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设计作品名单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作品 

鸿坤艺术金融办公室 槃达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  

Penda 团队 

 

恒通商务园 B30 项目 张明杰 张明杰 

优客工场 

 

北京清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李怡明、吕翔、陈小青、

周全贤、时超非、王雪丽、

周帆 

猎豹移动全球总部办公大楼 北京艾迪尔建筑装饰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罗劲、张晓亮、杨振洲、

程菲、周丹 

蓝月办公设计-一条切割时间的线 崔树 崔树 

容子木创意空间-从自然而来 崔树 崔树 

半壁店 1 号文化创业园 8 号楼改造 希加建筑 程艳春 

竞园 22 号楼改造 希加建筑 程艳春 

北京华开办公空间设计方案 刘道华 刘道华 

峰瑞资本北京办公室 

 

艺赛（北京）室内设计有限公

司 

MOMENTUM 设计团队 

北京世界城 FUNWORK 

 

维度设计咨询（厦门）有限公

司 

廖建锋、谢圣海、钟江晓、

陈文良、陈祖川 

易车总部办公空间 北京艾迪尔建筑装饰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张晓亮、莱依 

滴滴出行新办公大本营 

 

北京艾迪尔建筑装饰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张晓亮、王媛媛 

 

天津华惠安信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 天津华惠安信建筑装饰设计

研究院 

王严、李步密、李倩 

欧洲铁路公司（上海）办公室 徐鼎强 徐鼎强 

隐于钢筋混凝土的工作花园 目心设计研究室 孙浩晨、张雷、姜大伟、

欧阳波勇 

创意者之家-麻绳设计工作室 林经锐 林经锐、王坤辉、陈佳 

简三空间 赖建安 赖建安、陈春荣、米雪莉、

李丹 

百利集团上海办公总部 

 

广州都市原点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郭为成、詹绮君 

 

万科安亭新镇 上海同余室内设计 陆谨、王凯 

丰联金融惠富办公室 乐摩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

司 

潘江 

ABB 上海办公室 陈轩明 陈轩明 

世联财富办公室 

 

杜柏均 

 

杜柏均、王稚云、季丹 

虹桥世界中心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

司 

黄全、王娟、袁俊龙 

 



香港 MJ.we+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邹咏 邹咏、吴军、黄春学、高

源、孙世明 

知白-微墨 张笑 张笑 

泰达生物科技企业办公室 北京中美圣拓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吕东辉、苗正清 

南通设计创意中心 宋必胜 宋必胜、金跃、孙玉 

库柏 金钟 金钟、 

同程旅游总部办公大楼 吴健 吴健、李腾飞、李居源、

于飞、张兆龙、杨智钢 

杭州绿地中央广场 1 号楼智慧办公 张力 张力、吴紫燕 

湖畔山南 杭州孙文建筑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孙洪涛、郑水芳 

水泥灰中突围的橙色 吕靖 吕靖、邓建勇、高世娇 

嘉兴可贝儿服饰有限公司 嘉兴拾原工程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朱雪丰、皇甫丹琳、沈雄

风、梁潇丽 

庄重并潮流 淡远兼简洁 蔡成斌 蔡成斌 

盛世方舟超级孵化器 吴金叶 吴金叶 

布利杰办公室 林卫平 林卫平 

泰来环保办公楼 单钱永 单钱永 

叶禅赋 李超 李超、江本智 

绿城济南中心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姜峰 

米澜国际空间设计事务所 陈书义 陈书义、张显婷 

姜昶臣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姜昶臣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姜昶臣 

湖南皇室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办公室 石龙贵 石龙贵、黄再良、贺圣杰 

YY 欢聚时代总部大楼 覃思 覃思、杨光发、周彬、段

志向 

深圳百度大厦设计 高志强 高志强 

小满科技总部 一乘建筑设计事务所 张博、黄宏、唐谂岚、欧

梦琪、宋江楠 

六楼后座 佛山尺道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李嘉辉、何晓平、蔡铁磊、

余国能、梁一辉、曾湘茹、

何柳微 

三亚中信南航办公室 深圳中绘社室内设计有限公

司 

许思敏、林佳、司徒达勇、

梁恩 

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 北京包达铭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苑新磊、郭俊、梁节 

OSD 工作室 钟莉 钟莉、Denny Ho 

宙斯传媒公司办公楼 吴放  

小巨蛋 余颢凌 余颢凌、卢江北 

简璞设计办公室 文超 文超 

云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文才 陈文才 



银基时代 MOCO 银川大木栋天设计 魏凯 

钜亨网 李智翔 李智翔、郭瑞文、张森贺 

微品新媒体创客中心 夏朗 夏朗、李志国、桂娟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别墅空间设计作品 

天津别墅 恩里克·塔然塔 恩里克·塔然塔 

富力津门湖 李新喆 李新喆 

红磡领世郡普林花园 魏晓瑶 魏晓瑶 

圣堡别墅 杨振兴  

白 描 梁栋 梁栋 

春·无迹 孟繁峰 孟繁峰 

樾·界 胡飞 胡飞 

印墨江南 陈熠室内设计事务所 陈熠、陈洁 

灯火阑珊秋意浓 沈烤华 沈烤华 

昆山花桥度假别墅 张力 张力 

常熟信一景天花园 潘悦 潘悦、杨杨 

大宅平衡之美 张艳坪 张艳坪 

九龙仓国宾 1 号 苏州工业园区集优室内营造有

限公司 

白描、周金雯 

巢之法子 和伟 和伟 

森林湖 潘锦秋室内设计事务所 潘锦秋 

LATTE 官 艺 官 艺 

大墨之家Ⅱ 叶建权 叶建权、杨趋 

东方百合 葛晓彪 葛晓彪 

雍城世家顶层公寓 钱超 钱超 

聚龙小镇陌上居 许长兵 许长兵 

阳光海岸 叶瑞强  

翡翠谷-与山谷对话 大诺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卢俊华、王锦阳、曾翔、杨

欣、孙晋英 

东情西韵 朱勇 朱勇 

灵性自然 张肖 张肖 

蓝之雅韵--深圳波托菲诺纯水岸 水岸 水岸 

屏 魏宜辉 魏宜辉 

滇池畔的幸福 毛博 毛博 

昆明·阳光花园别墅 SCD（香港）郑树芬设计事务所 郑树芬、杜恒 

理想的靠近，静静的生活-苍海一墅 重庆品辰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庞飞、袁毅、张婧 

悠然见南山 夏冰 夏冰、张冉、单秀 

新疆飞驼南岸·桃花源 D 户型别墅样

板间 

曹建国 

 

曹建国 

 

香港·深水湾文礼苑 SCD（香港）郑树芬设计事务

所 

郑树芬 



2 號·源 洪文諒 洪文諒、高宸翔、劉羿呈 

瓊觀 瑞嗎空間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呂賢文 

富村山居 吳宗憲 吳宗憲 

竹风低吟 林宇崴 林宇崴 

樸真雅居 傳十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許天貴、李文心 

生命中美好的階段 大瑪創意空間設計 葉雨琪 

留·域 冠宇和瑞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蕭冠宇、陳羽蓮、董家錦、

王俊智、蘇致豪 

四季的家 夏沐森山設計整合 張智琳、張梣業 

蓝溪谷地别墅 重庆奇墨装饰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刘敏、戴华伟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餐饮空间设计作品 

一点咖啡-竹子的曲线美 寸-DESIGN 王继周 

Jason 无界美食餐厅 寸-DESIGN 王继周 

似锦年华 郭飞 郭飞、刘洋 

Cravings 咖啡旗舰店 上海可续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祖父江贵、彭羿儒、贺丽莎、

商圣宜 

纯味斑鱼府 江蕲珈 江蕲珈、葛蕊、李萌 

Becca STUDIO C8 Co , ltd 佐佐木力 

维苏威披萨罗斯福店 大连上乘设计有限公司 曲春光、衣本伟、李佳、罗

斯琦、杨莹 

素研素食餐厅 伯为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桑林、万泉、金霞 

小马哥融合菜/九台店 屈沫 屈沫 

遇见辣魅火锅餐厅 张京涛 张京涛、兰韦博 

pause 咖啡 江苏华欣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金鑫 

漫度时光 丁鹏文 丁鹏文、赵鸿杨 

枫影流萤 宋久治 宋久治 

品默烘焙无锡恒隆店 上瑞元筑设计有限公司 孙黎明、耿顺峰、周怡冰 

3W 咖啡厅 无锡上瑞元筑设计有限公司 范日桥、朱希 

本素餐厅旗舰店 官 艺 官 艺 

滨江好起点城市餐厅 陆晓东 陆晓东 

La Pedrera 巴特洛西班牙餐厅 林森 林森、邬逸冬、谢国兴 

CHEERDAY 啤酒+餐厅 王崇明 王崇明 

甘蓝咖啡鲲鹏路店 堂晤设计 何牧 

马苏娅咖啡火炬大道店 许立强 许立强 

捷克比尔森音乐西餐厅 杭州设谷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谢银秋 

喜来稀肉韩国烤肉餐厅 杭州设谷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谢银秋 

原製原味餐厅 何林芳 何林芳、杨勤、钱竹静 

费雷拉·城市客厅 方国强 方国强 

加勒比主题餐厅 方国强 方国强、覃方、张琼丹 

伴鱼烤货餐厅 夏志华 夏志华 



深宅·家宴 张向东 张向东、李佳怡、褚海波 

Bigmama 意面西点 卢忆 卢忆、蔡鲍燕 

农心日记-义乌万达广场店 何林芳 何林芳、徐素萍、钱竹静 

南村喜舍 左斌 左斌、刘海波 

半勺艺术餐厅 孙玮 孙玮、张哲、孙明 

合肥小慢餐厅 赵琳 赵琳、王磊、韩伟 

合肥川坝子火锅（高新店） 胡迪 胡迪、袁道龙 

福州爱丽丝花园·蒸先生火锅餐厅 广州亦本良造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 

李柱明、陈志冠 

轻奢格调 琴“声”悠扬 李川道 李川道、吴啊治、陈立惠 

渔铺私厨 曾伟坤 曾伟坤、曾伟锋、李霖 

十号烤场（印象店） 曹健 曹健、李治鲁 

喵江湖餐厅 张京涛 张京涛、兰韦博 

长申咖啡 冯丁 冯丁 

D1 炉鱼映像餐厅 王严钧 王严钧 

田阿姨私房菜 后象设计师事务所 周翔 

爱碗庭 张杰 张杰 

金牌老碗 徐猛 徐猛、陈昕昊 

渡船街-香港情懷餐廳三部曲之三 元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阮文韬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 金吧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梁锦驹、吴顺发 

集·咖啡店 深圳市万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陈国良、陈国全、廖威宇、

廖震宙 

马家斑鱼庄 深圳市华空间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熊华阳 

天台上见 深圳市华空间设计顾问有限

公司 

赖芳婷 

神秘游戏 张鑫磊 张鑫磊、许志强、许金华 

铁与木的融合碰撞 再建築事務所 赵亚明、张晋、任熠、张鹏

东、何海林 

初·隐，都市居酒屋/源烧酒场炭火烧

肉店 

再建築事務所 赵亚明、张晋、任熠、张鹏

东、何海林 

TOKU 日本料理餐吧 叶俊峰 叶俊峰、王锟、刘进 

Number Five 概念餐厅 王锐 王锐、杨茗然 

小珍宝港式茶餐厅 徐代恒 徐代恒、周晓薇，黄仲谋 

沙拉市集 徐代恒 徐代恒、周晓薇、吴青青 

Joy House Café 成都主道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华翔、易伟、王丽雯 

小红袍龙虾馆-恒大广场店 姚晓冰 姚晓冰 

朴田泰式海鲜火锅 成都柒号创意空间设计 余生 

园里火锅 沈嘉伟 沈嘉伟 

鲁氏会馆西餐厅 山隐悦界（北京）空间设计有

限公司 

郭明 

照相的影子主题餐厅 段俊伟 段俊伟 



邻·LINN 景金鹏 景金鹏、梁豪 

韵 律 谢菲 谢菲 

台湾印象 甘肃御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黄伟彪 

兰州锦采火锅 甘肃御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黄伟彪 

花月料理 王文凯 王文凯、张凯琴 

沣江鱼舍 王文凯 王文凯、张凯琴 

四先生-湘玖煲 王晓儒 王晓儒、陈龙、王博娅 

不諍素食馆 
 

蒋国兴 蒋国兴 

果然汇 蔬食宴 伊欧探索空间设计 鄭又銘 

朵頤 DORICIOUS 陳文豪 陳文豪 

osteria by angie 陳文豪 陳文豪 

来龙里 重庆几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齐帆、蒋逸男 

Y2.space元色餐厅 刘攀 刘攀、王晓蒙、徐再攀、陈

杨、邓义川 

重庆今滋味小面店 张亮 张亮、黄超、汪嗣忠 

戴皓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购物空间设计作品 

英良石材档案馆 北京易时境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卜骁骏，张继元，覃凯，李

振伟，杜德虎，刘同伟 

小卖场大设计-北京居然之家

美国 GE 
 

成勇君 成勇君、史巍岭 

ALVIN 高级定制摄影-北京期间店 

 

翁德 翁德、梁剑峰 

失物招领店铺改造 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 青 山 周 平 、 藤 井 洋 子

/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 

Sugar Crystals 糖晶体 胜木知宽 胜木知宽、小林正典 

宝燕商城 O2O 线下体验店 上海龙策建筑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翁金荣 

SPORTSDEPO 虹桥天地 上海船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荒毛大辅 

沃尔弗斯·上海金茂珠宝旗舰店 方峻 方峻 

YOUTOO 女装店 王冬梅 王冬梅、周阳 

SUGAR 吴民 吴民 

良记名车行 王洪 王洪 

极燕全国连锁专营店（南京店） 刘延斌 刘延斌、丁宇恒、田耀 

八面·玲珑 孟繁峰室内设计事务所 孟繁峰、何启林 

徐家木业无锡弘阳展厅 何兴泉 何兴泉、何兴友 

引力空间家具展厅 杭州大匠之心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方雷、赵佳宇 

Smart Room 智能家居体验馆 嘉兴拾原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皇甫丹琳，朱雪丰，戴凯彦，

张笑寒 

OLIN E MELI 宁波正反室内设计咨询有限公 王琛、蒋沙君、陈钟 



司 

鼓岭·大梦 黄婷婷  

FOCUS 曾伟坤 曾伟锋、李霖 

AKP 岛群 设计集合店 李泷 李泷 

COOLETTE 男装定制体验店 王涛 王涛 

生长的记忆 美祥 1969 木制体验中心 曹刚 曹刚、阎亚男、杨滔 

味之堂 沈劲夫  

长沙德思勤四季汇广场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姜峰 

岁悦空间 广州市岁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朱伟中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MIX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梁 锦 驹 、 STEFANO 

GAMBACCIANI 

游园品瓷 黄冠之 黄冠之、杨欣燃 

AIR.U 服装展示馆 莫焱超 莫焱超、abochik 

成都梯博士木业富森美家居展厅 贾利刚 贾利刚、张雨、王哲、李蔓

君 

金沙不纸书店 郭晰纹 郭晰纹、吴耀隆、吴宁丰 

Plus 服装店 TCD 设计机构 何靓、李远征、汤璇 

昆明港邑珠宝店-翡翠店 赖伟成 赖伟成 

新华里咖啡书屋 西安壹界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杨奕 

己目眼镜 王文凯 王文凯、张凯琴 

銳思集團香港珠寶陳列室 陳李室內設計(香港)有限公司 李紹瀛,陳洪斌 

Blackzmith STUDIO C8 Co , ltd 佐佐木力 

GARMIN 台北 天空元素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陳鶴元 

G.O.D.住好啲 拾雅客空間設計 許煒杰 

瑞歐典藏傢飾 高雄店 羅耕甫  

重庆百货超市英利店 成都众派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李圻 

S.life 生活馆 文超 文超 

三万改车 重庆凸沃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曹明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酒店空间设计作品 

新鲜酒店 槃达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 

Penda 团队 

 

北京麦语云栖精品度假别墅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赖军、郝向孺、杨卿、野光

明、常健、张敬虎、陈欣、

熊小珍、刘光青、贾晓婧、

岳艳刚 

上海城家公寓 姚飞荣 周才涌 

天目湖-御湖-半岛精品度假酒店 王宏业 王宏业、徐海博、梁旭、惠

刚、王文强、刘超 



无锡灵山君来波罗蜜多酒店 上海禾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禾易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陆嵘、陆力行、黄啸、 

南平、苗勋、陆佳玲、沈磊、 

周佳文、石泉、蔡欢、刘栋

梁、王玉洁 

江苏东台仁达都喜天丽酒店 王勇 王勇 

麦芽精品客栈 杨钧 杨钧、吴志华、鲁婷 

约取.云上 王崇明 王崇明 

清研·莫干山度假酒店 林卫平 林卫平 

阿丽拉安吉旅游度假酒店 苏州工业园区宏观致造空间

设计工作室 

钱晓宏，黄永明，郁建，顾

宇 

西塘陌野精品酒店 闻珍 闻珍 

老樟树民宿 钱敏 钱敏 

宁波富邦精品酒店 姜湘岳 姜湘岳、赵相谊、沙晓天、

王鹏 

利山莲舍(民宿） 谢立城 谢立城、钟伟青、修智宏 

福建璟江大酒店 邓锋波 邓锋波、曾红梅 

雅顺精品酒店 高雄 高雄 

悦·九曲酒店 安润福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赵海剑、陈其峰、白国庆、

邹欣韬 

丽景半岛国际酒店 何勇 何勇、王雪辉、岳伟、闫海

收 

青岛远雄悦来酒店 上海可续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福田裕理、郑林森、贺丽

莎、商圣宜 

桂林隐源居庭院精品酒店 龚智恒 龚智恒、曾世强、唐玉龙、

陆焕英 

剑门关国锐艺术酒店 TCD 设计机构 汤双铭、王新媛、李远征 

旧州客栈 山隐悦界（北京）空间设计有

限公司 

郭明 

黄丝江边度假酒店 唐应强 唐应强 

大理 大唐瓦舍海景度假酒店 叶中华 叶中华 

云南大理贰姑娘海景度假客栈 尹坚 尹坚、陈新科、叶相甫、李

英、姚莹 

云南西双版纳喜来登度假酒店 YANG 设计集团 杨邦胜 

寒舍客栈 张英 张英 

商洛-97 号动车驿站民宿酒店设计 陕西第四维创意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 

王咏、呼延鑫、刘军、雷棚、

张阳 

墅家-玉庐雪嵩院 聂剑平 聂剑平 

乌鲁木齐宝盈艺术酒店 新疆宝沣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康拥军、王世民、孙举杨、

闫丽 

香港登台酒店 深圳市哲柏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黄赞其 

岩情逸境 莊哲湧設計事業有限公司 莊哲湧 

微光之岸．靜謐之濱 湯鎮權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湯鎮權 

忠县巴曼酒店 A&H 空间策划｜知行营创 张虎、凡绪周、夏婷婷、王



文杰、熊堇萱、蒋锦旎、江

南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休闲健身空间设计作品 

水仙沙龙 丽都店 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 青山周平,藤井洋子/B.L.U.E.

建筑设计事务所 

比津造型理发店 希加建筑 程艳春 

上海绿波廊会所改造 上海禾易室内设计有限公司/上

海禾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陆嵘、金佳明、王玉洁、吴

振文 

尚善堂-新华路 483 号 阮菲 阮菲 

清友闲风茶馆 周然 周然、王佳琳 

有机体-恒基·旭辉中心会所 张成喆 张成喆 

水境 SPA 温泉体验会馆 沈阳大展装饰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孙志刚、钱宇、林妍希 

沈阳万象汇-国王的礼物亲子阅读体验

馆 

阎明 阎明 

虹桥坊温泉 上瑞元筑设计有限公司 孙黎明、耿顺峰、胡红波 

时尚造型 上瑞元筑设计有限公司 孙黎明、耿顺峰、徐小安 

美丽阳光 SPA 会所 孙传进 孙传进、胡强，何海彬，

孙丹丹 

杜尚发型龙湖店 许立强 许立强 

魔方 LOFT 翁世军 翁世军、吴晗、竹林 

鼎上造型鄞州店 顾碧波 顾碧波、叶灵 

宁波氧动力健身 任磊 任磊 

静·境 彭丽 彭丽、胡育献、陆立峰 

厦门无竞悦动健身 孙佳宏 孙佳宏、朱其福、张亚亮、

洪奕绿、黄黎芬、林刚毅 

骐骥健身事务所 爵视智造（厦门）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陈起楠，叶明旭 

加州健身 李成保 李成保 

太极会馆 河南非东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刘非、刘絮菲 

浩燊高级定制会所 余颢凌 余颢凌、谢莉，杨超 

长江观光游轮 三峡 5 号 王治 王治 

顶 荟 JULIAN GUY MARIE CORNU JULIAN GUY MARIE CORNU 

五象健身 卢富喜 卢富喜、徐代恒、周晓薇 

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 徐宜庆高端设计机构 徐宜庆、陆誉夫、沈祺、曾

超 

隐岩茶室 成都上界品牌设计事务所 李军、谌伦琼 

翡翠森林社區會所 羅耕甫 羅耕甫 

新东方心奢华 葉俊二 葉俊二 

美塑造型 徐年迪 徐年迪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样板间/售楼处空间设计作品 

山水文园 B6 样板间设计-为地面解放

一平米 

寸-DESIGN 刘睿 

锦色春秋-万科观承别墅 潘及 潘及 

融公馆北合院 罗伟 罗伟 

三嘉华地产红衫一号项目样板间 赵辉 赵辉 

万科翡翠滨江 270 LSDCASA 葛亚曦 

Weshare 我享度假创意体验中心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刘骏 

新浦江城十号院 方磊 方磊、朱庆龙、黄大康、周

莹莹、张齐、顾立光 

上海盛大青春里 LOFT Grahame Elton Grahame Elton 

上海旭辉铂悦滨江 C 户型别墅 LSDCASA 葛亚曦 

沈阳世界城售楼处 田宁辉 田宁辉、梁春亮、王丽娜、

金红雪、周晓坤 

卧龙小镇样板间 钱国桥 钱国桥 

印象湖畔 由伟壮 由伟壮 

颜色主义 王晓磊 王晓磊 

雅戈尔紫玉花园 巫俊逸 巫俊逸 

苏州仁恒海和院 喜牧设计 许书维、金晓君 

苏州 LOFT 服装工作室 杭州华筑壹品艺术品有限公司 张志娟、刘倩 

金地·西溪风华售楼处 杭州易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李丽、傅庆州、祝竞如、

俞丽娅 

金地·大运河府临时售楼处 杭州易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李杨、林兴娟、祝竞如、叶

子丰 

金地西溪风华洋房样板房 杭州易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麻景进、金碧波、戴海水、

祝竞如、俞丽娅 

旭辉崇贤时代城售楼中心 杭州孙文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孙洪涛、郑水芳 

金地江南逸 98 方样板房 杭州易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李杨、祝竞如 

灰与白遇见 阮金聪 阮金聪 

瑞晟置业--山谷林墅 王锦阳 王锦阳、卢俊华、曾翔、万

江宁、孙晋英 

盛世城邦体验中心 励时设计机构 任杰、王艺超、高志卿、何

高永、王敏、李红娇、郗爽 

昆仑望岳艺术馆 励时设计机构 钟凌云、杨希刚、许尚、马

晓洋、郭总超 

河南新东润泰和港式样板间 郭菁 郭菁、王磊、何冰 

郑州二七滨湖国际城双拼样板间 张力 张力 

哈尔滨某 LOFT 样板间 B 靳全勇 靳全勇 

帆构想 广州普利策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梁穗明、何思玮、罗品勇、

邓江蜜、陈辉、杨亚会、

洪俊能、林梓彬 



长沙挼蓝 李沛 李沛 

韵憩 匡颖智 匡颖智 

唤醒克莱因蓝-嘉华广场（二期）样

板房 

中海怡高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广州市联智造营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叶颢坚，陈伟燊，杨云，

何丽华，林志潘 

弈~趣-嘉华广场（二期）复式样板房 中海怡高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广州市联智造营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叶颢坚，李雷夫，杨云，

何丽华，林志潘 

时代·家 广州共生形态设计集团  彭征、谢泽坤 

梦想多变之家 陈斐 陈斐 

保利金融大都汇-米墅 广州名艺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刘家耀 

从化泉溪月岛别墅创意板房 广州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徐婕媛、许琼纯、吴漫龙、

翟秀香、李江南、翟誉淦、

陈尚军、张斐婷、林丹、

张泽真 

保利 i 立方-境·沉思 广州名艺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刘永成 

东山天地 顶层复式豪宅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梁锦驹 

广州恒大珺睿项目 A 户型 司蓉 司蓉 

假日田园，城市休闲主义 謝佳妏 謝佳妏 

翡翠松山湖滨湖花园 C 户型样板别

墅项目 

李超 李超、张碧辉、林桂芳 

凤凰里·森活-中粮凤凰里售楼处 韩松 韩松，朱毅静 

绿景·红树湾一号销售中心 邱春瑞 邱春瑞 

莱蒙创智谷 深圳市宇一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罗中艺、张楠、朱莎、杨海

峰 

江门摩根国际城市综合体商业样板房 广州浚东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吴峻冬 

佛山保利悦公馆售楼部 5+2 设计（柏舍励创专属机构） 易永强 

天御江畔销售中心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梁锦驹 

中粮祥云里销售中心 成都主道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华翔、易伟、王丽雯、金琳、

曾冉然、彭博 

花样年大溪谷花墅样板间 沈晓未 沈晓未、袁凤、蔡东辰 

中海国际中心写字楼示范单位 张晓莹 张晓莹、范斌 

龙玺台公寓样板间 沈晓未 沈晓未、王琪 

曲韵 谢红波 谢红波 

新藏式之远方的梦 曾婧 曾婧、周维、柯竹清 

生活行旅 伊太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張祥鎬、高子涵 

城中方寸·內蘊含光 夏利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許盛鑫 

浮 山 康智凱 康智凱、謝孟岳、林楷恩、

王昕宇、何翊安、沈千琪 

昭揚會館 冠宇和瑞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蕭冠宇、陳羽蓮、董家錦、

王俊智、蘇致豪 

希言太极 康智凱 康智凱、谢孟岳、林楷恩、

王昕宇、何翊安、沈千琪、



游掾栋、伍时欣 

龙湖山泉 深圳市易虎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刘冠能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娱乐空间设计作品 

成都蜀都万达电影城 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

司 

陈凯 

金海岸 KTV 福州维野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张清华、秦芳丽、孙扬斌、

吴辉、赖娉婷、陈警 

兰州火吧十号威斯汀梦想王国 夏雨设计甘肃分院 冷育新、夏小中、韩艺 

高德置地 飞扬影城 梁卓霖 梁卓霖 

鸣·稀奇会所 吴俊 吴俊 

三亚中信半岛云邸会所 陳子俊 陳子俊 

摩界国际派对空间 陈武 陈武 

杰克酒吧 陈武 陈武 

黑洞魅影 梵舍装饰设计公司 梁斌、刘全彬、王洋 

暨阳湖 BOSS 酒吧 沈健 沈健、姜浩、张俊 

微客量贩式 KTV 徐麟 韩江桐、马狄龙、孙莹、桑

垚、冯鹞飞、何星霖、冯林

垚 

Z Lounge 酒吧 梁静 梁静 

NOVA 卡丁车俱乐部 孙意 孙意 

幸福里 G-ART CLUB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黄全 

三楼天台的月光 曾麒麟 熊娇娇 

摩西 CLUB 鱼骨设计事务所 纳杰、吴浪 

永康万福电影大世界 许国维 董豪杰、蒋维、周天鸣、洪

峰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住宅公寓空间设计作品 

工業味的禪意 譚沛嶸 譚沛嶸 

灯市口住宅改造 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 青山周平、藤井洋子、

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 

电影人单身公寓 卜天静 卜天静 

多彩生活 程晖 李学刚、朱昱名、孙雪阳 

都市系列之 blues 小调 殷志伟 殷志伟 

18 平郭氏之家家庭家庭艺术博物馆 刘道华 刘道华 

璟上 刘东 刘东 

lee house 李超 朱毅 

林大大的家 赵玥 赵玥 

关于爱—漳州冠城国际 5 栋 1703 林嘉诚 李志雄、陈治谋、林海森 

永恒时刻（洋房 717-3F） 韩薛、刘积平 韩薛、刘积平 

凯华园 董然 倪佳 



拉普兰秋色 杨坤 杨坤 

半梦 熊川纬 熊川纬 

第四维 茅啸洲 茅啸洲 

这位先生的家 江波 江波、唐燕 

一见中情 杨凯 杨凯 

朽木之缘 吴才松 吴才松 

疏影 李康 李康 

原声 陈萍 陈萍 

阿姆斯特丹 严晓静 严晓静 

从容生活 黄译 黄译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李启明 李启明 

裸色 王梅 姚小龙、张安铌 

万濠星城 李跃 李跃 

在宜家风的家里喝杯星巴克 冯星辰 冯星辰 

以石为邻，以木为家 杨航 杨航 

“无名” 朱印辰 朱印辰 

玉兰花园 69-202 夏宇航 夏宇航 

正荣御园 南昌艺和源设计事务所 刘述灵 

紫城御都 张国栋 顾婵娟 

了不起的盖茨比 杜奇哲 杜奇哲 

隐于山下 王峰 李大犇 

方公馆 方磊 朱庆龙、耿一帆、李斌、高

佳慧 

微公寓 邹洪博 邹洪博 

塔然塔建筑设计 上海多功能公寓 恩里克·塔然塔 恩里克·塔然塔 

南通中南 CBD 现代户型 Grahame Elton Grahame Elton 

轻轻的，儿时记忆 张路川 张路川 

梦织花园 李雪 李雪旭、文敏、和妍夕 

时光里的香镜 钟莉 钟莉 

卡萨布兰卡 董波 黎秋辰 

土间宅 大尹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尹嘉德 

峰裡綿延 俞佳宏 鄭皓謙、鐘暐婷 

33 平米迷你超機能小宇宙 馥閣設計 黃鈴芳 

Scene Fusion 张祥镐 张祥镐 

693 號 洪文諒 高宸翔 

院｜拾光 郭俠邑 郭俠邑、陳燕萍 

律動的音符 滿林昌 滿林昌 

海河大观高级公寓 张宝山 王杨、白福建、杨诚、张辉 

春风十里 李凯 李凯 

katherine 之家 梁锦标 梁锦标 

塑 池陈平 池陈平 



摩登都市 梁苏杭 孙浩南、梁欢欢 

型格 style 陆槛槛 陆槛槛 

直白（宁波锦江花园住宅） 应磊杰 金烨 

绅蓝公寓 葛晓彪 葛晓彪 

流年花开淡墨痕 程明 文豪 

君庭领墅 宋毅 宋毅 

东方意象 许章余 许章余 

重庆华润中央公园许宅 江涛 江涛、涂巧玲、刘波 

曾经的黑与白 周令 周令 

武夷滨江 胡斐斐 胡斐斐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6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公共空间设计作品 

智慧与生命 蔡华勋 蔡华勋 

合肥百仪办公行为概念馆 广州都市原点建筑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 

郭为成、詹绮君 

粤剧艺术博物馆 广州市思哲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思敏、招志雄、梁晓茹、

梁铭杰 

霾—2015 年广州设计周共生形态馆 广州共生形态设计集团 彭征、谢泽坤 

透明之壳 广州普利策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何思玮、梁穗明、刘嘉莉、

邓江蜜、陈辉 

江门市保利中悦花园工法展示单位 柏舍设计（柏舍励创专属机构） 郑宋玲 

万科生态城梦工厂 广州杜文彪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杜文彪 

香药种质馆室内装饰设计 林书海 林书海、郑亚武 

智慧开封展示体验中心 潘绍利 蒋申龙,、张毫、李建红、欧

阳湘豫、马鑫 

火柴盒艺术中心 肖艳辉 申雅斌、朱建斌 

宜兴市古龙窑紫砂陶艺艺术馆 付养国 付养国 

交通规划院展厅 江苏华欣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金鑫、张子健、刘冠华、章

振东 

长沙规划展示馆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边杨 

上海中心大厦观光体验厅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李晖、刘骏 

一亩三分地艺术空间 勾强 勾强、隋雅娟、袁健皓 

賈平凹文化藝術館 邵唯晏 楊詠馨、楊惠財 

台北公共住宅展 邵唯晏 閻瑄 

黑白之間-雋永的當代性 欣磐石建築空間規劃事務所 羅仕哲 

席梦思上海家具展 元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阮文韬 

英博唐卡艺术中心 胡梁锋 胡梁锋 

良德口腔 王重庆 郑国平 

乳山人民医院 LDR 产科中心 王雪辉 王雪辉 

泰瑞德国际医疗美容机构 张英 张英 

咪咪医美会所朝阳店 梁少刚 董绒 



光˙語 慕澤設計(股)公司 鄭錦鵬、蔡宗諺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张明杰 张晔、郭晓明、江鹏、张明

晓、曹阳、王默涵、李毅、

张然、邸士武、魏黎、许丽

伟、王鹏、王东宁、李存东、

黄捷、李敏茜、黄浩山 

翠微雅集 后象设计师事务所 周翔 

开物集 李睿 李睿 

星．严 林奇鋒 李以琳 

保利 WeDo 教育机构 韩文强 王莹、李云涛 

万达海音艺术 范敏强 范敏强 

映月—漳州大地书院 林嘉诚 李志雄、陈治谋、林海森 

爱尔贝早教乐园 黄冠之 杨欣燃、黎啟康 

探索科学的国度 吴绮雯 周泳欣、梁光浩 

道尔顿实验学校 佛山市城饰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霍志标、黎广浓 

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幼儿园 鉴凤州 翟向楠、王萌、陈欢 

和乐讲堂 胥洋 胥洋 

拉唯情商培训 谢文川 Wendy 

亚玛逊幼儿园 王渝萍 王渝萍 

我的補習 style 吳宗憲 吳宗憲 

數位多元學習中心 天空元素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陳鶴元 

岚天艺术中心 林森 邬逸冬、谢国兴 

共生活动中心 潘宇 潘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