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度烟台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果竞赛结果 

一 等 奖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工程类别 勘察设计人员 

1 荣成市党校、体校综合工程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李晓辉、崔春刚、王兴、吴斌、范国涛、梁堃、

刘丽、汪艳萍、王传伟、宁远 

2 养马岛换乘中心及停车场项目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李天世、王强、张传杰、徐琳、赵林、魏云涛、

王丽 

3 
北马路以北、会西街以东（一期）A1地

块芝罘湾广场项目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秦桂明、刘亚朋、王兆东、孙学宁、邵迎旭、王

丽、孔令超 

4 正大·隆泰二期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秦桂明、李孟庭、孙红军、王兆东、魏代晓、管

益民、陈薪 

5 莱山区第六小学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莱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市莱山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服务

中心 

建筑工程 
于萍、王纪宝、邹本春、陈栋、张竹容、刘松涛、

李玲、王利、张红、李青 

6 烟台亚东柒号文创园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罗巧玲、李宁、张爱菊、刘晓阳、李宁、郭晓慧、

宋玉莹 

7 烟台万科墨翠小区岩土工程勘察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王圣琦、王浩宇、李军、赵璐、魏利鑫、牟桂杰、

叶枝顺 

8 烟台开发区佰和衡园岩土工程勘察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杨永安、赵璐、孙忠哲、王漾、刘伟珉、钟伟、

牟桂杰 



 

9 珠玑棚改 H 地块项目岩土工程勘察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孙靖钧、李徐梅、宋彩虹、初东、崔明睿、钟伟、

叶枝顺 

10 烟台瑞学府项目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罗朋、林慧明、刘孝印、徐海涛、张伟功、刘松

涛、姜楠 

11 朱家庄旧村改造项目 B1地块工程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陈研、李大凯、刘倩倩、姜文娜、姜大庆、许永

杰、宋蕾、于磊、王传伟 

12 开发区 F-1地块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吴成恩、辛晓鹏、唐亚兰、姜大庆、姜文娜、陈

勇杰、刘海军 

13 
长岛综合试验区砣矶乡镇污水提升项

目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工程 

周静、苗译丹、李丽、吴斌、郝颖姣、尹相京、

张智远、徐航、张琪、邹本春 

14 S307小莱线莱州段大中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张学林、王永忠、于涛源、孙绍鑫、温鹏程、阚

国泽、李英年 

15 G308文石线莱阳段大中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钟凯、高文彬、郑雷、李光凯、吴迎新、夏国政、

李云霞 

16 澳柯玛大街拓宽改造工程 
烟台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工程 

李丽、张雷、李智、王敏、孙翠群、张卫平、姜

连坤、刘刚、王天然、李妮芳 

17 成龙线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烟台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莱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建设

管理局 

烟台市牟平区园林建设养护中心 

市政工程 
李智、王毅、张卫平、王丹、王润卉、孙序晖、

王德宇、李军伟、李平、吴彬 

18 福山区河滨路改造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蒋美玲、孙亚朋、李丽、陈广浩、孙少彤、庞芳、

徐孟进 

19 奇泉路南延道路排水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李延军、陈彬、吴昊、邹清斐、徐宗芝、黄丛林、

邓伟杰 

20 牟平区东关路道路排水改造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徐孟进、侯雨辰、栾坤鹏、刘华、黄丛林、孙少



 

彤、王逸超 

21 
秦皇岛路、天津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EPC项目 
晟远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设计 

杨以诚、王帅真、栾坤鹏、王树芳、夏国政、贾

飞、李寿德 

22 滨海路蓬莱段公路工程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孙承军、殷晓伟、李光凯、吴秀霞、夏国政、张

尧、于俊豪、徐银敬、杨健峰、周启政 

23 S314涛汤线日照段大中修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李开勋、阚国泽、孙绍鑫、钟凯、姜晓伟、臧明

强、姜珩 

24 
《烟台市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规划（2021-2035）》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烟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城市规划 
吴琳、于斌、周晓炜、黄峰、刘晔、李豪杰、刘

斌、唐蕾、王文娜、武玉清 

25 
蓬莱区刘家沟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

划(2021-2035 年)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市蓬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城市规划 

邓观智、李明玥、官  荣、周晓炜、潘秋梅、徐

喜霞、宋青青、王  波、李星卫、由学函 

26 烟台市 5G通信专项规划（2020-2035）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 
于萍、邓观智、公丽丽、宋青青、于雪燕、王  扩、

张宝洲 

27 
滨海一带（养马岛-芝罘岛）控制性详

细规划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孙岩松、王萍萍、安文、曹诚为、焉峰铭、王陈

平、钟绵生、姜卫艳、于洪军、王金川 

28 
烟台市街道设计导则及典型道路设计

示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李娜、韩江华、衣元文、吕俊霖、陈志建、李丽、

袁晓艳、姜慧乐、朱诚成、张兆宽 

29 海信·天山郡小区办公楼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刘永振、李军海、刘伟珉、孙照植、王峰、王漾、

叶枝顺 

30 金桥澎湖湾五期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吴成恩、刘海军、辛晓鹏、赵泉林、陈勇杰 



 

31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展示中

心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董和璧、张鹏磊、赵林、王丽、郭琳琳、姜温华、

宁远 

32 烟台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2#病房楼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袁承兴、林日江、王建东、丛玉琛、张军委、孙

睿、高茂椿 

33 旅游大世界广场改造提升项目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市建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专项设计 

邓观智、刁峥峰、秦海燕、潘婧、李晓梅、王硕、

刘洋、张民、冯雅男、杜雪丹 

34 扬帆广场及后沙广场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楚森、庞芳、田枚鑫、周凤媛、王钰祺、杜醒、

王磊 

35 
烟台市奇山游园绿化景观改造工程设

计 
烟台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院 专项设计 

王振华、王静、米少华、于涛、门志义、卢岩、

张贵涵 

36 烟台市莱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汤靖嗣、高晓琳、王玮霞、李军波、林玉梦、刘

杰、刘扬 

37 百伟国际大厦-百伟空间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玮霞、高晓琳、汤靖嗣、林玉梦、高大领、张

杰、王秋晨 

38 正大·隆泰二期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崔洪文、逄连义、李小辉、范 云、郑婕秋、韩翠

翠、徐建艺 

39 
旅游大世界广场改造提升项目灯光秀

设计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李宏业、马康乐、车连玉、张恒瑞、任志远、王

竹松、李进欣 

40 
长岛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空调及冷热源

系统设计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张伟东、王丽、原军伟、林丽、孙小洁、刘丽玉、

贾济泽 

二 等 奖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工程类别 勘察设计人员 

1 烟台业达科技园一期商服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于风、陈冲、刘士玺、李小辉、刘杰、王黎、于

宜晖 



 

2 长岛综合交通枢纽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李仲华、于风、崔春刚、衣明松、邵迎旭、郭琳

琳、张伟东 

3 烟台乐康金岳健康服务产业园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李森、姜丹丹、周群凯、胡学功、范云、乔宣铭、

王敏娴 

4 烟台航天高新技术园航天大厦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车鑫、姜春琳、任辉、孙燕、邴于洋、逄连义、

刘少飞 

5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体育教学训练馆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姜鹏斌、张帅、徐莉、王坤、王利、臧喜运、杜

雪丹 

6 芝罘万科城生活企划馆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陈栋、刘在芳、梁静、李鹏飞、周俏、臧绍康、

毛茜慧 

7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医院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建筑工程 

张永德、王畅、赵桂红、李蕾、袁凤华、李义晓、

陈香 

8 北屯小学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孙承永、张凯文、马文婧、安会峰、魏巍、袁凤

华、王文武 

9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

升级项目（保健品车间一、保健品车间

二、日化车间）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新时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孙治国、焦伟建、孙晓丽、崔亮、赵佳、黄朋、

郭晓慧、胡开法 

10 中宠产业园二期项目     山东贝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倪姣、尹键、王成辉、苏国红、潘大生、林洪林、

孙晓娜 

11 盈科品园小区 山东贝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史旭强、尹键、苏国红、林小十、王中华、杨岩

磊、张杜彬 

12 

仙居县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利用

示范工程仙居生物多样性科教中心工

程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邹广旭，苏丹，徐春蕾，王帅，王晓琪，衣学玲，

李琦 

13 
烟台恒大御山华府项目 6#-A 地块及

6#-B地块岩土工程勘察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王建坤、孙忠哲、李徐梅、刘伟珉、宋彩虹、钟

伟、叶枝顺 



 

14 万科南上坊棚改 C地块勘察项目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王建坤、李徐梅、宋彩虹、李军、李伟、钟伟、

叶枝顺 

15 烟 台 市 开 发 区 A - 2 项 目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周福强、孙忠哲、孙洪新、宋彩虹、李军海、翟

力伟、叶枝顺 

16 临沂市陶然路快速路建设工程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蒋洋洋、初东、牟桂杰、魏利鑫、李军、李徐梅、

赵璐 

17 烟台万科星耀天地基坑监测工程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范晓东、丁傲、潘德亮、关震、王柯棉、胡重戎、

翟力伟 

18 佳园阅山小区二期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曲明、孙安明、姜学林、彭强、王明莉、王志华、

刘孝印 

19 解家旧村改造 A区（大栖地）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李长城、唐亚兰、刘倩倩、李大凯、牟大卫、姜

大庆、刘海军 

20 宋家庄午台旧村改造项目 H地块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刘毅、刘倩倩、刘海军、赵泉林、牟晓鹏、许永

杰、邹蓓蓓、邵洪波、许全超 

21 
万华化学电子材料研发及生产基地项

目（0182）一期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姜大庆、吴成恩、佟祎钏、李宏图、陈研、姜文

娜、牟晓鹏 

22 中海锦城 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慕旭日、赵连桦、孙馨、刘昊东、贾鹏、丁飞宇 

23 城发城市广场室外工程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工程 

郝颖姣、孙岩松、李丽、张智远、周静、阴晓君、

王彦文、张东、巴瑞雨、张程 

24 南山公园东侧安置房项目室外工程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张智远、李谦、周静、郝颖姣、张东、包苏日娜、

张琪 

25 
S202 威青线乳山海阳界至海阳岚前坡

段大中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永忠、张学林、王俞、李光凯、邢乾、王根佳、

汤景任 

26 G308文石线海阳段大中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孙承军、刘相龙、钟凯、孙绍鑫、孙义强、高建、

李燕玲 



 

27 X001金龙线八甲至龙泉段改建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初国栋、吴秀霞、牟文健、姜琴、栾坤鹏、宫钦

明、高连成 

28 
X007 宋冯线牟平境莒格庄至牟平乳山

界段改建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孙治国、姜丽萍、阚国泽、夏国政、刘文君、韩

国辉、彭尉哲 

29 
西南河路提升改造工程（建昌南街-南

大街） 

烟台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工程 

李丽、王毅、孙照武、邹欣、吕晓虹、王丹、吴

彬、林晓东、孔丽丽、宫照辉 

30 滨海东路提升改造工程 
烟台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工程 

范强、李丽、张鲁峰、王润卉、邹欣、吴学华、

王丹、李妮芳、张栋宁、吴彬 

31 电厂东路工程（只楚路－红旗西路） 
烟台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芝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政设计 

步洪庆、牟利锋、姜海燕、贾沛新、范强、王润

卉、李妮芳、张世文、林晓东、邹欣 

32 华盛路道路及市政配套工程 烟台金石土木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宋洋、刘强、宫石基、步洪庆、党丽、于鸿天、

张琪 

33 
牟平区牟山北街（西郊路-临海街）道

路排水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杜元涛、田凯论、步洪庆、冯树斌、王逸超、王

文娟、蒋美玲 

34 莱山区董家庄北侧配套路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李智、邓伟杰、田凯论、王毅、邹清斐、秦菲、

杜元涛 

35 烟台市胜利路南延工程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徐道涵、袁承兴、林日江、王树芳、刘涛、张尧、

于俊豪、周启政、杨邵婷、姜珩 

36 
莱阳市清水路（龙门路-龙虎路）道路

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毛炳杰、郑雷、钟凯、于涛源、高强、阚国泽、

冯金龙 

37 
莱阳市蚬河路（文化路-旌旗路、金山

大街-丹崖路）道路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郑雷、毛炳杰、吴迎新、于涛源、邱玲、冯金龙、

李健华 

38 
莱阳市公园路（旌旗路-G204）道路工

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李光凯、李开勋、邢乾、王世涛、姜晓伟、冯金

龙、杨邵婷 

39 
龙口市徐杨线试北路至东尚家段中修

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孙绍鑫、李新胜、王俞、王斌、马铁男、赵立伟、

杨健峰 



 

40 牟平区瓦善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烟台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吴亚楠、梁玉杰、吴厚漩、李增友、姜浩、刘远

强、陈彩燕 

41 
《烟台市农村地区清洁能源取暖发展

规划（2021-2025 年）》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城市规划 

于斌、赵颖、刘晔、孙啸鸣、魏代晓、周晓炜、

徐铭忆、徐强、武玉清、李妮妮 

42 《烟台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导则》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陈旭、于斌、吕俊霖、白麦娟、初虹、张琳、邱

瑛、杨兰、陈彦伟、朱蓓蓉 

43 
海 阳 市 辛 安 镇 鲁 口 村 村 庄 规 划

（2020-2035）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烟台市地理信息中心 

城市规划 
邓观智、孙婷、官荣、李丽、鲍晓龙、王雪飞、

于孟孟、李润慈、贺润芝、陈彦伟 

44 
烟台市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十四五”

规划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吴艳丽、褚明辉、曹诚为、闫旭、吕文红、周群

凯、唐亚文、吕阳、魏士博、张文燕 

45 
烟台市荣乌高速市区段快速化改造规

划方案研究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王立亮、尹相京、张寻、吴杰、周群凯、于书浩、

苏苑英、杨薪、袁晓艳、唐亚文 

46 
烟台市主要道路沿线绿带综合利用专

项研究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王陈平、田发新、初东、王钰童、杨阳、王金川、

孙丽莉、刘欢、孙晓琳、张佳琪 

47 烟台运安物流仓储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刘永振、刘伟珉、吕建杰、孙春雨、王峰、李军

海、叶枝顺 

48 万光山海城 B区二期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姜学林、罗朋、曲明、孙安明、姜楠、刘松涛、

林慧明 

49 芝罘湾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烟台金宇岩土有限责任公司 岩土设计 
李洁、王志强、孙正阳、吕艳、刘杰、梁佳佳、

宋佳林 

50 烟台市全民健身中心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孔君凤、王国华、慕旭日、徐宝良、赵连桦、张

振平 



 

51 
烟台鸿裕实业孵化基地项目三维正向

设计及 BIM技术应用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肖元凯、郭菁、慈心、戴鹏城、刘伟、张超、王

建涛、杨延文、包香玉、王向阳 

52 万科翡翠长安车库 BIM 应用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柳佳宏、刘在芳、王伟霖、李鹏飞、车连玉、王

学文、王竹松 

53 
台山怡福星湖壹号院地下车库 BIM技术

综合应用 

烟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市星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牟立群、张春花、常艺苇、徐秋敏、朱家慧、任

丽丽、王谦、刘晓明、刘艳、牟立鹏 

54 
黄海路街道办事处 2020 年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前七夼小区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唐溪村、张君清、李智、王毅、孙旭晖、张琳、

尹军 

55 烟台中冶沁海云墅 A2 东区景观设计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中冶京诚置业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李晓梅、秦海燕、王艳军、潘婧、张小红、李昊、

李玉玲、周佩佩、贺润芝、张红 

56 2020年牟平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邓观智、谭德臣、李昊、李晓梅、尹程、王志华、

杜雪丹 

57 昆嵛区美丽乡村示范片规划景观设计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潘婧、栾杰、宋洁、贺润芝、初文婷、王咸波、

朱文景 

58 金河名都（泰鸿.听澜湾）景观工程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刘霞、赵丽红、赵佳、李义晓、刘晓阳、王天赏 

59 山东鑫士铭侓师事务所室内装饰设计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韩露、唐茂君、蔡文秀、郑婕秋、范城恺、王丹、

刘扬 

60 长岛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玮霞、高晓琳、汤靖嗣、李军波、林玉梦、李

纹竹、张琳 

61 烟台张裕葡萄酒研究院幕墙工程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孙晓云、岳红静、胡 泊、黄希鹏、郑兆磊、车连

玉、李国志 

62 牟平一格里小区地下车库人防工程 2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孟庆连、孙公笑然、王秀珍、姜超、孙小洁、任

玉琴、慈心 

63 东银财富广场生活供水及消防站房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刘晓阳、宋丽宁、管喜梅、郭晓慧、赵佳、袁凤

华、牟朝霞 



 

64 长岛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魏云涛、郭琳琳、梁堃、范云、孔令超、刘丽佳、

陈涛 

65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医院智能

化工程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李义晓、王文武、郭晓慧、田少华、初艺虹、冯

松鹏 

66 烟台市数字档案馆 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孙伟杰、徐兴建、王卫平、赵一麟、初汶龙、杜

玉峰、贾丽娟 

67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 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邹宇、赵一麟、王飞翔、王金泽、万二玲、孙伟

杰、徐兴建 

68 
城发城市广场空调工程及空调动力中

心设计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崔恩富、魏代晓、蔡文秀、王筱丹、徐铭忆、张

悦、王茜、 

69 烟台开发区生物医药孵化楼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魏巍、林雪雁、李宁、曲丽惠、曲宏亮、陈香、

黄朋 

三 等 奖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工程类别 勘察设计人员 

1 烟台大商城市乐园—A1地块北区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邹超、崔安稳、孙燕、周群凯、孔令超、张伟东、

王秋晨 

2 烟台市口腔医院加建项目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张仕鑫、任雪斐、康超、曲秀梅、张帝、孙小洁、

宋心琪 

3 丰金紫金山庄 和园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卜令昆、袁承兴、邓子罕、邴于洋、乔宣铭、范

云、王元 

4 天和新城 A区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吕荣荣、刘芳伶、王帅、赵林、刘丽玉、刘丽佳、

王敏娴 

5 鲁商公馆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牛志荟、孔向宁、齐浩杰、刘文平、林丽、刘丽

佳、张磊 



 

6 大郝家旧村改造地块 B区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赵林、李强、张琳、张志健、刘丽玉、刘丽佳、

刘扬 

7 
泰晤士新城（温州商贸城）B 座商务办

公楼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郭菁、淳于声云、孙公笑然、刘斌、孙亚鹏、孙

小洁、宋欣婷 

8 海发大厦  
山东百伟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李红星、包香玉、朱建成、王亚男、王建超、狄

肖肖、刘美萍、王建涛、张晖、李丽 

9 中南.山海湾二期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孙晓云、陈建琴、胡泊、祝仰鑫、臧绍康、冯雅

男、王咸波 

10 烟台山水龙城小学建设项目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宋晗靓、王嘉琛、宋伟炜、王利、张红、王坤、

王竹松 

11 烟台开发区泰山路特勤消防站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建筑工程 

赵丽红、王畅、董晓君、王旋、刘晓阳、李义晓、

林雪雁、李贵明、韦大鹏 

12 古现 A-17农贸市场项目 山东贝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倪姣、苏国红、史旭强、顾恩杰、钱金辉、张婧

晗、刘润祺 

13 艾多美（中国）有限公司 1期新建工程 烟台市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张蕾、张龙、张传花、高改运、江云、萧婷婷、

崔玲玲 

14 龙口市恒康老年公寓 龙口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赵黎黎、张树磊、栾洁、史亚丽、吴瑶、颜卿、

王炳炎 

15 烟台龙湖 A16 地块二期项目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李伟、左鹏、孙洪新、王漾、魏利鑫、牟桂杰、

叶枝顺 

16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货运仓库及配套工

程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翟力伟、左鹏、王浩宇、李军、王漾、牟桂杰、

叶枝顺 

17 原 107医院北地块（翡翠观海）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杨永安、刘伟珉、王漾、初东、魏利鑫、牟桂杰、

叶枝顺 

18 
山水龙城D区8#~12#楼及地下车库岩土

工程勘察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孙靖钧、左鹏、初东、李徐梅、崔明睿、翟力伟、

叶枝顺 



 

19 烟台华润中心万象汇项目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孙洪新、左鹏、牟桂杰、叶枝顺、孙忠哲、于剑

林、李军海 

20 
大唐东营发电有限公司海水取排水工

程沉降观测点位施工及监测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孙照植、关震、范晓东、丁傲、王柯棉、胡重戎、

林阳 

21 乳山海岸带地形图测量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王柯棉、李军海、翟力伟、范晓东、关震、丁傲、

孙照植 

22 龙湖夏家 A地块项目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李宏图、刘海军、辛晓鹏、赵泉林、姜大庆、牟

晓鹏、李长城 

23 健成成德佳苑二期 山东众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佟祎钏、牟大卫、姜大庆、陈研、刘倩倩、刘海

军、李长城 

24 烟台市北上坊旧居改造 C1地块 烟台金宇岩土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工程 
王忠彦、范业开、王小锋、李提阳、吕燕、单庆

轩、柳杨波 

25 龙口嘉元佰盛广场项目 烟台金宇岩土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工程 
王小锋、李提阳、杨坤、单庆轩、吕燕、刘杰、

柳杨波 

26 烟台冰雪体育教育综合示范项目 烟台金宇岩土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工程 
林宏亮、王忠彦、王小锋、杨坤、孙正阳、单庆

轩、柳杨波 

27 中海·万锦小区 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王国华、霍宗海、赵连桦、孙馨、吕忠章、程金

太 

28 海阳航天大道道路工程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李晓殷、宋旭华、张华、王东辉、孙宗冰、姜笛、

胡泊 

29 
X083 大徐线牟平境观水至郝庄段大修

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殷晓伟、孙海宁、谭业涛、栾坤鹏、毛浓庆、高

博、张静靖 

30 
X013 邹马线牟平境邹家埠至东屯车夼

段大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邢乾、张雷、王军、高文、李燕玲、陈义强、李

艳辉 

31 2020年莱山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郭强、李新胜、李茂壮、姜晓伟、王润坤，王胜

超、林昕霞 



 

32 招远市水夏线国防公路建设项目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腾飞、臧明强、郝元源、万红红、刘小乐、吴

俊娟、于婷 

33 
寿光市丰洋路（北官庄-三号路段）维

修改造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德涛、贺鹏、李妍、王晓丽、吕荫超、姜彬、

矫全 

34 
寿光市三号路（羊临路-羊田路段）维

修改造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世涛、武新华、夏程磊、于凤鸣、衣晓静、牟

俊燕、王霞 

35 青年路提升改造工程 
烟台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工程 

李丽、步洪庆、王毅、邹欣、李佳、孙照武、张

世文、吴学华、李妮芳、姜海燕 

36 2021年蓬莱新建道路景观工程 
烟台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市政工程 

张卫平、孙岩松、王润卉、田纪轩、尹相京、阴

晓君、史学臻、孙慧君、李平、李军伟 

37 盛世路道路及市政配套工程 烟台金石土木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宫石基、迟明、步洪庆、宋洋、党丽、于鸿天、

张琪 

38 
高新区规划 1 号路（海越路-海博路）

道路排水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黄丛林、杜元涛、王逸超、冯树斌、邹清斐、邓

伟杰、孙少彤 

39 莱山区第三实验小学配套路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姜海燕、邓伟杰、邹本春、邹清斐、杜元涛、秦

菲、王雁 

40 峰山路大修工程 烟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鞠祥祥、王其弘、刘艳、张金凤、郝孝腾、唐茜、

张晓静 

41 昆明路黄金河桥梁工程施工图设计 晟远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张启龙、于建伟、吕慎女、张复新、周超、张建

欣、张旺 

42 
宁武经济技术园区节能环保产业园基

础设施建设（一期）项目 
晟远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亚文、栾坤鹏、王树芳、王帅真、夏国政、彭

萌、王茜 

43 
烟台市国省干线公路桥梁环保安全设

施隐患整治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张学林、王永忠、钟凯、王俞、吴迎新、赵立伟、

卢金意 

44 
岚丁线（西安路东至威青高速跨线桥）

维修改造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张磊、王德涛、陈杰、孙治国、王福来、臧明强、

郭光秀 



 

45 X004大红线 S303 至 X039段维修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战军、姜琴、李光凯、刘涛、吴秀霞、徐银敬、

汤燕领 

46 
乳山市县道高马线（北寨-马石店）改

造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永忠、张学林、孙军杰、夏国政、王琪、林丽、

赵雅杰 

47 
乳山市乡道瑞马线（瑞木山-马家庄）

改造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姜琴、阚国泽、范强慧、王世涛、高强、林丽、

邱东亮 

48 
乳山市乡道冷北线（冷家-北斜山）改

造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李新胜、战军、张同舟、夏国政、董茜、林丽、

丁子桐 

49 
乳山市于家疃大桥、山东中桥、万格庄

北中桥、兴村中桥改建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孙军杰、孙承军、韩沂树、吴迎新、段涵、李竞

雷、兰雪 

50 
育行线（海翔路至岚丁线）维修改造工

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德涛、张磊、孙治国、王福来、王琪、李竞雷、

葛孟哲 

51 
72489 部队油库进出口(G204-鞠家庄)

道路改造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陈杰、范强慧、王树芳、邱玲、董茜、李竞雷、

苗玉华 

52 蓬莱市黄水河东支流拦蓄调水工程 烟台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赵文昊、郑媚琼、陈维梁、崔世彬、杨丽媛、赵

晓军、邵婧 

53 烟台市跨区域跨流域调水中长期规划 烟台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陈波、刘瑶、王兴超、张咏晶、孙爱迪、孔瑞霞、

孙洪彦 

54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刘家庄村历史

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21-2035年）》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城市规划 

王文娜、尹相京、史雪萌、刘德杰、周晓炜、武

玉清、李豪杰、林强、刘晔、崔玉鹏 

55 
《烟台市牟平区中部区域控制性详细

规划》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孙岩松、张登鲲、褚明辉、刁军成、邱瑛、朱蓓

蓉、史学臻、杨兰、杨阳、张琳 

56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善疃村历史文

化名村保护规划（2021-2035年）》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城市规划 

于斌、李丽、李豪杰、武玉清、曲秀梅、崔玉鹏、

杨芸、杨雪晨、刘吉娜、陈丽 

57 
莱州市郭家店镇总体规划（2019-2035

年）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 

邓观智、官荣、王波、栾杰、宋青青、乔晓燕、

鲍晓龙 



 

58 
蓬莱区刘家沟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

划(2021-2035 年)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市蓬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城市规划 

邓观智、李明玥、官  荣、周晓炜、潘秋梅、徐

喜霞、宋青青、王  波、李星卫、由学函 

59 烟台奇章社区小区规划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新时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 

李焕林、谯苗苗、刘黎明、刘霞、赵丽红、王畅、

焦伟建  

60 
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2024 年城市近

期建设规划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城市规划 
张少晶、钱金辉、闫旭、魏士博、吕阳、吕文红、

孙成玉、袁晓艳、于书浩、于浩 

61 烟台市山海路快速化改造规划研究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王立亮、田发新、池磊、王浩田、王海霞、于书

浩、曲云鹏、魏艳波、巨少钥、尹相京 

62 
烟台市学校规划设计导则（选址与交通

篇）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城市规划 

毕玲燕、李丽、衣元文、韩江华、袁晓艳、王汝

峰、吕俊霖、杨绍纯、初东、于书浩 

63 莱阳市城市节水专项规划（2020-2025） 莱阳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 
周筠、刘浩、赵泰博、周腾茂、高腾腾、刘桐良、

王志鸿 

64 万科中南府 92#93#楼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刘永振、刘伟珉、王峰、王漾、程旭梅、李军海、

叶枝顺 

65 烟台金科博翠山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罗朋、曲明、姜学林、彭强、林慧明、王志华、

孙安明 

66 大华上海滩 G5地块基坑支护设计 烟台金宇岩土有限责任公司 岩土设计 
孙正阳、王志强、李洁、吕艳、刘杰、梁佳佳、

宋佳林 

67 烟台市妇幼保健综合楼 BIM技术应用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宁、姜涛、于佳卉、张亮、兰英、曲安迪、孙

亚鹏 

68 
莱山区银海路北侧 C地块（暖山生活商

业中心 B座）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专项设计 

贾玉华、初虹、张君传、王心悦、刘舒欢、田丽、

李小辉、王筱丹、张磊、李纹竹 



 

69 莱山区委党校综合楼及配套设施项目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专项设计 

贾玉华、初虹、单明志、韩露、唐茂君、范城恺、

高玮、张悦、白麦娟、刘扬 

70 万科墨翠府幼儿园 BIM 应用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李明、卜萍、沙常红、王晖、毛茜慧、李进欣、

王竹松 

71 滨湖万丽小区 BIM技术综合应用 
烟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市星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牟立群、张春花、王建霞、王付亮、常艺苇、徐

秋敏、朱家慧、王霞、江武强、江成浩 

72 烟台北大川湖滨北岸景观工程（一期）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李宪武、苏丹、吴俊、姜浩然、王铁浩、吕皓明、

钟德名 

73 滨海西路防护林修复及还建工程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周凤媛、王钰祺、张莹璐、陈彦丞、王英伟、王

磊、李晓 

74 滨海景观提升改造工程设计 烟台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院 专项设计 
门志义、林小婷、张亚娜、田园、王静、陶颖颖、

范茜 

75 烟台市“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玮霞、汤靖嗣、李军波、林玉梦、高大领、刘

少飞、朱蓓蓉 

76 招远市妇幼保健院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高晓琳、李军波、王玮霞、汤靖嗣、高大领、王

元、姜温华 

77 中科环渤海（烟台）药物高等研究院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玮霞、汤靖嗣、李军波、林玉梦、高大领、张

杰、王德宇 

78 宝云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装修工程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常汝鑫、颜圣明、史浩然、徐莉、臧喜运、王旋、

李青 

79 
山东济宁艾坦姆流体控制公司落陵厂

区设计工程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夏红超，姜浩然，李宪武，苏丹，吴俊，吕皓明，

王德鹏 

80 烟台毅德国际商贸城 C2地块幕墙工程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徐莉、钱相博、宋晗靓、姜鹏斌、许薇、李青、

王利 

81 正大·清泉小区安置房 山东贝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尹键、史旭强、顾恩杰、李纹竹、倪姣、陈雪芳、

张婧晗 



 

82 
北马路以北、会西街以东地块(一期)地

下车库人防工程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孟庆连、淳于声云、孙公笑然、宋玉玲、邵迎旭、

王丽、任玉琴 

83 
烟台新时代健康产业厂区的室外给水

及雨污水项目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赵佳、刘晓阳、宋丽宁、管喜梅、袁凤华、牟朝

霞、田少华 

84 
烟台奇章 F-10 小区室外给水及雨污水

项目 
山东普来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宋丽宁、赵佳、刘晓阳、管喜梅、袁凤华、牟朝

霞、初艺虹 

85 
烟台市福山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智能

化系统 
山东智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彦松、吕艳丽、薛龙增、宫连城、叶子义、位

建 

86 
烟台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期智能化

系统 
山东华宇航天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艳杰、陈宁、王晓川、郑皓蔚、殷建霖、张晓

东、孙晓东 

87 
中国长城百纳威 18 号厂房智慧工程弱

电系统 
山东华宇航天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陈宁，王艳杰，柯金凤，王乐斌，张霜，王娜，

贾伟 

88 飞龙金滩花园 B区 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解景阳、潘玮涛、王卫平、赵一麟、初汶龙、杜

玉峰、贾丽娟 

89 栖霞政务服务中心 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潘玮涛、王卫平、赵一麟、初汶龙、杜玉峰、贾

丽娟、王金泽 

 

优秀奖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工程类别 勘察设计人员 

1 飞龙金滩花园 A地块 Y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邵迎旭、张婧怡、林日江、王凯、王丽、孔令超、

孙岩松 

2 
烟台金尚名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东风

风光汽车 4S 店建设项目 
山东贝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郑晓艳、钱金辉、徐同帅、王志洪、赵菁、鞠鹏

伟、李辉 



 

3 福山区银河翡翠 2#商业 3#办公 烟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孙勃、乔江涛、许国凯、马昕、陈楠楠、赵迪 

、郝孝腾 

4 
烟台海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机加工车

间 
烟台市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张蕾、张传花、赵瑞华、高改运、江云、萧婷婷、

崔玲玲 

5 烟台莱山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烟台市大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苏春飞、周群凯、孔令运、陈丹丹、陈丽英、吴

凯、张科峰 

6 
莱阳市梨园小区旧住宅区综合改造项

目 
烟台三易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工程 

王元、刘猛飞、徐红云、于金平、隋依峰、徐菁

华、盖雷 

7 莱阳市穴坊中心初级中学 教学楼 烟台三易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工程 
徐红云、吕琳、宋秀卿、张聪、盖琪章、徐菁华、

盖雷 

8 胡晓明商业楼 龙口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张树磊、赵黎黎、孟玲玉、赵磊、栾洁、颜卿、

吴瑶 

9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建设项

目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刘虎、翟力伟、钟伟、赵璐、左鹏、李伟、崔明

睿 

10 烟台万华码头罐区沉降观测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关震、丁傲、王平、孙照植、范晓东、王柯棉、

胡重戎 

311 
莱山区狼夼水库除险加固物探测试工

程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初东、王柯棉、魏利鑫、刘伟珉、孙照植、李俊

明、李军 

12 烟台华润中心住宅 5#-8#楼 烟台金宇岩土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工程 
李提阳、王小锋、吕燕、刘杰、柳杨波、范业开、

梁佳佳 

13 福山区东北关小区 DK-2地块项目 烟台金宇岩土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工程 
刘少敏、姜磊、王小锋、孙正阳、杨坤、柳杨波、

梁佳佳 

14 中南熙悦 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王国华、孙馨、孔君凤、赵淼、刘昊东、程金太 

15 刘家埠西地块 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勘察工程 
王国华、赵淼、张振平、孙馨、刘昊东、丁飞宇、

程金太 



 

16 海阳市海政路道路排水改造工程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宋旭华、李晓殷、张馨予、张凯玲、张华、王冬

晖、黄希鹏 

17 
莒南县乡村振兴项目村道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A包 C包）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李云霞、于雅琳、李腾林、吴玲玲、刘晓霞、唐

晓莉、孙欣阳 

18 
牟平区 X003 上殿线西山北头至蛤堆后

段大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汤景任、李英年、陈艳风、陈雷、宋浩、于成龙、

王平斐 

19 即墨区大信镇普杨路大修工程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于雅琳、姜彬、于婷、高博、牟俊燕、吴玲玲、

矫全 

20 
卧龙中路东延东段道路及市政配套工

程 
烟台金石土木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迟明、宋洋、刘强、步洪庆、于鸿天、党丽、张

琪 

21 
屺阜公路（X043）龙口市邢家至上夼段

大修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永和、张同舟、马铁男、王斌、段涵、周启政、

汲生辉 

22 牟平区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王永和、吴迎新、刘涛、孙治国、臧明强、李健

华、杨健峰 

23 龙口市县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吴迎新、姜珩、吕子荣、曹花丽、崔朝辉、纪隆

恩、黄琳婷 

24 栖霞市乡道西龙线（防汛路）中修工程 山东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赵立伟、纪隆恩、赵雅杰、邱东亮、丁子桐、兰

雪、葛孟哲 

25 
烟台市外夹河珠岩拦河闸改建橡胶坝

工程 
烟台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郑媚琼、吴亚楠、鞠鹏、陈维梁、李娜、刘远强、

梁刚 

26 
烟台市莱山区辛安河桃林橡胶坝工程

施工图设计 
烟台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杨丽媛、郑媚琼、姜宇恒、陈彩燕、孟振、辛晓

建、刘远强 

27 烟台市“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 烟台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赵业、岳庆河、吴亚楠、赵军营、王兴超、张咏

晶、李增友 

28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土峻头村历史

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21-2035年）》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城市规划 

王文娜、周晓炜、武玉清、阴晓君、孙成林、林

强、刘晔、史雪萌、崔玉鹏、白麦娟 



 

29 牟平区体育场区片更新改造规划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 
邓观智、于雪燕、公丽丽、于孟孟、潘  婧、乔

晓燕、张宝洲 

30 金象泰·学韵雅居住宅小区规划工程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规划 
曹莉苹、康超、路腾朝、夏红超、王铁浩、王焱、

郭通 

31 
烟 台 市 福 山 区 公 益 性 公 墓 规 划

（2021-2035 年） 

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市规划设计院 

福山区殡仪馆 

城市规划 
曾庆国、鹿超、唐亚文、阴晓君、杨绍纯、王钰

童、孙晓琳、刘灿、巨少钥、张鑫 

32 
烟台市口腔医院接建项目地下消防水

泵房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设计 

刘永振、王峰、吕建杰、刘伟珉、程旭梅、李军

海、叶枝顺 

33 长岛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BIM应用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王宁、张元强、于佳卉、任雪斐、王朱、兰英、

李纹竹 

34 城市之光商业综合体 BIM技术应用 
烟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市星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张春花、李钊群、徐秋敏、朱家慧、王其弘、张

金凤、唐茜、王梓文、许玉洁、吕胜菊 

35 
芝罘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及背街小巷

改造工程-三和绿景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张君清、包苏日娜、侯蓬科、王毅、姜硕、李昱

锟、王婷婷 

36 
芝罘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及背街小巷

改造工程-卧龙小区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张君清、唐溪村、李智、李昱锟、姜硕、王婷婷、

孙旭晖 

37 绿色家园小区老旧小区改造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孙红军、钱宜忠、杨丽萍、秦涛、张东、王彪、

王学龙 

38 蓬莱三里桥幸福安置区景观工程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李宪武、苏丹、吴俊、姜浩然、夏红超、滕景强、

吕皓明、 

39 海发大厦室内装修   
山东百伟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华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李红星、杨延文、冯洋洋、贺玉鹏、王向阳、戴

鹏城、张长玲、汪艳萍、王传伟、周同山 

40 
长岛海岛监视监测综合楼暨长岛海洋

渔业服务中心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高晓琳、李军波、王玮霞、汤靖嗣、林玉梦、王

敏娴、宋心琪 



 

41 
国泰海韵华府（于家滩预留经济发展用

地）A地块 地下车库人防工程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淳于声云、孙公笑然、栾凯、宋玉玲、邵迎旭、

林丽、魏云涛 

42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新校区弱电项目 山东智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张旭华、王彦松、薛龙增、宫连城、商秉涛、包

维震、梁杉 

43 
烟台开发区电视服务中心弱电系统供

货与安装工程 
山东智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张旭华、王彦松、吕艳丽、商秉涛、宫连城、叶

子义、薛龙增、 

44 福莱山公园弱电系统 山东华宇航天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陈宁，王艳杰，陆新宇，李波，李婷婷，张世民，

崔正平 

45 焦家金矿生产管控中心 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设计 
徐兴建、赵一麟、王玮、万二玲、王飞翔、王金

泽、张继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