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云南省文化和旅游规划设计获奖项目提名名单

一等奖（3项）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主要编制人员

维西县永春乡乡村旅游
扶贫规划

云南省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胡志杰、施 炫、崔金丽、
王晓雯、肖家魏、贺 宇、

蔺思倍、李天兴、和 宇、孙 波

石屏“湖城一体”
文化旅游区总体规划

云南方城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吴 翔、李雪雯、陈杰琴、
陈杰雯、李进琼、钱 骄、

李 阳、郑建文、庄友辅、张天宇

丽江市吉北科旅游策划
及概念性规划

上海奇创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

马 磊、邢小丽、张以骋、
姜 柯、俎军伟、刘宇楠、
何泽荣、程 华、赵玉华

二等奖（6项）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主要编制人员

石林大叠水景区
概念规划

昆明人龙旅游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李云龙、李玉苹、杨树美、
蔡 彬、王银伟、杨 宇、
董乔和、李 茜、杜振强

云南省深度贫困地区
迪庆州德钦县大村村委会
大村村旅游扶贫专项规划

昆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李旺胜、杨家本、庄晓平、
申峻霞、梁君荣、陈 文、

王 晟、周 昕、李俊根、谢小军



西双版纳世界旅游名城
发展总体规划

北京大地风景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王茂霖、李 杰、黄晓辉、
吴朝阳、张孟华、周广浩、

彭 丹、李博、朱丽映、程 龙

大滇西旅游环线
剑川策划方案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 兵、刘文琨、熊 帼、
宋晗瑜、唐 川、李 松、

景献璋、嵇泽军、李 豹、孙本川

云南省弥勒市太平湖森林木屋酒店、
5S房车营地总体规划

云南吉成园林
设计有限公司

张 勇、田 媛、王聪进、
吕海波、吴秋梅、朱 颉、胡江龙

元谋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2018-2025年）

昆明科瑞商务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罗明义、仇学琴、朱晓辉、
毛剑梅、罗冬晖、韩建磊、

田 瑾、沈立超、苟俊东、岳婷婷

三等奖（19项）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主要编制人员

昭通市威信县扎西红色小镇
规划总体规划和

核心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云南方城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孙 平、伍贤慧、林 雷、
谢 军、吴 颖、阮正欣、

孙美静、黄小溪、包广静、吴 翔

云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迪庆州德钦县云
岭乡西当村旅游扶贫规划

昆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

陈 文、简海云、王 晟、
周 昕、王 治、张学英、

庄晓平、李俊根、谢小军、张奇斌

石林县上蒲草村
阿诗玛民族文化农庄建设规划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任 洁、程 炼、徐方妮、
覃 伟、潘宇清、黄 辉、

黄雅若、程静、刘春霞、张 睿

金顶镇大龙村委会梅树坪
旅游扶贫示范村建设项目

昆明理工泛亚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苏振宇、杨 斐、韦 航、
周建明、邓家宝、李 娴、

何 奇、赵震涛、周 杨、廖建超



巍山县马鞍山乡青云彝族
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规划

大理白族自治州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杨元君、李荣春、王光华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景区
提升运营策划

昆明艺嘉旅游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王崇亮、王雪波、刘 斌、
张有发、李昊鹏、陈 隆、

张晓征、杨谊杰、赵秋凤、资嫕卿

腾冲市旅游产业
发展布局规划（2019-2030年）

云南汇智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

沈金聪、王定周、张玉杰、
段志中、周 媛、杨永素、

王正明、张泰坤、段东俊、黄成实

滇越铁路旅游策划及
招商引资方案编制项目

云南省文化产业
研究会

李 炎、胡洪斌、王 佳、
于良楠、何继想、李雪韵、

任潇湘、葛绪锋、王婧琦、管 悦

康藤·甲寅石头寨自驾车
帐篷营地修建性详细规划

云南营地景观
设计有限公司

李一帆、董秋耘、
甘 果、李佳怀、兰 宁

双江千亩藕渔观光示范园
概念规划及近期实施方案

昆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

王 军 、后晓红、宋雁航、
郑琳琳、陈东君、倪容川、

马 珂、杨 艳、杨 谨、田 芸

德宏芒市勐焕银塔景区
修建性详细规划

云南释照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韩 寿、王新志、朱 辉、
董书局、唐继理、樊 彪、

姚云波、刘智慧、杨 春、罗其祥

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
修建性详细规划

昆明人龙旅游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李云龙、高 鹏、王顺军、
唐 虓、杨 超、李正安、

张智伟、李树晴、王 涛、丁小丽

大理市旅游总体规划
（2020-2035年）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

苏 涵、师子乾、张云柯、
陈 鹏、李德强、宋雪丽、

张 熙、李 巍、顾 曦、王春芳

弥渡古旧建筑资源调查
与保护活化研究

（弥渡古旧建筑保护研究规划）

北京清水爱派建筑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

白成瑾、贾 珺、葛 楠、
陈硕浩、戴天姣、郭常月



橄榄坝傣族水乡特色小镇
修建性详细规划

昆明人龙旅游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李云龙、邓小洪、高 鹏、
李玉苹、李海丰、杨树美、

李碧玉、董乔和、杨 宇、蔡 彬

丽江古城特色城镇
发展总体规划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任 洁、程 炼、陈庆华、
潘宇清、沈玲屹、黄皓伦、

黄辉、李杨洋、李晓云、程 静

香格里拉尼西乡幸福花谷
乡村旅游总体规划

昆明艺嘉旅游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王崇亮、王雪波、张有发、
杨德钦、张禹玲、马 尘、

高启然、资嫕卿、张 皓、王云龙

开远市全域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2019-2025）

北京博雅方略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

窦文章、梁建军、吕洪梅、
沈 永、杨小华、潘银琪、

顾成圆、赵梦露、谢玉林、刘璐丝

弥勒云·艺术酒店
修建性详细规划

云南怡成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何 辉、尤 磊、蔡大任、
何世茂、赵 磊、黄 宇、
尚 影、付美江、任 倩

优秀奖（6项）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主要编制人员

梅里雪山景区规划
研究暨建议方案

云南城市建设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芦 静、吕 彪、张 燕、
江 帆、曲 原、代有富、

李凯东、艾光辉、谢林平、李 朦

官渡古镇文化旅游小镇
核心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昆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

陈 文、周 昕、赵 力、
廖昌启、瞿巾苑、敖雨杉、

孙春媛、周 治、单 寻、阚 吉

大理古城旅游度假区
总体规划

云南省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苏 涵、朱德宝、师子乾、
陈 皓、罗云姣、钟钰婷、

杨 丹、张云柯、阳璟玥、许寒冰、李童曦



普洱市思茅区乡村振兴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云南井邑城乡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李晖、曹光玉、杨阳、
吴常朋、张海宏

维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昆明艺嘉旅游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王崇亮、王雪波、张有发、
杨德钦、张禹玲、张 皓、

资嫕卿、马 尘、高启然、李 珍

玉溪龙马山山地旅游景区
提升专项规划

昆明景禾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车震宇、刘姝萍、朱 仙、
杨红波、刘娇娣、黄成敏、
田潇然、刘春明、刘雅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