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南京德基美术馆室内装饰深化设计项目室内
设计

赵鹏  孟宪民  严山奇  王小奇  李梅  张
宏斌  张圆圆  姚瑶  孙倩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新沂工业邻里中心室内外装饰设计
曹翔  徐玥  鞠健   王飞  唐娅群  储浩
楠  王成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3 遇园项目方案 王骅 南京金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安康市中医医院 孙亚明  马建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总部大楼装饰装
修工程

刘兆民  高胜利  黄美丽  刘二房  张书珮
齐小俊  俞伟康  王云浩  周鑫宇  陈延楷
徐祥  李江明  许馨元  宋仁明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3 新疆克拉玛依工程教育基地空间设计 金旭东 顾舒馨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 喜利达名苑售楼处设计 李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5 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办公大楼 贺中山  孙超齐  陶凯 南京贺中山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6 红 徐雪梅  李瑾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7 阿里巴巴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临平新城项目
孔瑶  王甜甜  王世金  缪淑娟  毛潇潇
刘进  董洪星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
张东英  李海军  田竹  周平  任加宝  宋
永胜  戴含天  王宗群  谢晨阳  周宇  吴
依然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9 方大·世纪城01-C医养项目 孙亚明  胡骏杰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0 禅意图书馆  会馆
毛悦张东英袁金城徐悦郭俊江新万妍妍周盛
强范荟荟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11 南京阳光国际中心室内精装修设计 杨承红 申爽 赖愈鹏 杨飞 马标 王鹏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12 苏州芳菲别院一期餐厅室内设计 冯志东 孙光云 苏州唐人营造设计有限公司

13 九龙口文旅综合体精品酒店装修工程 储争珎  刘彦芳  巩玥  裴仁童  钱敦志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4 浙东大厦顶层企业会所 刘斌  苏建鑫  尹红鹃  刘晓林  张函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15 汝矣精奢肌管/成都仁恒置地广场黑金店 何平  何羿凡  王栋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扬州大学工程设
计研究院

16 高岗村乡奢客栈室内设计方案 袁霄  吴梦西  张燕  孙传义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17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新校区工程礼
堂文体馆装修

方斌  谢玉清  唐敏  高婷婷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18
明式美学的现代转场——《之间》多功能复
合餐饮空间

陈珊 南京传媒学院

19 黄石牧羊湖养护院项目 张升华 戴政卿 高骏 江苏省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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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活动中
心装修设计

秘克 郑旭 刘亚东  崔雪 李林 金悠然 司翠华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21
一脉·相承——连镇高铁场站文化环境创意
设计

陈凌航  刘承盐  张娅  周清源  邵叶鑫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2 首府会所室内空间设计 曹晋 孙香虎 潘涵 江苏理工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智慧旅游管理中心(睿银集团区域性总部办
公大楼)

孟宪民 严山奇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张科强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威海华发新天地店 陈桥 张晶 南京早苗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3 礼尚往来艺术空间设计 周印成 南京蔓草空间设计

4 素食者联盟 周印成 南京蔓草空间设计

5 杨家胡同87号院 周印成 南京蔓草空间设计

6 南京江北新区-中国气象谷启动区项目 周庆亚 南京金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 南京老成都豌杂面店设计 王婧 常州技师学院

8 瑞丰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室内设计 应丽艳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9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吴江凤凰荟店 陈桥 张晶 南京早苗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0 五方 徐雪梅  李瑾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1 宇宙生命文旅科普小镇售楼处室内设计 许建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2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 孙亚明  吴数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3 铭医美容整形医院 孙亚明  马建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4 巨鹿县医院 孙亚明  吴数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5 高淳景鹰金帆酒店 乔艳梅 南京金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6 常州大慈精舍室内设计 周谦  蒋静宇
南京启善建筑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南通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托米社区MALL方案设计 凌宇  董震  丁宁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深圳市中深建筑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18
苏州轨道交通5号线奥体中心站特色站空间
设计

周浩明  尚晓芹 苏州国贸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 复古风酒吧室内设计 张 娟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20 宿迁湖山半岛售楼处 张学玲 个人

21 国际标准化会议基地改造工程设计 刘庆惠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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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谢营1号地租赁住房项目
刘建  黄美丽  刘二房  齐小俊  杨磊  许
馨元  张端玉  周鑫宇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3 儿童共享艺术中心设计 梁晶  刘昱彤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4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孙亚明  马建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5 四川省成都棠棣东方酒店室内装饰设计 李志刚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6 沁园
王帅  赵子君  吕相葳  杜梦成  张征  徐
慧龙  郑祎峰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27
海丝之源,汉韵合浦——兰海高速公路广西

合浦服务区室内环境设计
戴磊  潘瑜  黄艳丽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美术系 / 东南大学成

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8 itt 美发沙龙店铺设计 武传奇 南京体育学院奥林匹克学院

29 新疆·乌鲁木齐办公项目装饰设计工程 朱芳芳  杜建矿  章野  潘文桦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0 江边路一号地（NO2010G32）05-10地块三期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张科强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1
雨花庭综合服务体项目辅楼一层  二层及写
字楼一至四层装饰装修工程

王小奇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张科强 王涛 凌婉君 姜逸松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毓SPA 张剑男 个人

33 5+舞-舞蹈学院装饰设计 赵明  谢飞  孟凡艳  牛夏菁 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34 上饶市龙潭湖宾馆二期改扩建项目
张春磊  张东英  舒娜  郭俊  江新  万妍
妍  周盛强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5 鸿福堂养生食坊室内设计 侯长志 葛禹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36 无极限--空间视觉形象设计 李敏  赵波  李奎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37 徐州市经开区文化馆少儿成长中心室内设计 丁昶  徐嘉旋  魏敏  罗玉春 中国矿业大学

38 汕头市中心医院 孙亚明  吴数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9 江苏省南京港总部大楼南楼内装饰设计 陈飞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40 扬州嘉都汇商业广场室内装饰设计 吴金艳  赵其浪  王琴  李巍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1 江苏软件园三创载体二期室内精装修设计 袁霄  吴梦西  陈双  仇优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42
三创大厦精品酒店及人才公寓改造项目设计
服务

管建立  丁礼靓  童美芝  孔莉莉  纪芸
殷楚月  夏炜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43 南通地铁二号线内装设计 郭嵘 秘克 郑旭 刘亚东 崔雪 李林 金悠然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44
南京中科药业有限公司综合研发大楼 公共
建筑

潘文桦  赵坦  句晓元  章野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45 半糖森林蛋糕坊装饰设计 赵明  谢飞  牛夏菁 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46 江苏健荷生物科技办公空间方案设计 沙新美  郁  健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7 南京中山制药厂厂区改造 顾梦野  郑雨 南京壹联和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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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十六届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职工组公共建筑类获奖名单

48 新美学空间方案猫山屋智慧酒店设计 吴传景  颜文明  徐吉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49 南京市江宁区金融监督管理局 赵宏仁  程珺  张荟馨  赵春雪  姚卫红 南京环达装饰设计院

50 美和门诊医疗项目室内空间设计
曹翔  徐玥  刘强   王闻  饶明烨  庄玉
香  杨文彬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51 长沙黄花机场T3航站楼
黄兴 周平 李海军 张春磊 王玉宝 田竹 舒
娜 周宇 解驰干 范文谦 张梓雲 戴含天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52 中美酒店设计 侯莉  吴晓阳  杨宁 南京金元建设有限公司

53 “茂”餐厅 沙晓天 王立云 耿伟伟 江苏省海岳酒店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54 南京浦口火车站民国建筑室内设计 陈娟  罗述乾  朱士专  丁云 南京工程学院

55 双河风情广场酒店室内装修设计
余晓轩  孙威  孔莉莉  丁礼靓  纪芸  汪
皓  高培银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56 山东滕州映奎园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李开庸  黄锴 南京市医养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57 金陵科技学院国资处  科技园  招标办公室 陈 斌 金陵科技学院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威巴克（无锡）减震器有限公司亚太区总部
办公楼改造

刘庆惠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 木童如东县幼儿园内装设计项目 施璐  王伟韬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 弥角合隅——重塑空间边界与场所精神 左磊  杨永越 江苏锦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4 溧水经济开发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装修设计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李滦洁
张璐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宿城区综合调度指挥中心装饰设计
李锋  缪淑娟  王世金  杨成珠  刘进  郭
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上海东郊花园健身泳池会所 刘庆惠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7
鳞美影乐杨柳湖风景区垂钓中心室内外建筑
装饰园林景观二期工程设计方案

厉笑余  厉群  胡琳  杜子文  黄鹏飞  赵
萍  赵劲风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超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 365办公大楼装饰设计 赵明  谢飞  王帅  王志超 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9 2#楼艺术酒店室内设计 陈传荣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0 4#餐饮楼软装设计方案 陈传荣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1 美好时代广场项目营销中心室内设计 陈传荣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2 萌芽初绽幼儿园内装设计 顾星凯  刘想亮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3 金庭售楼处室内设计方案 许建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14 南京奥美传媒 陈玥  郑雨 南京壹联和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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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十六届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职工组公共建筑类获奖名单

15
中韩盐城产业园未来科技城B1楼一至十五层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马飞  陈桃军  王彦文  江溯  张清欢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6 淮安中联建科接待中心 冯志东 孙光云 苏州唐人营造设计有限公司

17 吉林国际医院 孙亚明  马建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8 安市沣东城投荟科中心项目 沈剑英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9 宿迁酒都文化中心方案设计 吴金艳  赵其浪  王琴  李巍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逍遥而至 | 新疆可可托海康景和旅游酒店 薛燕生  潘瑜  陈凌航   王桉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1
小芮家二期装饰工程（安庐蜗牛村轻奢民宿
项目）装饰装修工程总承包

管建立 吕晓勇 王莉莉 潘金忠 刘保亮 尚
超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22
苏州高新区社会福利中心装饰方案设计 公
共建筑

杜建矿  朱芳芳  句晓元  易冲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3
深能新能源科技研发投资管理中心装饰装修
（精装修）工程设计

王常海 徐劲松 杨承红 杨海 王畅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4 重庆数聚汇通数据湖产业园
张妍  杨越程  郭弋  毛潇潇  王世金  董
洪星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南京万达茂购物中心空间设计 金旭东 张永志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6 “江南别院”水乡园林式茶社空间设计 徐晓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7 美浮特皮肤科门诊中心室内设计 应丽艳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8 仪征桃源天镜售楼处 姜晓花 个人

29 “蜕变”高淳民居会所 贺中山 南京贺中山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30 吴通通讯总部室内设计 刘庆惠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1 宜兴悦龙台售楼营销中心 陆莽 个人

32 IEC国际中心装修项目工程总承包
丁礼靓  孔莉莉  高培银  殷楚月  汪皓
童美芝  张晓宇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33 南悦城项目商业空间设计
徐进  高娟  杨健  李晓虎  李德振  包康
文

江苏鸿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 溧水白马湖接待中心 周平 周宇 吴依然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5 盐城新洋港沿线北岸6#楼内装设计 许建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6 深蓝广场售楼处及样板间室内设计 侯长志 沈俊然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37 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陈玥  郑雨 南京壹联和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38 南海酒店精装修工程 马飞  江溯  陈桃军   孙鹏伟  涂存君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39
盐都区融媒体中心新技术用房工程EPC总承
包项目

刘彦芳  陈桃军  孙鹏伟  张清欢  涂存君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40
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数字经济产业基地装
修项目

储争珎  巩玥  王彦文  高山林  钱敦志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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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佘村“伴山庭院”民宿8#楼设计 钱海月  陈卓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42 溧阳曹山火车民宿2#车厢室内设计 陈卓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43 常州文驿酒店室内设计 周谦  蒋静宇
南京启善建筑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南通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4 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 孙亚明  胡骏杰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45 泰州“草堂居”火锅室内方案设计
张兴刚  贺云鹏  董行飞  吴笑  薛露  张
雨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46 环山路1号楼 医美空间方案设计 郑小伟  王新欣  樊红梅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47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 周建兵  李泽芳  陈勇  邢晨  王天雨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8 健身馆空间设计 赵中海  徐鹏飞 南京尚艺环境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49 蘭雲荟 | 餐饮会所 薛燕生  王桉  陈凌航   潘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50 礼物
王帅  吕相葳  杜梦成  张征  徐慧龙  郑
祎峰  赵子君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51 城市会客厅 胥伟伟  李红亮 盐城市至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2 伊利北京商务运营中心办公楼装修项目 杜建矿  易冲  朱芳芳  章野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53 “茶”间 王淳琦 个人

54 “享-自由”公共办公空间设计 王淳琦 个人

55
江苏交控大厦11楼数字共享服务中心 室内

空间设计

鞠健  曹翔  王缘缘   姚亭竹  苏中国
张新杰  饶明烨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56
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汤泉路以北拆迁安
置房项目E组团医院内装深化设计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余蛟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7 启东农商银行大厦室内装饰工程设计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王彦文
巩玥 李滦洁 杜洋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8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新校区项目装
饰装修设计服务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江溯 孙
鹏伟 张璐 曹思宁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9 华青未来食品科创中心办公楼设计 刘彦红  尚叶青  朱士专  罗述乾  丁云 南京工程学院

60
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办公办案场所装修改造
设计项目

孔瑶  杨成珠  杨越程  姜阳阳  刘进  王
甜甜  毛潇潇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1
阿里云成都未来科技城运营管理中心装饰设
计

李锋  缪淑娟  杨成珠  刘进  孔瑶  王甜
甜  董洪星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2 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项目 张升华 戴政卿 高骏 江苏省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3 六合高新区科创中心B座改造项目
刘兆民  刘二房  王超  张晔  吴敏  刘建
黄美丽  俞伟康  周鑫宇  许馨元  罗阳辉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64 南京宝能翡丽河滨名邸精装修项目
刘建  黄美丽  齐小俊   张书珮  刘二房
王云浩  杨磊  俞伟康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65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空港新城小学  中
学项目

刘兆民  刘二房  黄美丽  张书珮  俞伟康
程康  张端玉  罗阳辉  吴帅  陈延楷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66 自然餐饮体验馆设计方案 陈林烽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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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黑墙电竞 林旭东  顾梦野 南京国豪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68 美容医院改造方案 丛蓓  陶丽华 南京国豪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69 世峰科技创业园 刘斌  杜苗  尹红鹃  梁菊英  沈青青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70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陈文智  张燕  孙爱清  陈双 南京香江新作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7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外科病房暨转化医学
综合楼项目内装设计

陈文智  孙爱清  张秀  陈双 南京香江新作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72 明远路北侧地块项目精装修方案设计工程 郭卫峰  张淼  孙修琦  高娟  王珂  田雨 江苏鸿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 淮安市王兴中心小学幼儿园项目装修设计 徐进  潘国明  祁素顺  孙修琦  张淼 江苏鸿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4 凤茗茶餐厅设计 宋扬  曹孟陬 张理晖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5 南通市秦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室内设计 蒋静宇  孙湉  于楠  王鹏 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6 尼尔科技·扬州尼尔研发楼设计 王 玮 DOLOREM室内设计

77 丰盛五季书院 甄金歌 江苏锦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78 金鹏酒店 朱昕玥 江苏锦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79
地铁四号线孟北站地块保障房（二期商住地
块）商业设计

陈钧天 王鹏 杨飞 严振志 赖愈鹏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80
南京百家湖阳光城·檀境住宅部分公区方案
设计

孔远近 吕培培 顾雨辰 芮正佳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81 ANTI总部办公空间设计 杨吉方  左春丽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2 亚朵酒店 沙晓天 王立云 张煜文 江苏省海岳酒店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83 苏州iD PARK歌林公园《萌宠纪》 鲁子祺 王鹏远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84 静轩苑酒店 于跃进 南京老于室内设计事务所

85 太仓九洲烧烤店室内装饰设计 王志强  张兴刚  王丽美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86 南京恒大健康办公中心 王闻静 易磊 南京闻一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87 摩恩电工综合楼（会所）方案 吴金艳  赵其浪  王琴  李巍  周佳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8 机关三幼泰安幼儿园 吴金艳  赵其浪  王琴  李巍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9 漫步空间——书房空间实验性设计探索 徐文杰  廖欣怡 淮阴师范学院

90 茉茗茶室 侍勇 江苏我乐装饰

91 杭州乐肤 许旭栋 江苏我乐装饰

92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徐敏 南京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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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国网信通智能运检中心 周建兵  李泽芳  陈勇  邢晨  王天雨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4 红树林烘培食品公司大厅室内设计 陈晨  李淼  曹凌钧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9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营运生产用房装修改造项目

王新建 苏州本涵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96 光大保利·海德公园为老服务综合体 杨春雪  胡小圆 南京市医养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97
延安市洛川民俗文化博览园迎宾国际酒店装
修设计

李志刚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98 南京金歌建设综合办公楼 王闻静 易磊 南京闻一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99 梁徐镇坡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设计 张蓝图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100 星吉家装会所室内设计 张理晖  曹孟陬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1 内蒙古通辽科尔沁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李开庸  孙奋岐 南京市医养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送展单位

1 南京玄武区法检大厦检察院室内装饰设计 顾星凯  张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2 众群集团改造方案 刘洁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
“泽江海之域，秀物象静语”售楼处室内软
装设计

孙巍  陈燕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4 山东土地产业金融大厦酒店区装饰设计 吴剑锋  孙俊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5 潍坊建材基地会所装饰设计 吴剑锋  王劭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6 《巨石健身俱乐部设计》  夏吉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7 苏州国际影视城公共区域室内装饰设计方案 叶颖博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8 江苏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装修改造设计 王彦文  高山林  巩玥  裴仁童  胡琼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9 启东农商银行大厦室内装饰工程设计 储争珎  巩玥  高山林  裴仁童  钱敦志 南京臻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0 江宁科建路幼儿园室内设计 杨飞 严振志 王鹏 马标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11 苏州芳菲别院二期餐厅室内设计 冯志东 孙光云 苏州唐人营造设计有限公司

12
办公新时尚——智能制造产业园办公空间设
计

陆燕燕 刘泽培 申峰鹤 南京传媒学院

13 办公空间设计 沈同 淮安格物文化艺术工作室

14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句容试验基地
装饰工程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余蛟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汇金云谷一期工程装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姚慧敏
杜洋 曹思宁 杨凯 梁媛媛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淮安方平运输有限公司办公设计 曾莉  朱士专  罗述乾  丁云 南京工程学院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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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宿迁商业街项目设计方案 李磊 个人

18 宿迁市钟吾医院门诊及病房楼
刘建  刘二房  黄美丽  齐小俊  罗阳辉
周鑫宇  张端玉  吴帅  李江明  李龙旭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9
Jstone Italian Kitchen &Bar/上海绿地·
外滩潮方店

何平  何羿凡  王栋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扬州大学工程设
计研究院

20 见山——茶室空间设计 戴梦清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1 国网连云港电力运维监控中心 杜苗  沈青青  孙竹玉  杨瀚驰  张慧轩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22
法律智慧服务产业园项目B标段室内装饰装
修设计

吴梦西  张燕  张秀  仇优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设计院

23 Romance造型空间设计 周建平 江苏全致耀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4 江阴市元匠设计工作室 蔡莉 无锡元匠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5
亿力未来城四期商业广场公区内装修及外幕
墙项目

徐进  祁素顺  潘国明  刘梦月  张宝英
杨雪

江苏鸿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淮安市禧月汇护理服务有限公司装修工程
徐进  祁素顺  张俊雄  陈梦如  时得凯
朱福堂

江苏鸿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静海楼 钱万成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8
南通市崇川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室内
设计

蒋静宇 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9 南通市中央创新区人才公寓幼儿园室内设计
蒋静宇  孙湉  刘维逸  于楠  张诗敏  庄
力

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南京葛塘街道小汤社区服务中心 倪立富 颜克乾 葛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1 武安天外天大酒店 毛悦 袁金城 郭俊 江新 万妍妍 周盛强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2 中科广场21#楼四维智联办公区 周平 任加宝 张锐 孔洁琼 韩雪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3 一贝办公空间设计 曹余露 张亚军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4 君悦大厦会所设计 吴胜彬  施雨金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5 亿达办公楼装饰设计 吴胜彬  高雅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6 《苏州瑞松金属材料公司设计》  夏吉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

37 雨山广场商业综合体 张伟 江苏锦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38 东华会议中心室内设计 徐凡  陆扬  邱璇  谢李平 三江学院

39 南京江宁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赵茂锦 刘晶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学院

40 湖滨九幢会所 于跃进 南京老于室内设计事务所

41 玥林皮肤管理中心 于跃进 南京老于室内设计事务所

42 汤汪中心卫生院住院综合楼新建项目 吴金艳  赵其浪  王琴  李巍  周佳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 9 页，共 10 页



江苏省第十六届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职工组公共建筑类获奖名单

43 扬州市人才科技中心工程设计方案 吴金艳  赵其浪  王琴  李巍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4 萌萌造型 陆明伟 江苏我乐装饰

45 南京创易佳能源研发中心室内空间设计
王飞  姚亭竹  储浩楠  王缘缘  王成  王
闻  张新杰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46 廊坊海中信绿色云计算基地装饰设计
李锋  刘进  缪淑娟  王丽丽  王甜甜  郭
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7 松玥·融合里—餐饮空间设计方案 杨乐  杨刚  刘东  周敏
苏州熙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48 永逸轩餐饮会所设计 刘欢欢  周敏  陶黔兰
苏州熙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49 新地中心盛世金财白宫空间 陶丽华  南京国豪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50 会客厅 钱万成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 智慧城售楼处设计 侯莉  吴晓阳  赵亚敏 南京金元建设有限公司

52 上海神马办公设计 侯莉  吴晓阳  杨宁 南京金元建设有限公司

53 佘村“伴山庭院”民宿7#楼设计 张慧  杜慧  徐梦洁  张万利 三江学院

54 溧阳曹山火车民宿9#车厢室内设计 张慧  杜慧  徐梦洁  张万利 三江学院

55 宁夏灵武市宁东医院新院（一期）装修工程 李志刚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56 山西襄矿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李志刚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57 阿明美发沙龙 张刘俊 江苏我乐装饰

58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融媒体中心 王新建 苏州本涵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59 苏州莫舍为老服务中心 王新建 苏州本涵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60
九龙口文旅综合体旅游研学服务基地装修工
程

严山奇 孟宪民 赵鹏 王小奇 李梅 苏泽棠
孔维嘉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1 《创客办公空间》 张颖璐  陈李宗  唐博洋  张富阳  唐玮 南京林业大学

62 嘉年华灯光展厅 骆培 无锡元匠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3 聚宝山游客服务中心 张伟 江苏锦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64 “融”办公空间设计 张泉 三江学院

65 南京张记宅菜餐饮空间 王闻静 易磊 南京闻一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66 “外面的世界”办公空间设计 张泉 三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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