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08
南京市仙林副城新港片区NJDBa010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存量发展条件下成熟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探索
实践

二等奖
李明聪、徐洁、谢康宁、王佳林、马铖、李自庆、吴继芳
、张璐瑶、吴飞、陈玥、安维维、胡飞、高岩、曾亮 、徐
晓华

童本勤、孔宁、王波、薛丹、杨书亚、杨植元、王思忠、
殷金兰、崔晓光、王莹、徐旸、钱靖晶、罗亚红、吴长珍
、王静

09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总体规划修编（2015—2035）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编制单位 获奖等级

2019年度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项目评选结果

编制人员

01 南京中心城区（江南片）强度分区规划 一等奖
蒋伶、严铮、叶如海、陶承洁、陈韶龄、方遥、宋晶晶、
何流、郑晓华、沈洁、芮超仁、林小虎、窦炜、陶德凯、
黄瑛

叶斌、何流、官卫华、陈阳、黄宏亮、郑晓华、朱霞、包
文渊、潘臻、李娜、石崝

02 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程茂吉、汪毅、张笑言、罗海明、柳军、张婧、刘新宇、
季菲菲、何峻岭、尹然、石卉楠

03
南京城乡规划40周年-改革开放和南京城乡规划40
周年专题研究和总结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一等奖

钱林波、於昊、史桂芳、马畅、宣婷、孙晓莉、李旭、周
顺

04 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利用专项工作实施规划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童本勤、陈乃栋、张峰、涂志华、唐欢、李建波、缪婷婷
、吴靖梅、冒丹、何峻岭、裴沁颖、万里、林曼青、王康
、石洁

05 南京市慢行（步行与自行车）系统规划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一等奖

陶韬、桂政、袁宇、周亚盛、涂志华、李逸恒、李嘉懿、
李娉娉

06 南京市主城区交通拥堵治理研究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奖
张亚东、左远洋、杨明丽、徐婷、杨丽丽、李康奇、林原
明、徐新、刘梦吉、冯雅云、龚成林、卞媛媛、李海生、
韩春源、居浩

07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茅山村胡家坝特色田园乡村规
划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编制单位 获奖等级

2019年度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项目评选结果

编制人员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单位：中商商业发展规划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江苏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童本勤、孔宁、王波、薛丹、杨书亚、杨植元、王思忠、
殷金兰、崔晓光、王莹、徐旸、钱靖晶、罗亚红、吴长珍
、王静

09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总体规划修编（2015—2035）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沈俊超、钱锋、邵斌、高俊、沈杰、董舟、林圣杰、朱嘉
玮、张国雄、姚磊、吴超、肖正国、李娟、吕才修、孔令
浩

12 上秦淮地区概念性城市设计 南京城理人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二等奖
叶冬黎、许烨、尹康、徐卞融、魏宁峰、陈舒亦、徐琰、
黄丽蓉、徐海莲、吴文飞、袁泽坤、王苑、吴雨谦、朱峰
峰、严润晔

10 南京市商业网点规划（2016-2030年） 二等奖
程茂吉、王波、安奕洁、郭亮、张量、苏玲、张腊伢、周
帅倩、高鸿雁、张笑言、张德政、李雅卫、汪毅、陶修华

11 “健康溧水”战略规划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二等奖

钱锋、沈俊超、邵斌、张国雄、王昭昭、于佳言、汪琴、
吴超、张伯温、姚磊、范小妮、朱敏、丁飞杨、彭晓琼、
耿健

13 江北新区中心区绿化专题规划研究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王波、史淑洁、施旭栋、张彦、马菀艺、石书涵、陈孚江
、赵赟、张海楠、陈家祥、徐步青、蒋玉龙、郑峣、孙翀
、宗小睿

14 南京市江宁区杨柳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二等奖

15 江北新区中心区“小街区、密路网”专项规划 二等奖
陈朝阳、王国晓、施泉、田生贵、徐步青、唐超、冯文获
、高军、殷文、石云林、陈忠钰、赵永胜、吴迪、刘叶、
冯燕

张亚东、左远洋、杨丽丽、杨明丽、徐婷、李康奇、林原
明、徐新、徐恺、杨磊、季顺娴、许健、黄爱丽、陈晨、
高鸿雁

16 六合冶山小铁路改造利用专题研究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编制单位 获奖等级

2019年度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项目评选结果

编制人员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郑晓华、王青、李灿灿、郑文雅、吕晓宁、邓芳岩、左万
力、皇甫玥、陈韶龄、李琦、杨晓雅

24 南京江北新区老山景区交通市政专项规划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朱光远、陈玥、李自庆、汪小惠、相文宁、朱新红、朱永
斌、盛江波、王森、高岩、徐步青、高军、石林云

25 南京市百子亭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三等奖

周慧、童本勤、程茂吉、马菀艺、史淑洁、陈孚江、杜小
梅、刘尘、张海楠、史文君、孔宁、何峻岭

22
南京市龙潭新城NJDBc012、02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

三等奖
李明聪、徐洁、谢康宁、吴继芳、马铖、李自庆、安维维
、胡飞、吴飞、陈晓宁、郝露寒、吴玙、宋成业、彭怡欢
、王晓飞

23 南京江北新区NJJBd02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17 江宁区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专项规划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张亚东、左远洋、徐婷、杨明丽、杨丽丽、李康奇、林原
明、徐新、徐恺、何维棋、李由、王瑞、徐洋洋、黄伟鹏
、李天宇

陶韬、谷雅菲、李原、戚卫娟、汪海滨、张猛、桂政、蔡
杰

18 高淳区美丽乡村规划编制导则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二等奖
钱锋、吴畏、邵斌、李超、沈俊超、许海燕、吴国平、何
湜荃、陈佳艺、吴远阳、余良、孙海春、李逸恒、李嘉懿
、李娉娉

19 滁河湾创慧小镇概念性规划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陶韬、冯仰英、李秀、张琦、戴仕俊、赵冬艳、蔡杰、王
晓丽

20 高淳区漆桥镇小茅山田园综合体总体概念规划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二等奖
何世茂、许海燕、陈志毅、涂志华、张颖、吴斌、姜博、
李逸恒

21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后圩村后圩特色田园乡村规
划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编制单位 获奖等级

2019年度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项目评选结果

编制人员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合作单位：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
中心

郑晓华、王青、李灿灿、郑文雅、吕晓宁、邓芳岩、左万
力、皇甫玥、陈韶龄、李琦、杨晓雅

25 南京市百子亭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三等奖

沈俊超、钱峰、邵斌、张国雄、吴超、沈杰、董舟、林圣
杰、姚磊、王彪、朱嘉玮、李娟、余红芬、吕才修、孔令
浩

26 六合老城区（延安路两侧）城市设计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童本勤、王波、周慧、王康、万里、薛丹、林曼青、何峻
岭、李仁刚、侯雷、陈景林

27 南京市溧水区乡村振兴规划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三等奖

凌小静、刘颖、滕爱兵、庄轲、李晨、顾克东、寇玮、谢
凯、黄田芳、李修平、张奕、周涛、彭艳梅、韩竹斌、戴
骏晨

28 南京新街口地区地下空间规划研究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童本勤、孙静、张峰、彭畅琳、李建波、何峻岭、史文君
、郁晨、阮东俊、孟凡霄、万里、侯雷、裴沁颖

29 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专题研究 中咨城建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30 南京市南部新城（核心区）绿色交通专项规划研究 三等奖
杨涛、彭佳、於昊、俞梦骁、钱林波、葛敏、殷凤军、成
翠萍、杨煜琪、王登云、梁浩、吴建波、吴爱民、余水仙
、华文浩

吴畏、李超、余良、何湜荃、雷蕾、黄克江、吴远阳、李
逸恒

32 南京市高淳区美丽乡村标志系统规划设计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奖
陶韬、李秀、戚卫娟、冯仰英、王斌、涂志华、许海燕、
李逸恒

31 高淳固城镇游山村邢家特色田园乡村规划 江苏联合城市发展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33 高淳区东坝镇东山坳村美丽乡村规划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三等奖
何世茂、袁俊林、顾熙、陈志毅、汤林浩、吴斌、张颖、
李逸恒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编制单位 获奖等级

2019年度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项目评选结果

编制人员

张亚东、曹明旭、樊彦雷、代雯雯、杭慧、李冰、刘涛、
贾平、孙龙海、蒋业、黄合、王成、赵聃、张云颜、张文
珺

34 南京市雨花台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奖

钱锋、沈俊超、李冬梅、高俊、董舟、管亚锋、孙海春、
边鹏、刘超群、李杏露、吕佳南、王志刚、浦思慧、万历
、王彪

35 南京禄口新城中心区城市设计 南京城理人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叶冬黎、吴文飞、许烨、王苑、陈舒亦、袁泽坤、魏宁峰
、徐琰、阮霄、曹鹏豪、何晓川、严润晔、甘云、季佳伟
、王玉莹

36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镇区城市设计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三等奖

张亚东、曹明旭、樊彦雷、唐晓平、余露露、王昕、孙龙
海、蒋业、黄景岗、傅志成、邢运进、刘颖、陈燕平、林
倞、杨思思

37
南京市高淳区城区停车设施布局规划（2018～
2035）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三等奖
何世茂、许海燕、涂志华、陈强、郭凯、宣婷、周嘉晖、
张宝强、李娉娉、李逸恒、李金辉、汤林浩、张颖、吴斌
、张琳

38 2018南京市市政基础设施及管线数字化年度报告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奖

孙颖、郁君锋、吴长珍、闵俊、王静、李晓峰、戴玲玲、
刘克文

39 六合区金牛湖街道金山村大营宋社区美丽乡村规划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奖 蔡玲、季燕福、郝乙、赵曦志、李茂、贺辉、施展、李红

40
六合区马鞍街道汪云社区汪云村美丽乡村示范村规
划设计

南京环宇建筑设计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