖 

02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门诊医技病房

综合楼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有限公司 

高远、李敏、王芸、孙波、李文

明、徐燕 
银 奖 

03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院区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史大洋、张钊、赵培坚、薛文君、

王磊、刘文学、孙建 
银 奖 

04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医技综合楼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任立全、韩强、韩晓龙、孙爱民、

王永军、刘安富、夏洪臣 
银 奖 

05 潍坊富华大酒店装修改造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宋守杰、李建林、杨春方、崔帅

勇、杜涛、李洪涛、梁启泛 
银 奖 

06 莱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迁建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莱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相超、解景阳、赵一麟、朱晓

雯、汪继波 
银 奖 

07 
济南西部会展中心 (展览中心部

分) 

施工单位：山东鲁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姜旭东、刘岩、宿家克、丁庆亭、

田民、张翼凡、刘志燕 
银 奖 



08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

分院办案和专业技术用房建设项

目 

施工单位：山东鲁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市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 

郭纪跃、宋继全、岳甫铭、尹驰、

李昕、闫玉芳、见婷婷 
银 奖 

09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改扩建工程配

套设施（1#、2#、3#地块）项目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广西南博国际会展有限责任

公司 

武祥磊；吕鹤鹏；刘源；刘麒翀；

刘国华；蔡目鲁；卢世华 
银 奖 

10 青岛银行总行办公楼 

设计单位：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

司 

建设单位：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汝敏、李树文、吴磊、刘云彩、

孙常青、李玉鹏、孙毓康 
银 奖 

11 荣成新三中智能化综合工程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捷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山东捷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荣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谷永辉、刘昌军、徐海宁、李衍

闯、李明超、王培福、于洋 
银 奖 

12 龙湖春江悦茗住宅小区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泰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辛本波、邵泽民、孙万存、王庆、

章冠华、邢怀镇、李耀邦 
银 奖 

13 
东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国际人才专家公寓 

施工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东营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丁成伟、杲晗、刘国华、王辉、

唐小龙、邹歌、郭冬艳 
银 奖 

14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门诊

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王传健、程海英、孙增辉、朱斐

斐、王嘉志、杨坤显、牟晓明 
银 奖 

15 临淄区档案馆项目改造 
施工单位：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临淄区档案馆 

李梦明、刘润泽、仲启文、杨化

磊、刘曙铭 
银 奖 

16 费县文化体育综合活动中心 

施工单位：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天元（费县）文体中心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赵兰存、刘存良、时钰琪、肖士

强、孙振兴、张西鹏、于兆伟 
银 奖 

17 济南城建科研技术中心 
施工单位：山东君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曲凡锋 、李放、任立全、刘贤蒙、

李文举、李传杰 
银 奖 



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18 济水别苑一期项目 

施工单位：济南瑞源智能城市开发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西城世中置业有限公司 

朱浩、王配华、宋苏宛、冯卫欣、

邱涛、卢玉昌、王芳 
银 奖 

 

铜 奖（18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段店片区 B-3地块房地产开发项

目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立远置业有限公司 

范涛、刘新建、李军、任长娥、

张亮亮、王丽娜、刘兆波 
铜 奖 

02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放射肿瘤

学科医疗及科研基地工程项目病

房综合楼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施工单位：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张钊、任立全、韩强、马啸天、

刘贤蒙、王兴军、胡清广 
铜 奖 

03 
日照文化创意产业园 

 

设计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山东士森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日照青苹果置业有限公司 

王海涛、梁启泛、陈兆艳、刘健、

马林、丁德明、郑鹏飞 
铜 奖 

04 
莘县人民医院南区门诊医技综合

楼及病房楼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莘县人民医院 

丰百峰、肖现华、周中军、盛飞

龙、卢霄 
铜 奖 

05 
烟台市传染病医院新建医技病房

综合楼及后勤保障楼 

施工单位：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烟台市传染病医院 

王金泽、王言清、赵一麟、俞吉

飞、万二玲、吴洪坤、林磊 
铜 奖 

06 
鲁能领秀城 Q2Q3地块房地产开

发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张钊、姜长川、刘振、房超、王

超、刘宝富、陈雷 
铜 奖 



07 潍坊高新中央商务区西区 

设计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潍坊安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高创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刘珊珊、宋守杰、王永强、张春

野、丁立新、刘曙铭、李毓滢 
铜 奖 

08 历下金融商务服务中心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鲁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市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 

曹悟升、吕强、王志海、柏立福、

冯书兴、丁卫、见婷婷 
铜 奖 

0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济南主校区项

目基础医学院 A 

设计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新泉城置业有限公司 

魏飞龙、郭爱涛、吴学文、张欣

毅、李伟、王泽彤、赵海龙 
铜 奖 

10 南宁市图书馆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南宁威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宋传贵、武祥磊、袁光晔、杨成

明、孙斌、蔡目鲁、郭永帅 
铜 奖 

11 
湖州市吴兴区文体中心建设工程

项目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湖州吴兴兴卓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窦安华、连群涛、陈实、李魁华、

柳彦、葛鹏程、吴开达 
铜 奖 

12 荣成体校智能化工程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捷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山东捷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荣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谷永辉、刘昌军、徐海宁、李衍

闯、李明超、王培福、于洋 
铜 奖 

13 东海·玖号院居住小区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东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杜晓东、张凯、候旭、陈杨、邵

泽民、胡珊珊、楚耀川 
铜 奖 

14 绿地城一期住宅工程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绿地地产济南东城置业有限

公司 

辛本波、李文虎、董黎、张海丽、

王政、王天畅、王启友 
铜 奖 

15 齐鲁之门项目 B-2地块 

设计单位：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绿地地产（济南）有限公司 

孙鸿昌、朱英、朱绍伟、贾卫、

吴会娟、黄广国、张羽 
铜 奖 



16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设计单位：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临沂城发教育文化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孙士虎、卢绪鹏、曹金超、孙富

庆、李山、王凯、陈文强 
铜 奖 

17 
菏泽市建树科技产业园生产科研

2#智能化工程 

设计单位：菏泽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建设单位：菏泽市建设工程勘察院 

张茂知、宋胜博、杨帅、文静、

袁伟、侯雪景、田佰彪 
铜 奖 

18 
济南中铁城一期弱电及智能化工

程（三标段） 

设计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中铁置业集团济南有限公司 

丁成伟、韩玉、卢宪亮、彭术潇、

戚菲菲、杜永义、王一丁 
铜 奖 

 



单项工程类 

一等奖（4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智慧机关

事务平台建设项目（B包） 

设计单位：同方德诚（山东）科技股

份公司 

施工单位：同方德诚（山东）科技股

份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省省直机关国有资产

数据应用中心 

翟兆国、张振升、王培磊、张永、

陈铖 
一等奖 

02 
行政办公智能化集成信息应用系

统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王平、赵兴春、张广梁、季璐璐、

赵恒佩 
一等奖 

03 
济南万科新里程项目 2.2 期消防

工程施工 

施工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单位：济南万拓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彬、孔祥雷、苏双、韩玉、魏洁、

马伟业、刘茂强 
一等奖 

04 

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段）

轨道交通工程 FAS及气体灭火系

统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宏雁电子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施工单位：山东宏雁电子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建设单位：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

通有限公司 

宋大鹏、谭永钊、宋玉灿 一等奖 

 



二等奖（4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新建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工程站房

及相关工程施工总包价格承包

JQGTZFSG-6标（潍坊北站建筑智能

化 BAS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田成名、杨骁辉、殷广晨、李

文虎、王中伟 
二等奖 

02 
山钢新天地广场项目消防、通风工

程 

施工单位：山东君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鮑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黄频、李文举、李传杰、辛旋

旋、张新佳 
二等奖 

03 济南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赵兴叶、郭述明、王银龙、王 

涛、朱欣宇 
二等奖 

04 
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扩建一期建

设项目新建楼宇网络综合布线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丁成伟、孙滨、苏双、孔文圣、

李秀清 
二等奖 

 

三等奖（4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邹城利民医养结合康复养老中心

（北区）特护楼消防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君天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邹城市利民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马利龙、刘强、马宁、孟利、巩振

苓 
三等奖 

02 
山东省公安厅信息通讯处技术楼研

判会商系统 

设计单位：北京仁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施工单位：济南三冠影音设备技术

石庆君、毛关清、张夫全、于锦山、

彭世伟 
三等奖 



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省公安厅 

03 
当代国际广场核心商务区裙房及车

库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聊城当代集团有限公司 

任艳锋、谭黎、丰百峰、宋梁、闫

云波 
三等奖 

04 聊城蓝海国际大饭店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聊城星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王超、丰百峰、林猛、李明哲、修

玉强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