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项目：郴州市苏仙岭景观瞭望台
获奖单位：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工程项目：长沙市坪塘污水处理厂及中水回用工程
获奖单位：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工程项目：常德市沅江西大桥（又名常德桃花源大桥）
获奖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工程项目：长沙市巴溪洲水上乐园景观工程
获奖单位：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工程项目：广州新电视塔夜景照明工程
获奖单位：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项目：株洲市白石港水质净化中心一期工程
获奖单位：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工程项目：长沙市营盘东路浏阳河大桥
获奖单位：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项目：四川省雅安至泸沽高速公路双螺旋隧道
获奖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工程项目：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
获奖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湖南城市学院土木工程大楼
获奖单位：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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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设计之妙，在乎于心。 ”
大凡有知名度的地方，其建筑设计总是独具个性，有的呈现

出飞动之美，有的呈现出壮丽之美，有的呈现出错落之美。 悉尼
歌剧院、埃菲尔铁塔、东方明珠塔，无不给过往客人留下深刻记
忆。 21.18 万平方公里的湖南，从长沙火车站，到贺龙体育馆，再
到湘西矮寨大桥，传递的是时代进步的足音。

喜看潇湘大地再添胜景。 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指导下，
2015 年度湖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评选工作已经圆满结束。 经

专家组推荐、评选委员会审定，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等 120 个
项目最终获评 2015 年度湖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应该说，本次获奖的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为全省乃至全
国工程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和探索， 最大程度地体现了
传统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特点。 有的建筑还将城市的文化、历
史、民俗有机融合，构成了哲学、美学和文化的有机体。 本报精选
了部分一、二等奖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有人崇尚简洁洗练，有人喜欢金碧辉煌，不同的建筑在不同
人的眼里，便是不同的风格。 惟愿此次评选出的优秀作品，是你
心目中的最美建筑、最佳基础设施工程。

———2015年度湖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作品摘录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
院成立于 1960 年， 是具有对
外合作经营资格的国家甲级综
合大型勘察设计企业， 同时是
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持有国
家工程勘察综合类、 公路全行
业、水运全行业、市政公用行业
（含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城市
隧道工程、公共交通工程）和建
筑行业（建筑工程）等 5 大类甲
级勘察设计资质， 还具有国家
工程咨询、 工程测量、 试验检
测、 地质灾害防治等 4 类甲级
资质。

全院 600 余名在职员工
中， 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 230
人，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达 91%，
高、 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达
77%；其中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 1 人， 省部级专家 160 余
人，还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光召科技奖”、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
青年科技奖”、“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交通青年科技英
才”等荣誉称号获得者 40人。

获国家、 部省级优秀工程
勘察设计、 咨询、 科技进步奖

360 余项。 其中， 国家级奖项
40 余项，包括 1 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5 项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7 项国家优秀工程勘
察、设计金奖，3 项詹天佑土木
工程大奖，1 项国家环境保护
百佳工程奖，2 项国家环境友
好工程奖和 4 项新中国成立六
十周年 60 项公路交通勘察设
计经典工程奖。

近五年年均产值 5亿元，业
务遍及中国 14 个省（区）和 11
个亚非国家，是“全国勘察设计
行业 AAA级诚信单位”， 位列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百强和
中国建设系统综合实力企业百
强。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
计研究院始建于 1986 年， 是集

“产、学、研”于一体的高校综合
设计研究机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湖
南省诚信企业。 现拥有城乡规
划、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咨
询和科技咨询五项甲级资质，风
景园林、给排水、岩土工程勘察
和测绘四项乙级资质，旅游规划
设计丙级资质。

该院拥有一支开拓进取、务
实创新、 充满活力的专业团队。
现有员工 158 人， 其中专职技术
人员 125 人， 兼职技术人员 33
人，正高以上职称 15 人，高级工
程师 42 人； 各类注册人员共计
73 人。 院总部位于长沙市，院本
部位于湖南城市学院。 同时，设
立了广州分院、北京分院、上海分
院、合肥分院、西安分院等分支机
构。

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诚信
为本、技术领先、服务至上”的服务
宗旨， 先后承担设计项目 1500余
项，荣获部级奖 10余项，省级奖 50
余项。其中，2010年参加“长株潭城
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空间发展战略
规划”国际方案征集，获第一名；自
主研发的“湖南城乡统筹规划关键
技术应用与研究”荣获湖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城乡规划空间数据管
理系统”、“洞庭湖湿地数字生态系
统”和“绿色高品建材产品的研究与
开发”等科研成果荣获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是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属
单位，成立于 1987 年 8 月。 拥
有建筑设计甲级、 城市规划编
制甲级、市政园林乙级、结构补
强、地基基础、建筑防水、建筑
装修二级施工等资质和湖南省
质量检测中心（国家级实验
室）。是“三年行动计划”中省住
建厅指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单
位， 是我省唯一省级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机构。

2010 年，该院规划设计施
工的“崀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保护与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获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2011 年，在全省保障性住房方
案竞赛中， 该院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
2012 年， 在长沙市园林协会
“两型园林” 优秀作品评选中，
获金奖 1 项， 银奖 2 项；2012
年获得“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劳动竞赛先进单位” 和全

国交通建设系统“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2015 年砂子塘万境
水岸小学荣获湖南省优秀工程
设计三等奖； 湖南省涟源市湄
江国家地质博物馆荣获湖南省
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等。

“追求完美、缔造卓越”是
他们的理想，“以人为本， 领先
科技”是他们的理念，“诚信、优
质、高效、创新”是他们的宗旨，
打造“建科”品牌，是他们的一
贯追求。该院将以一流的管理、
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服务，竭诚
与国内外各界朋友精诚合作，
携手共进，同创辉煌。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铁四院）是长沙市轨
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设计总
体总包单位， 自 2000 年开始
编制长沙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历经 14 年，于 2014 年建
成通车湖南省长沙市首条地铁
线路。

1953 年，铁四院成立于湖
北省武汉市， 现有职工 4400
余人， 是我国首批工程设计综
合甲级资质单位之一， 湖北省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拥有 20 余
项甲级资质， 是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国铁建的国有全资子公
司。 累计承担 18 个城市 52 条
城市轨道交通总体总包设计项
目，业务量位居行业前茅。连续
多年在全国勘察设计行业综合
实力百强中名列前十。 先后获
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中央企业先进集
体”、“全国优秀勘察设计院”、

“中国 AAA 级信用企业”、“全

国守合同重信用单
位” 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全国勘察设
计行业“十佳自主
创新企业”等荣誉。

其一等奖作品
长沙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
程，专家评审认为：作为我省
首条投入运营的地铁项目，创
出了多项中国第一，特别是设
计之初就制定了完整的设计
导则，全项目施工期保持零死
亡纪录， 同时通过优化设计，
改进管理，保持了运营期经济
效益，推荐评为一等奖。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工程勘察研究院有
限公司（原名湖南鑫湘工程勘察
有限公司） 最早成立于 1985 年 7
月， 于 2012 年 12 月更名为湖南
有色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办公地
址为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六路 100 号有色地勘产业大
厦。 该院负责的“有色地勘产业大
厦”项目，此次获得优秀工程勘察
二等奖。

现拥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岩土工程专
业类甲级、水文地质工程专业类
甲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甲级三
项甲级资质证书；地基与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房建总承包二
级、公路总承包二级。 可承担岩
土工程勘察、设计、检测、监测、
水文地质勘察与钻井、 工程物
探、 工程测量与城市规划测量、
地基基础施工、 房屋建筑施工、
公路施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评
估、勘察、治理与施工、土地整

理、帷幕注浆等专业工作。
该院坚持走技术密集型的道

路， 拥有一支以专业勘察大师和
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为学
术带头人的专业技术队伍， 特别
是在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的岩
土工程地质勘察技术方面， 取得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如我省目前
最高地标建筑“九龙仓长沙国际
金融中心” 超高层的岩土工程项
目， 该院在勘察、 测试方面采用
超出技术常规， 通过对钻孔采用
绳索取芯新技术， 现场大型岩体
力学试验等新技术，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湖南有色工程勘察研究院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隶属于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其前
身是成立于 1950 年 2 月的“长
沙市测量队”， 是建国以来长沙
市首家城市建设专业技术支持
机构。 2012 年 7 月正式更名为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该院负责的“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第三标段岩土工程
详细勘察”，此次获得优秀工程勘
察一等奖；负责的“长沙市高铁南
站至黄花机场中低速磁浮工程基
础测量”项目，此次获得优秀工程

勘察二等奖。
城市勘测人秉承“科学管理，

精心勘测设计，顾客满意；预防为
主，安全健康环保，持续改进”的质
量方针， 目前已成长为设备先进、
技术力量雄厚的国内颇具影响力
的规划勘测单位，具有“城市规划
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甲级”和“测
绘甲级”资质，拥有员工 256 人，其
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4 人，高级工
程师 44 人，工程师 75 人，中高级
职称技术人员占全院职工总数的
48%。现有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测

绘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
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及其他配
套专业注册师 70多人。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院的业
务涵盖了城市规划、 交通规划、
市政、园林、测绘工程、岩土工程
等六大领域数十个专业。 多次获
得国家建设部、国家测绘局颁发
的国字号光荣称号，数十项勘测
规划项目获得国家、部、省、市颁
发的优秀工程和科技进步奖，为
长沙市规划建设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 同时，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先后支援深圳、珠海、清
远、桂林、吉首、西藏贡嘎等城市
的勘测工作。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机国际 、
CMIE, 原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研
究院），我国最早组建的国家大型
综合性设计单位之一， 创建于
1951 年， 是集工程咨询、 工程设
计、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工程
监理、工程施工、专用设备设计与
制造、 设备成套和工程技术研究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总部设
在长沙， 隶属于世界 500 强企业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国机集团)， 是中国机械设备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CMEC，香港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由该司设计建成的娄底市文
化中心， 在湖南省建筑协会主办
的优秀作品评选中荣获建筑设计
一等奖。 该奖的获得是对公司设
计能力的一种肯定， 也是对该项
目主创人员胡清波 [中机国际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建筑师、 清波工作室（医疗研究
室）首席建筑师]、谭迎风[中机国
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院副总建筑师、 清波工作室
（医疗研究室）总工 ]、沈清君（中
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建筑装饰所所长） 等人员的
嘉奖。

在娄底市文化中心的设计过
程中，设计团队在项目总设计师的
带领下确立“还地于民”的核心设
计理念，使建筑隐于环境之中，暗
合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天人合
一”哲学。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
公司始建于 1973 年，2001 年 9
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
具有城乡规划编制、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行业（燃气、地铁轻轨
除外）工程设计、工程咨询、风景
园林专项工程国家甲级设计资
质，工程监理、工程造价甲级资
质，旅游规划乙级资质以及建筑
工程、市政公用行业施工图设计
审查一类资质的综合性设计院。

公司设计涵盖规划、建筑、结
构、给排水、电气、暖通、动力、环
保、道路、桥梁、交通、风景园林、

建筑智能、造价等专业。 技术力量
雄厚，专业配备齐全，技术装备先
进。现有员工 300 多人，其中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 人， 教授
级高工 4 人， 中高级以上技术人
员 220 余人， 具有各类专业国家
注册资格的工程师
110 余人。

多年来，公司完
成 各 类 规 划 编 制
1000 多项， 完成各
类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2400 多项， 市政公
用工程、风景园林设

计 1400 多项。 公司承担了“长沙
市总体规划修编”、“岳麓山风景
名胜区橘子洲风景区详细规划”、
“武广高铁南站周边地区规划”、
“广州市新电视塔夜景照明设计”
等各类型规划编制、 建筑工程和
市政道路及桥梁工程设计项目，
荣获部、省、市级科技进步奖、优
秀设计奖各类奖项 180 多项。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开启创意之旅 探寻 建筑

工程项目：湖南涟源湄江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 获奖单位：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工程项目：张家界至花垣高速公路海螺猛洞河大桥 获奖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工程项目：黄桥大道（岳麓大道-高桥大道）道路工程
获奖单位：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项目：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G4）湘潭
至耒阳段检测与提质改造工程
获奖单位：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文图均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

工程项目：娄底市文化中心 获奖单位：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项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获奖单位：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二等奖优秀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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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简称
HD） 在 2015 年共有 13 个项
目获得湖南省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 获奖数量位居榜首。
其中， 一等奖 6 项， 二等奖 7
项。 傲人的成绩，体现了以杨
瑛总建筑师为代表的 HD 设计
师们对城市文化诠释、建筑艺
术解读及工程技术把握等方
面的能力。

经过 63 年的发展，HD 已
成为我省综合实力最强的设
计企业，建筑、市政、规划、工
程咨询等甲级资质齐全，是商
务部授予对外经营权的勘察
设计咨询单位、湖南省高新技
术企业。 HD 现有员工 1100
人，其中湖南省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 4 人， 正高及高级职称
210 人，各类别注册师 210 人，
专业技术人员占 90%以上。
HD 始终致力于向社会提供高
品质的设计服务，传递以人为
本、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勘
察设计理念，多年来在城镇规
划、建筑设计、市政工程设计、
园林景观、机电设计、建筑智
能、工程勘察、工程咨询（施工
图审查）、 造价咨询、 室内设
计、幕墙设计、工程检测、特殊
结构、BIM 技术、绿色建筑、工
程监理、工程总承包及项目管
理服务等领域完成各类大中
型工程设计 6000 余项， 在海
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重
要工程 200 余项。

HD 始终以设计精品工程
为己任，以保持技术领先为目
标，荣获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
奖、 优秀工程设计及咨询奖
400 多项， 自主知识产权 28
项，自主研发科技成果 79 项。
多年打造的品牌优势和强大的
专家团队， 使 HD 具备了解决
复杂和罕见设计难题的能力，
设计出了长沙火车站、毛泽东
青年艺术雕塑、贺龙体育场、黄
花机场 T3 航站楼、 湖南省博
物馆、湘麓山庄国宾楼等一系
列经典作品。

HD 院长蒋涤非在本次勘
察设计与生态文明讲座上发表
题为 ： 国际视野与本土智
慧———中国城市“特色”营造策
略的演讲。 他表示，HD 将携手
同行“构筑时代、设计未来”，不
断促进行业的发展。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