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堂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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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作品

创业者之家 朱毅 朱毅、刘宇、梦雨

樸本原美 康銘華 康銘華

ABB 成都办公室 陈轩明
陈轩明、Arthur chan、Warren Feng、Linda

Qing

KOKO 數位銀行 陳正晨 陳正晨、蔡宜珊

挣脱束缚.文明广告上海办公室 解方 解方

承载梦想的工业叙事 林宇崴 林宇崴、白金里居设计团队

杭州绿地中央广场智慧办公 张力 张力、吴紫燕

星坊创新工场 李伟强 李伟强

元洲太原 任萃 任萃

UP 文创中心 李浩澜 李浩澜

三三建设匠人设计院 许建国 许建国、陈涛、刘丹

两个材质 张之鸿 张之鸿、金洁、马秋婷、罗成

武汉青铜骑士办公楼总部 王猛 王猛、王浩

PplusP Studio 2 廖奕权 廖奕权、Wesley Liu

上海俊慕铝业办公室 徐鼎强 徐鼎强、孙非

当弧线遇见留白.华安置业办公 曹刚 曹刚、阎亚男、院志豪、程丽珊

境随心转 王俊宏

王俊宏、曹士卿、陈睿达、黄运祥、林俪、

林庭逸、张维君、陈霈洁、赖信成、黎荣

亮

CHY 柒设计中心孵化器 赵智峰 赵智峰

东方墨韵 陈明晨 陈明晨、陈涛、杜灿仲

杜亚行政办公楼 单钱永 单钱永、刘朝科、施泉春

胡须先生花店办公空间 朱晓鸣 朱晓鸣

丰泽金日 穆鑫 穆鑫

宁波宁亿服饰 陈永根 陈永根、孙宏伟

云帆（BOX）DESIGN 徐栋 徐栋

光縫之間 李文琪 李文琪

三江投资集团办公会所 刘雅正 刘雅正、曲秋澎



CNKR 办公室 刘志豪 刘志豪

老建筑的未来与新生 韦建 韦建、韦西莉

海天股份公司办公楼 任朝峰 任朝峰、姚明、刘宏裕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办公区 徐小新 徐小新、盖雷、王笑、邵冲

斯凯办公室 李丹笛 李丹笛、黄飞春

三诺集团总部办公室 黄杰雄 黄杰雄、陈怡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京基私人银行 张智忠 张智忠、练华文、苏华群、杨硕

莲.修 刘波 刘波、丁依冉、张旭

智联招聘有限公司办公室 刘浩宇 刘浩宇

雲上办公室 许立强 许立强

韵动空间 陶胜 陶胜、徐青华、蔡辉

美国史泰博办公空间 徐子明 徐子明

成都白药厂改造
四川创视达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张灿、李文婷

因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目心设计研究室 张雷、孙浩晨

意作方东办公空间
广州市意作方东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张志锋、刘晶

回归设计.溯本求源
张宝山·翟慧琳设计工作

室
翟慧琳

人人贷办公室
北京艾迪尔建筑装饰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亮、周丹

上海虹桥临空 IBP 商务区会展中心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庄磊、文勇、刘旭、李辉、郭晓春

刘威设计办公空间
武汉刘威室内设计有限公

司
刘威

伊歐設計辦公室 伊歐設計 鄭又銘、周祐緯

武汉正华建筑设计院办公楼
武汉刘威室内设计有限公

司
周佳、戴丽

汕头市今古凤凰空间策划有限公司
汕头市今古凤凰空间策划

有限公司
叶晖、陈坚

36 氪办公室
北京艾迪尔建筑装饰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罗劲、杨振洲、程芳平

COMODO 室內設計公司辦公室
COMODO INTERIOR &

FURNITURE DESIGN
王智衡

TCL 智融科贷办公室
深圳市鼎维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
史永杰、关天时



J&A 杰恩设计深圳总部办公 J&A 杰恩设计 姜峰

深圳易科国际办公室 深圳毕路德建筑有限公司 刘红蕾、杨宇新、董崇乐

SEVEN 的秘密花园 DOES 室内建筑设计事务所 王帅、蔡子高、朱胤泽

鸿星尔克营运中心
美格美典（厦门）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王斌、李志芳、林超、苏树杰、郑文献、

盛志飞、杨宪卿

折纸空间.ELLE 办公空间 菲灵设计 伍文、何远声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深圳市黑龙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
王黑龙、王铮、刘万彬、周勇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别墅空间设计作品

鸟语茶香.唯美东方 许剑 许剑

静莲禅居 管杰 管杰

坐看云起时 陈熠 陈熠

简.境 金卫华 金卫华、徐珂磊

泉州华侨新村别墅 林小真 林小真、蔡斌

极简主义 王伟 王伟、高艳

名都园 桂涛 桂涛

爱.回家 池陈平 池陈平

金水湾别墅.减法自然 尼克 尼克

广州颐和高尔夫庄园 林辉彬 林辉彬

英伦水岸 2号别墅 葛晓彪 葛晓彪

香港朗逸峰别墅 郑树芬 郑树芬

香港浅水湾别墅 郑树芬 郑树芬

湖滨四季 丁金华 丁金华

虹梅 21 孙建亚 孙建亚

托斯卡纳.雅居乐峰南 孙康 孙康、李一琳

江山春晓 胥洋 胥洋

方寸間的皺褶 邵唯晏 邵唯晏

四季茗园别墅 曹建国 曹建国

世博生态城 陈相和 陈相和

大墨之家 叶建权 叶建权、杨趋



观堂.玛斯兰德 张笑 张笑、梁炳旺

凤凰水城 富元 富元

初.见 金永生 金永生

蓝色塞纳河 孟繁峰 孟繁峰、李育、武晓玲

多.少 张连涛 张连涛

八塊瓦居 凌志謨 凌志謨

御翠园私宅 邹咏 邹咏

栖.园 肖为民 肖为民

贵阳市保利温泉别墅 郑嫦 郑嫦

戴斯大卫营 梁瑞雪 梁瑞雪

山之宅 蒋丹 蒋丹

万科悦府 11-4 唐春 唐春

万科润园 内外建筑设计事务所 翟中好

卓越维港私家别墅
深圳市都市上逸住宅设计

有限公司

李益中、范宜华、黄剑锋、熊灿、欧雪婷、

孙彬

艺术家别墅
艺赛（北京）室内设计有

限公司
Arnd

和光沐景.悠然自居 汉格空间设计 卓稣萍、卓永旭、徐群莹、覃小莉

麗宮別墅 236 号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邹子琪、梁锦驹

麗宮別墅 240 号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邹子琪、梁锦驹

木石.雙重奏 綵韻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吳金鳳、范志聖

中信山语湖张宅
佛山市城饰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
黎广浓、霍志标

广州颐和高尔夫庄园 天泓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邓达明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餐饮空间设计作品

春天自助烤肉贵都店 白晓龙 白晓龙、马霄龙、乐乐

藏珑泰极 江蕲珈 江蕲珈、陈苑、蒋永锋

渔家灯火量贩式海鲜餐厅 倪泽 倪泽、王体营、王昭璐

庐鱼风尚主题餐厅 赵越 赵越

上岛咖啡.花样年华 陈润刚 陈润刚



万叶日本料理 孙玮 孙玮、张哲、孙明

江宁悠仙美地 李浩澜 李浩澜

右军府私人会所 张英 张英

兰州印象 金丰 金丰

局百犊 卢忆 卢忆

嘉新米粉 王文凯 王文凯、张凯琴

千夏料理 姚小龙 姚小龙、王梅、张安妮

蠔朋汇鲜蚝蒸味馆 李文 李文

北京木樨园大董店 刘道华 刘道华

剖.取摺 黃慧甄 黃慧甄、張惠茹

故香新中式餐厅 李吉 李吉

OMG（欧迈嘎） 陈明晨 陈明晨、叶凌凌

井塘港式小火锅 郑磊 郑磊

“半裸”空间 张志勇 张志勇、孙丽

紫薰餐厅 朱伟 朱伟、张雷、董标

趣伴.海外旅行体验店 朱勇 朱勇

九月茉莉 穆鑫 穆鑫

澜悦东南亚料理餐厅 沈嘉伟 沈嘉伟

畹字坊手作咖啡厅 曾麒麟 曾麒麟、林太敏

王家渡火锅金宝汇店 王砚晨 王砚晨、李向宁、易艳

汤婆婆 潘俊 潘俊、钱云、王刚

7senses 刘涛 刘涛

本素餐厅 官艺 官艺

云小厨餐厅 冯嘉云 冯嘉云、蔡文健

锅食尚铁锅炖 汤善盛 汤善盛

大连小船渔村瓦房店店 李景哲 李景哲

八旗羊汤 张迎军 张迎军、张灿、赵子华、韩振开

北京丹江渔村 吴晓温 吴晓温、袁明、李敏

海岛雨林海鲜坊 张根良 张根良、王常红、孙磊明、汤 敏

秦池天下特色火锅主题餐厅 秦玉息 秦玉息

温州那一年餐厅 任朝峰 任朝峰、姚明、刘宏裕



迪庆香格里拉酒店中餐厅 高飞 高飞

大厨小馆特色主题餐厅西安万达店 王咏 王咏

宝翠花园餐厅 张纪中 张纪中、周至

港鼎汇 陆文星 陆文星

厨房乐章餐厅 范日桥 范日桥、朱希

山城一锅 范日桥 范日桥、张哲

左邻右里餐厅 T12 店 孙黎明 孙黎明、耿顺峰、陈浩

多伦多海鲜自助餐厅万象城店 孙黎明 孙黎明、耿顺峰、周怡冰

曼塔西汽车主题西餐厅 王成峰 王成峰

海盗鲜生 徐梁 徐梁

BUBBA'S 德克萨斯烤肉酒吧 钱敏 钱敏、杨婷婷

和悦小菜 屈彦波 屈彦波

相遇餐厅 孙传进 孙传进、胡强、陈以军、何海滨

七巧巧克力 王平仲 王平仲、郭新辉

凝眸回响.巴蜀红运火锅餐厅 吴少余 吴少余

火舞炭烧 刘攀 刘攀、夏丹、王晓蒙、朱映安

花香咖啡 夏朗 夏朗

SO.SO 咖啡吧 杜宏毅 杜宏毅、郭翼、胡贵江、袁丹

唐尧火锅城 温浩 温浩

九月天创意融合菜 王远超 王远超、王冠、崔越、王凡

粥行天下 铭洋建筑装饰设计事务所 李日中、罗晋文、杨君斌

火天下重庆火锅大世界
重庆夏雨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夏刚、夏小中

THOSE YEARS W Design Office 王晚成、李敏奇、刘伟

丹青小厨
朱回瀚設計顾问工程（香

港）有限公司
霍延、吴严

鸿咖啡 槃达建筑 孙大勇、Chris Precht、权赫、尚荔

重庆一九二一码头火锅
重庆奇墨装饰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戴华伟、刘敏

重置元素 十上设计事务所 陈辉

案上观云 十上设计事务所 陈辉、钟海武

Glam 餐厅
上海达克米勒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Stephanie Clift、Yuki、 Lily、 Eveline



锅烎自助火锅料理
南京三厘社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钱钧、李茜

一茶一坐工业风.哈雷主题店
上海海工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侯胤杰、沈厉

3W 咖啡
北京艾迪尔建筑装饰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亮、王媛媛、霍园生

外滩贰千金餐厅
莱盟迪塞纳装潢设计（上

海）有限公司
Thomas Dariel

郑州优河湾生态园
河南西元绘空间设计有限

公司
王本立、程浩、朱宁、石晓慧、梁恩展

问柳菜馆 南京名谷设计机构 潘冉

绯蜜咖啡轻食馆 南京名谷设计机构 潘冉

風格的原點.海壽司 開物設計 楊竣淞、羅尤呈

有嘢食 徐代恒设计事务所 徐代恒、周晓薇

南京可酷咖啡
南京大田建筑景观设计有

限公司
韩正萍、梁前运、董庆祝

壹粟.素餐厅
之境内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廖志强、王孝宇、张静、陈全文

7号仓库
西安文焯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有限公司
谢文川、Wendy

深圳海能达总裁会所
深圳市黑龙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
王黑龙、王铮、刘万彬、周勇

益健苑度假酒店
河南非东空间设计有限公

司
刘非、张玉琴、张玲玲

百花人家
北京艾特斯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孙海勇

檸檬咖啡室 615 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鄺子康

新天地申活馆.吃饱了
穆哈地设计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ASMA HUSAIN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零售空间设计作品

HAPE 玩具体验店 邱洋 邱洋、马超龙

昆山美吉特商场 张林 张林、周华

荣宝斋咖啡书屋 韩文强 韩文强、杨滨林、黄涛、李云涛

福建漳州 I.N SHOP 服装店 林嘉诚 林嘉诚、陈治谋

ECLAT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樓 馬靜自 馬靜自



VICUTU 服装 3 品牌合店 李硕 李硕、奚溪

城市中的森林 盛利 盛利

逅.韩国女装 魏贤龙 魏贤龙、史健、陈欣、王珊珊、翟亚东

孤楼.ISSI 设计师时装品牌集合店 胡武豪 胡武豪、黄淼、胡华冰、陈浩

MY BAKERY 麦焙客.时尚烘焙 黄婷婷 黄婷婷

木泥閣服飾店 陳雅昌 陳雅昌、林晉宏

大慈寺文化商业综合体 李晓峰 李晓峰

ISITCASA 家具館 洪文諒 洪文諒

桂新园 胡世列 胡世列

珍华堂银楼 沈江华 沈江华、赖坤林

大连先创音响体验店 吕靖 吕靖、王立恒

深圳八号仓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胡威 胡威、吴毅双

逸舒之家 2015 少年宫店 王冬梅 王冬梅

意凡家世界国际家居馆 卢涛 卢涛

SHOW ROOM 服装店 蔡远波 蔡远波

山东美术馆衍生品店 何勇 何勇、岳伟、贾志远、王凡

中山远洋广场大信新都汇 AIDG 中建南方设计集团
胡正亮、张盼利、陶珏瑛、黄莹婷、程杰

岱

蜜忆
河南壹念叁仟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

李世杰、李浩、樊正涛、王琦、高乾坤、

赵保松

端源私家茶
天天向上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刘嘉培

林茂森茶行.新釋甘味 開物設計 楊竣淞、羅尤呈

巴鲁特男装轻奢生活馆
杭州设谷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谢银秋、徐梁

安奈儿旗舰店
深圳绽放品牌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李宝龙、邢子超、方富明、陈小虎

名家居世博园家居 MALL 陈飞杰香港设计事务所 陈飞杰

上海华润五彩城 J&A 杰恩设计 姜峰

同德昆明广场 J&A 杰恩设计 姜峰

水精之恋增城万达
广州韦利斯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
练伟全

镁派店 蔡小城 郭坤仲 蔡小城、郭坤仲

FORUS 国广一叶装饰机构 李超、朱毅、庄养涛



宜兴雪竹尚品旗袍会所
北岸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尼克、王星

成都方所書店
深圳市朱志康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朱志康、賈璐、黎流針、黎合

Kingbaby 珠宝店
穆哈地设计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ASMA HUSAIN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公共空间设计作品

安顺旧州屯堡接待中心
北京悦界堂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郭明、王鹏、叶格

上海西站地下南广场及南北通道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海涛、王莹、任泽粟、姚铮、程舜、陈

赟

包头机场航站楼

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

有限公司李俊瑞设计工作

室

李俊瑞、焉凌、曹小波、王宇琼、王旭

南沙壁珑湾双语幼儿园 李伟强 李伟强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赵海月 赵海月、朱温情

上海芯易斋心理咨询培训中心 赵智峰 赵智峰、莫华东、童福、王芹、程家秋

瑞思学科英语培训机构 朱琦 朱琦

精灵城堡保俶路幼儿园 陆佳 陆佳

阳光城堡武林门幼儿园 陆佳 陆佳

自在空间设计.生活场 逯杰 逯杰、郝改、阎珍

觀.覺 張立人 張立人

公共配套儿童卫生间.糖果乐园
广州市意作方东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张志锋、刘晶

成都环球广场中心天矅公共空间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许学盈

墨集 何建锋 何建锋、邹志刚、彭妮妮

上海松江广富林知也禅寺

上海禾易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上海埃绮凯祺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金佳明

中企绿色总部品牌发布中心 广州共生形态创意集团 谢泽坤、彭征、谢泽坤

前海深港合作区企业公馆特区馆 广州智度设计有限公司 郭捷、刘赢仁

吉林市人民大剧院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文勇、张龙、刘旭、杨宇

圣安口腔医院 辛明雨 辛明雨、王晓娜、王健



馨尚妈咪国际月子会所 黄婷婷 黄婷婷

云南省昆明市华山健康管理中心
云南此里农布建筑与室内

设计有限公司
孙斌

深圳南山美国爱乐国际早教中心
朗昇（香港）国际商业设

计有限公司
钟建福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酒店空间设计作品

广州花之恋主题酒店 周远成 周远成、刘进江

青茶民宿 查波 查波、陈波 、冯陈

花迹酒店 余平 余平、马喆、逯捷、蒲仪军

榕树下的家.蓝城悦榕精品文化酒店 李道宝 李道宝、缪起友、陈雪松

六和行馆精品度假酒店 杨臻 杨臻、张如溪

私享城市酒店 高雄 高雄

大慈寺文化商业综合体 蔡敏希 蔡敏希

大理沐村原创艺术空间 何靓 何靓、陈雨航、段倩云

成都梵熙精品酒店 汤双铭 汤双铭、王新媛、王漫阳

爷爷家青年旅社 何崴
何崴、张昕、陈龙、韩晓伟、李强、周轩

宇、陈煌杰

璞悦良舍度假酒店 陈纪进 陈纪进

上海崇明明珠湖度假酒店 王传顺 王传顺

墅家墨娑 聂剑平 聂剑平

云南建水听紫云精品酒店 林迪 林迪

重庆锦悦恒美酒店 郑宏飞 郑宏飞

爱驰酒店 何勇 何勇、岳伟、贾志远、王凡

济南禧悦东方酒店 王远超

王远超、何勇、吕韶华、崔越、张述方、

庄鹏、庞永甲、陈志杰、贾志远、闫海收、

杜帅、王冠、蒋莹莹、贾铭莉、王桂朋、

王凡

LIFE 酒店 WHD 后象设计师事务所 周翔、陳彬

郑州 JW 万豪酒店
上海达克米勒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Eric D Ullmann、Stephanie Clift 、Martin

Fan

桔子水晶酒店 南京名谷设计机构 潘冉

苏州苏舍精品酒店 无锡东喆建筑装饰工程有 倪健、吕欣、祁锦、李彦均



限公司

珠海长隆马戏酒店
广州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徐婕媛、陈向京、曾芷君、张宇秀、陈志

和、李江南

贵州安顺万绿城铂瑞兹酒店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诗晔、何嘉杰、杨佳慧

山西太原君豪铂尊酒店（精品店）
吕氏国际室内建筑师事务

所

吕军、杨凯、姜斌、魏文星、陈少漫、梁

家宏、肖发明、黎东辉、蔡杰

成都峨眉雪芽大酒店
深圳市胡中维室内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胡中维

雲平匯 楊煥生 郭士豪 楊煥生、郭士豪

武汉鲁广纽宾凯国际酒店 J&S 国际设计联合机构 李婕

雅诗阁大连盛捷天城服务公寓
广州市铭唐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梁礎夫、彭福龙

宜春恒茂御泉谷国际度假山庄 赵牧桓室内设计研究室 赵牧桓

惠州金海湾喜来登酒店二期总统会所
深圳市黑龙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
王黑龙、王铮、周勇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休闲娱乐空间设计作品

禧芙汇 SPA 邱洋 邱洋、马超龙

厦门宽庐正岩茶会所 林小真 林小真、蔡斌

罍街茶馆 许建国 许建国、陈涛、刘丹

胡同茶舍.曲廊院 韩文强 韩文强、丛晓、赵阳

茶马谷道精品山庄 李财赋 李财赋、赵铁武、胡荣海、郑裼君

居善地.茶叙 潘高峰 潘高峰、姜莺

四明香堂香文化会馆 潘宇 潘宇

有茶小馆 方日新 方日新

新宇造型沙龙 顾碧波 顾碧波

曼悦海温泉度假酒店 赵宁 赵宁

何氏推拿 陶泰州 陶泰州、田恒宇

浮山溪谷 李金山 李金山

C平方会所 孔魏躲 孔魏躲

扬中市文化体育中心(奥体中心) 林燕 林燕、郭浩、尹冬冬、韩仲会、陈远

碧漾亲子游泳俱乐部 张学翠 张学翠、张伟、刘飞



余姚囧网络文化中心 徐栋 徐栋

里仁为美 赵晓志 赵晓志

瑜初.自性之初 王卫东 王卫东、崔勋

水云间.茶会所 蒋国兴 蒋国兴

汐源茶楼 王践 王践、毛志泽、蓝兰婉

南京某文化中心 刘延斌 刘延斌

BOX 酒吧 孙义 孙义

兰.私人会馆 谢辉 谢辉、王雨、闫沙丽

万科同乐汇 槃达建筑设计
孙大勇、Chris Precht、白雪、权赫、李

朋冲

卜居茶社 境荷建筑环境设计事务所
胡卫民、魏贯超、陈文博、史永红、崔治

明、栗师师、赵莹、焦凯歌

聚星会馆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梁锦驹、许学盈

建发海西首座茶艺馆
成都名艺佳(JLa)装饰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
张蒙蒙

溪云会所 江西道和设计 刘坤、高雄、王景前

SONG'S CLUB 黄永才 黄永才、王艳玲、王文杰

Saral bar 莎朗清吧 龙丽仁 龙丽仁、杨靖

美葡坊 卢忆 卢忆

闲云坊茶寮 牛士伟 牛士伟

佛山市东方广场新地 KTV 李健彬 李健彬、陳国斌

泰乐会 鲁小川 鲁小川

OMNI club Taipei 张祥镐 張祥鎬、theLOOP Inc.

微派艺术馆 乔飞
乔飞、谢迎东、管商虎、徐砚斌、陈素芳、

刘凯

悦读书吧 刘国海 刘国海、杨跃文

胭脂酒馆 刘涛 刘涛

西安高陵嗨麦克情景量贩 KTV 王咏
王咏、刘军、呼延鑫、王明、索燕东、杨

妍、禄楚涵、张荣、高敏桢

99 街区 KTV 量贩 康杰程 康杰程

Water World W Design Office 王晚成、李敏奇、刘伟

唛嘟 KTV 境荷建筑环境设计事务所 胡卫民、赵莹、陈文博、陈文超

湖南怀化新麦来录音棚式量贩 KTV 设

计
DCV 第四维创意集团

刘军、王咏、王明、呼延鑫、杨妍、禄楚

涵、索燕东



无锡奥斯卡酒吧
深圳市新冶组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陈武

义乌皮卡花生量贩 KTV
杭州意内雅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曾文峰、尹杰

西安天阙酒吧
西安壹界建筑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杨奕、沈裕程、潘叶青、张倩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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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建.江湾山语城新东南亚风格

样板间
成杰 成杰

绿野仙踪.贵阳乐湾国际别墅 B 户型 何永明 何永明

SG.珊顿道销售中心 赵绯 赵绯

绿地滨湖国际城二期 4#楼售楼处 颜呈勋 颜呈勋

绿地张江商办项目售楼处 陈二琳 陈二琳

长乐金港城销售中心 何华武 何华武、杨尚炜

交.点 李渊 李渊、韩琴

中旅银湾销售中心 赵千山 赵千山、韦保扬 、李欢欢

儒雅中式住宅空间 莫俊麒 莫俊麒、段炜冉

吉林万科城售楼中心 陈丹凌 陈丹凌

苏州昆山和风雅颂别墅样板房 王兵 王兵、徐洁芳、李欣

品生活 张祥镐 張祥鎬、沈蕙萍

萝岗品雅城一期别墅B样板房.摩登雅

痞
陈嘉君 陈嘉君、邓丽司、贺岚

中山润园售楼处 连自成 连自成、曹重华、孙杰

东河上的院子 陈明晨 陈明晨、陈涛、杜灿仲

上山间.维多利亚庄园 张莹 张莹、李龙、张浩

三亚半岭温泉度假酒店别墅样板间.

玺院
王裕军 王裕军

格兰郡庭 杨永豪 杨永豪

烟台保利紫薇郡样板间 岳蒙 岳蒙、张然、何景、徐强

中國華商集團銷售會館.城市地景 邵唯晏
邵唯晏、林予幃、王思文、莊政霖、李金

沛

泊居.上海东平森林 1 号别墅样板间 朱东晖 朱东晖、杨志明、徐学敏



旭辉湖山原著样板间.罗马假日 孙洪涛 孙洪涛、郑水方、张志娟

蒂梵尼样板间 何靓 何靓、王新媛、段倩云、王漫阳

筑友.双河湾营销中心 邓鑫 邓鑫

北大资源（三诚里）阅城项目 王少青 王少青

时代自由广场CUCC办公样板间流动户

型
曾莉 曾莉、张茜、张静

光景擬態 張立人 張立人

顯隱一瞬 許衛正 / 廖振隆 許衛正 、廖振隆

福星红桥城销售中心 张纪中 张纪中、董辰龙

自然紋理＆傾斜 3°的構築思維 陳鵬旭/王文煒 陳鵬旭、王文煒

绿地苏州湾海珀.宫爵法式售楼处 任亮 任亮、陈斌、刘润东

兴耀.鑫都汇样板房 许立强 许立强

东河上的院子 刘超然 刘超然

赣东国际汽车城销售中心 胡笑天 胡笑天、杨彬、戴小易、章程

上高东方星城.时空幻影现代风格样

板房
三禾空间设计事务所 徐冰、黄子杰

实力.苍海一墅样板房
重庆品辰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庞一飞、袁毅、张婧、夏婷婷

无锡拈花湾禅意小镇样板区

上海禾易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上海埃绮凯祺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陆嵘、李怡、卜兆玲、王玉洁、苗勋、项

晓庆

都市生活.苏州建发地产中泱天成C户

样板房

深圳市昊泽空间设计有限

公司
韩松、姚启盛

庄生梦蝶.苏州建发地产中泱天成售

楼处

深圳市昊泽空间设计有限

公司
韩松

英伦骑士心.紫悦府 B 户型别墅
深圳市昊泽空间设计有限

公司
韩松、姚启盛

绿地智慧城市展示中心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曹殿龙、董兵、赵成

中粮商务公园 李益中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李益中、范宜华、陈松

中德英伦联邦 B区 24#楼 01 户型示范

单位

柏舍设计（柏舍励创专属

机构）
陈俭俭

星星广场 21#01 户型示范单位
柏舍设计（柏舍励创专属

机构）
钱思慧

恒福三达路商务办公售楼中心
5+2 设计（柏舍励创专属机

构）
易永强、邹家斌

龙光国际售楼中心 5+2 设计（柏舍励创专属机 陈小军



构）

上海万科商用展示中心
莱盟迪塞纳装潢设计（上

海）有限公司
Thomas Dariel

银丰唐郡独栋户型样板间 济南成象设计有限公司 张瑞华、岳蒙、张然、何景、徐强

保利大都汇 3-4 办公公寓样板间
广州新设致尚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沈吟、唐佩灵、闫娥、陈飞、黄文

海山壹号销售中心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许学盈、梁锦驹、邹子琪、徐奇澧

建发集团中央湾 SOHO 办公室
广州名艺佳（JLa）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刘家耀

建发集团中央湾 SOHO 居家样板间
广州名艺佳（JLa）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刘家耀

珠江科技数码城销售中心 广州共生形态创意集团 谢泽坤、彭征

上海虹桥世界中心(HWC)办公样板房
集艾室内设计（上海）有

限公司
黄全、袁俊龙、孙飞、王娟

凯信地产 ZAMA PARK 个人工作室
武汉名艺佳（JLa）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龚婉

长白山中弘池南区项目售楼中心
本则创意（柏舍励创专属

机构）
梁智德

河南美景置业红酒庄园
广州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徐婕媛、陈向京

北京保利大都会广场售楼中心
厦门名艺佳（JLa）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吴德斌

北京保利大都会广场办公样板间
厦门名艺佳（JLa）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吴德斌

武汉 ICC 环球贸易中心售楼部
湖北一嘉设计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杨大明、王詟

楠溪云岚 韦高成空间设计机构 罗伟、高魏

中粮鸿云销售中心
成都主道空间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华翔、易伟、朱博娟

海洋都心 3
大觀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

司
盧國輝、涂榮德

上河園
大觀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

司
涂榮德、盧國輝

兴龙湾 D-10 户型样板间 励时设计事务所 钟凌云、高志卿、贺阳

流溪御景样板房.猫囡小宅
广州华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李华杰、王晖

流溪御景中式样板房.南山游记
广州华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李华杰、王晖

天境花园售楼部 广州共生形态创意集团 彭征、谢泽坤、吴嘉



哈尔滨三松宜家销售中心 可续建筑
祖父江贵、孙巧凤、贺丽莎、福田裕理、

商圣宜

湖南岳阳中航.翡翠湾三号地块一标

段样板房
厦门市蓝海企划有限公司 蔡晗、陈艺燕

荣禾曲池东岸一期 D底跃中式
SCD（香港）郑树芬设计事

务所
郑树芬、杜恒

绿地 GIC 成都售楼中心 赵牧桓室内设计研究室 赵牧桓

天津美年广场 LOFT 办公样板间
深圳市创域艺术设计有限

公司
殷艳明、万攀

龙湖.北城天街 loftB+户型示范单位 深圳市大森设计有限公司 丁义军、赵亚楠、崔端

北京中粮瑞府 400 户型 LSDCASA 葛亚曦、周微、刘德永

三亚海棠福湾 A1 别墅 LSDCASA 葛亚曦、蒋文蔚、彭倩

宁波欢乐海岸售楼处
壹舍室内设计（上海）有

限公司
方磊

莲邦广场艺术中心
台湾大易国际设计事业有

限公司
邱春瑞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展示空间设计作品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美术馆 宋必胜 宋必胜、薛传耀、孙玉、金跃

葡萄酒展厅 胡俊峰/成志 胡俊峰、成志

厦门意大利 GSG 卫浴展厅 林秋苹 林秋苹

PINKAH 品家展厅 何永明 何永明

走進藝術 周讌如 周讌如

洗手盘的艺术 黄剑才 黄剑才

厦门新必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展厅 王广蓉 王广蓉

淄博齐长城美术馆 韩文强 韩文强、丛晓、黄涛

简.谧 锐驰总部 赖建安 赖建安、高天金

ECLAT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八樓展厅 馬靜自 馬靜自

景浮宫瓷板艺术馆 林森 林森、邬逸冬

佛山市颐购贸易有限公司展厅 李健彬 李健彬、陳国斌

赛德斯邦总部旗舰店 刘晓亮 刘晓亮、马沙、金雪婧、文伦璋

厦门大術展示厅 张孝意 张孝意、吴裕舜、张金喜

农耕博物馆 吴冠成 吴冠成、周顺东



生活大师家具体验馆 B 馆 赵睿 赵睿、伍启雕、莫振泉、杨跃文

远宏艺术空间 谷鹏 谷鹏、李帅、牛震、刘越、王程

诺贝尔塞尚.印象展厅 陈海 陈海、魏建文、李小壮、赵文文

广东三水大鸿制釉公司展厅 梁巨辉 梁巨辉

西卡尚.鞋艺术文化馆 覃海华 覃海华

灵感厨房
四川创视达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李文婷、张灿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
四川创视达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张灿、李文婷

蚌埠城市规划展示馆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

公司
李祥君

重庆城市规划展览馆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

公司
李晖

ON OFF Plus 湯物臣·肯文創意集團 谢英凯

西安南洋迪克总部全景体验中心 陈飞杰香港设计事务所 陈飞杰

豪申创意中心 摩登天空创意集团 崔海涛、朱非波、崔自豪

陈皮文化体验馆
广州市山田组设计院工程

有限公司
吴宗建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5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住宅公寓空间设计作品

花语尚居 毛毳 毛毳

华侨城纯水岸.摩登私享大宅 肖强 肖强、张荣钢、邓礼良、王华平、施瑶

万科大都会 蔡蛟 蔡蛟

本来生活 程晖 程晖

方寸之间展现天地 陈大为 陈大为

靜逸.墨香 康銘華 康銘華

純粹.微奢華 張逸鈞 張逸鈞、熊品鈞、李季遠

Joie de vivre 上海老公寓 解方 解方、杨耀淙

中海.寰宇天下 毛小阳 毛小阳、寿栋超、李乔

臺北黃宅 周讌如 周讌如

莉.简 杨莉 杨莉

市井桃源 王浩 王浩、王猛



公寓 12 王浩 王浩、王猛

Nature 漳州榕御小区 8 栋 1101 林嘉诚 林嘉诚

芳菲妙影.波托菲诺纯水岸 徐静 徐静

午后湖畔 姚小龙 姚小龙、王梅

紫金花园 501 公寓 葛晓彪 葛晓彪

净.居 郑展鸿 郑展鸿、刘小文、李建强、郑志明

框景.對話 葉佳隴 葉佳隴

布拉诺之光 余颢凌 余颢凌、谢莉、刘芊妤

悦.居 李康 李康

公屋不只是公屋 廖奕权 廖奕权

情迷.香奈儿 孙纳 孙纳

旧时尚 杨克鹏 杨克鹏、胥婷

瓦尔登湖 凌潇丽 凌潇丽

情似艳阳天 沈烤华 沈烤华

艺术之家.南湖国际社区 孙康 孙康、苟黎

青花.外滩印象 彭丽 彭丽、胡育献、彭兰

租客星球 戚帅奇 戚帅奇、吴恩良

清风韵 游小华 游小华、林艳、郑琳艳

摩纳哥 金钟 金钟

金新鼎邦 金钟 金钟

仁者乐山 陳文豪 陳文豪

小蜗居也有大文章 徐玉磊 徐玉磊

无印良品 严晓静 严晓静、吴君岑

泼.墨 陈萍 陈萍、李红宾

中瑞曼哈顿私人住宅 吴震东 吴震东

蒲岐香格里拉 陈君 陈君

东方情愫.风姿绰约 黄育波 黄育波

上田之家 叶建权 叶建权、叶蕾蕾

滨江雅居 王严钧 王严钧

摺敘居 毛鐿崴 毛鐿崴

三米之外 苏丹 苏丹



香榭巴黎 江欣宜 江欣宜

宜動宜靜 許盛鑫 許盛鑫

御江苑私宅 张纪中 张纪中、董辰龙

柔雅新古典 陳琬婷 陳琬婷、Debby chen 、 Lulu lee

夹缝中的家 王平仲 王平仲、沈顺权

圣托里尼的阳光 陈宜 陈宜

华峰专家楼 黄齐正 黄齐正、黄小影

无用之用 杨航 杨航

高级公寓房室内设计 Dominique amblard Dominique amblard

名流公馆 邓劼 邓劼

檀宫私人住宅 纳杰 纳杰、吴浪

北岸江山 周飞文 周飞文、黎明、蔡路莹

文艺 田艾灵（曾用名田芬） 田艾灵

MUJI 张鹤龄 张鹤龄

蓝色小姐的秘密 黄涛 黄涛

青年新生 杨隽 杨隽

宁夏银川森林公园 45 克拉小公寓
深圳恒诺空间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
买佳男、程李成、王鸿家

纯.色 十上设计事务所 陈辉

灰色之境 傳十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許天貴、李文心

京城幻想曲
莱盟迪塞纳装潢设计（上

海）有限公司
Thomas Dariel

闲居安住 北岩设计 于园

观隐.对话空间 北岩设计 李光政、王宏穆

愛.延續 CONCEPT 北歐建築 留郁琪

詠.今.昔 晨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張佑綸、曾鸿霖、刘奕彰、陈建良

淬鍊生活 晨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張佑綸、曾鸿霖、曾鸿凯、陈建良

簡約空間的整合
COMODO INTERIOR &

FURNITURE DESIGN
王智衡

原木.东巷
温州原木空间设计有限公

司
陈刚

品茗雅致 創研俬集設計有限公司 游濱綺、蔡曜牟、劉佩芬、陳瑩瑜

藏.藝 大雄設計 林政緯、張樺萍



生活&态度
宁波正反室内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蒋沙君、王琛、王听听、陈钟

星海蓝之约
之境内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廖志强、张静、胡有芳

宛平南路 88 号官邸 赵牧桓室内设计研究室 赵牧桓

時間之重
十分之一設計事業有限公

司
戴婉如、任萃

当代清水园 大炎演绎 王穆紘

山居歲月 十彥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林彥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