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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担当 不辱使命

千城建筑 2021 年终建筑
专业质量评审交流会圆满结束

五洲管理 2021 年博士后评审
会顺利举行

五洲管理 · 千城建筑援建绍兴防疫
应急工程先锋队出征

12 月中旬，浙江省绍兴、宁波、杭州多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五洲管理临危受命，承担了绍兴两个防疫应急工程的全
过程工程咨询及相关咨询管理工作。

12 月 14 日上午，在公司党委征召下，五洲管理、千城建筑驰援绍兴抗疫出征誓师大会圆满举行。五洲管理董事长蒋廷令，
总经理严国飞、副总经理徐俊才、总经理助理周帅出席大会，为先锋队加油壮行。五洲管理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瞿龙带队出征。

大会上，由计划总控、设计管理、投控管理、机电、土建、安全、资料等各专业骨干人员组成的先锋队集结待发，个
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严国飞总经理为先锋队授旗。全体先锋队队员签请战书，并集体宣誓 ：“我们志愿加入援建绍兴应急防疫工程先锋队，
坚定信念、敢于担当 ；牢守岗位、全力以赴 ；秉承初心、不辱使命。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们将以‘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的决心，以‘急难险重，首选五洲’的信心，为本项目早日交付贡献全部力量！”

铮铮誓言，字字千钧，在党委书记瞿龙的领誓下，全体先锋队队员坚定信念，许下承诺，担起使命，集体表达了驰援
绍兴的信心与决心。

蒋廷令董事长作动员讲话。他对全体先锋队队员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挺身而出的行动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用责任担当
他表示，疫情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所有人无法回避。五洲管理是一家有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的企业，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是五洲千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绍兴疫情严重，我们有使命承担起建筑人的重任，以行动展现个人担当、
彰显企业温度，为抗“疫”战斗做出贡献。

用专业坚守
他表示，医院建设是五洲管理的拳头产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医院建设和全过程工程咨询的丰富经验优势，践行“创

造价值，满意服务”企业核心价值观，以专业服务成就“功能更优、品质更高、工期更快、投资更省、运行更绿色”的应
急隔离点项目。

用安全护航
他指出，所有同志的健康都是我们的牵挂。希望大家在保障项目建设目标的同时，高度重视个人安全防护，保障自我

健康不掉线，保证坚守岗位不掉队。公司也一定会加强全方位后勤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放心冲锋。
最后，蒋董再次对各位五洲千城铁军表示感谢、致以敬礼！期待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快速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硬仗，为公司、为国家做贡献，期待大家早日平安凯旋！

本报讯  记者解雪萌  12 月 27 日，千城建筑举办以“设
计品质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1 年终建筑专业质量
评审交流会。活动通过对 2021 年度优秀项目的分享，让设
计院同事获得全面梳理工作业绩的良好机会，同时采取以
赛代会、评议结合、互动交流等形式，让大家创新设计思路，
为下一年度提升建筑设计品质奠定基础。千城建筑副总裁
孙勇，副总建筑师项朝阳、徐诚，总工程师程泽峰，副总
工程师揭智渊，设备所所长孙二杰及首席暖通工程师过凤
娇等领导、专家出席活动，并组成专家团对参评项目进行
逐一点评、打分。

昌达路小学、嵊州艇湖科技城建设项目、台州市路桥
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期项目（设计）、巍山镇“万亩千亿”安
置区项目、昭通市中医医院中医中药传统疗法综合楼建设
项目（EPC）、杭州市西溪医院二期工程、浙江警用无人机
项目一期（产业创新服务中心）、六石街道“万亩千亿”安

置区项目等八个项目参加评审。
各负责人就设计管理相关工作的基本情况，重点针对

项目计划管理及项目的技术重难点进行汇报分享 ；同时，
还作为校对人员对每个工程的建筑平面功能、立面形式控
制、建筑工程做法、建筑各单位设计的一致性及各专业之
间图纸的匹配度、规范符合性及违反强条的情况作汇报。

获得前三名的项目是由姜海杰、叶尚晶、谢飞担任项
目负责人的巍山镇“万亩千亿”安置区项目、昌达路小学、
台州市路桥区第二人民医院项目（设计）；同时，刘晓晨、
姜海杰、唐韵文负责校对项目获得校对前三名。

孙勇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他表示，此次评审会项目
管控的方法与意识、校对的质量与态度等有提升。他希望，
每一位千城设计师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胜任力、强壮专业
力、提升管理力、培育精神力，通过评审会这样的技术交
流活动，彼此赋能，互相照亮，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丁康俊 12 月 14 日上午，五洲管理博士
后工作站召开多项评审会，对相关技术课题研究开题及课
题研究中期考核进行集中评审。评审会专家组由南京工业
大学宋林辉教授、岳克勤教授，浙江省大成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原总工、正高级工程师姜天鹤，五洲管理执行总经理
柴恩海等人组成。会议由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鲁嘉主持。

蒋佳琪博士作了《复杂岩溶环境下土质边坡稳定性评
价与支护结构设计控制要点研究》的开题报告。专家组一
致认为预期成果对解决深圳地区岩溶条件下边坡支护稳定
性具有启发意义，工程应用价值大，经表决后同意开题。

陶燕丽博士作了《城市密建区超深基坑开挖的环境效
应研究》的中期报告。专家组评价陶燕丽博士出色完成前

期课题预定目标，并认定考核结果为优秀。
专家组认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科技创新的有效平

台和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重要窗口。五洲管理博士后工作站
相关课题研究方向紧贴“急难险重高大特新”的工程发展
趋势，契合城市更新、城乡风貌提升等新领域的新需求，
充分彰显了五洲管理在专业工程技术研究上的锐意创新。

柴总对各位专家参与线上会议表示欢迎，对南京工业
大学给予五洲管理博士后课题研究工作的支持和指导表示
感谢。他指出，五洲管理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公司将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企业发
展战略，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进工
作站成绩再上新台阶，助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  记者谢小曼  12 月 12 日，由深圳市全过程工程
咨询研究会（以下简称“全咨会”）主办的深圳市首期“全
过程工程咨询”人才培训班于市青年学院正式开讲，深圳
市各全过程咨询、监理企业代表积极报名，全咨会会员单
位主要负责人及业务骨干近 50 人参加培训。

五洲管理作为首期培训授课单位，派出优秀的项目管
理专家与全咨会高级顾问王家远教授组成培训讲师团，通
过全咨案例实务，分享一线项目管理经验，带来 2021 年深
圳市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培训“第一课”。

五洲管理项目执行经理方黎以《皇岗口岸临时旅检场
地建设工程快速建造经验分享》为题，介绍了皇岗口岸临
时旅检场地的快速建造体系。项目执行经理冯一方分享了

《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集群管理》经验，以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项目集群为案例，介绍了项目集群管理的服务内容、管
理特点及管理要点。深圳公司副总经理王洛英以哈尔滨工
业大学 ( 深圳 ) 国际设计学院项目为案例，就《强设计管理
的全过程工程咨询》进行经验分享。

五洲管理作为全咨会的理事单位，依托在深圳区域市
场丰富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经验与全过程工程咨询相关
专业深入研究及成果积累的优势，立足深圳地区重大重点
实际案例，毫无保留地为同行企业分享经验，助力相关参
训人员综合咨询能力和业务水平的提升，为全咨会会员单
位提供高品质培训服务，共推深圳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科
学实践、有效落实。

本报讯  通讯员钟加晨 近日，五洲管理承担的浙江省建
设科研项目验收评审会成功召开。受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委托，杭州市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五洲管理、千城建
筑等单位承担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及其经济性分析》、

《医院建筑室内空气品质提升的绿色关键技术研究》、《基于
医院建筑功能策划的数字化模型应用研究》三项浙江省建
设科研项目进行评审验收。五洲管理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
理鲁嘉及课题组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验收会。

验收组专家认真听取了每个课题组的汇报，审阅了相
关资料，一致同意该三项省建设科研项目通过验收。同时，
这三项省建设科研项目也是杭州市建设科研项目立项，因
此三项市级项目也同步通过验收，共六项课题通过验收。
专家组认为，研究课题能紧密结合公司现有业务发展瓶颈
及新业务突破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战略业务领域开展
专项研究，提出紧密融合全咨业务、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与改进策略，打造将课题研究与业务创新深度融合的新
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开创性十足，价值非凡。
同时，专家组建议，课题组应进一步挖掘已有成果的应用
价值，结合重点工程项目，推动成果的转化落地与示范推广，
做实创新研发的“最后一公里”，打通课题研究与业务咨询
的壁垒，构建体现五洲核心竞争力、产研融合的创新型高
端咨询解决方案。

未来，五洲管理将继续发挥科研智囊团的作用，以课
题创新作为现有业务瓶颈突破、新业务破茧成蝶的支撑力
与助推力，注重研发成果的工程应用，积极推进科研成果
转化，助力企业在全过程工程咨询、医院建设、数字化建
设等领域持续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公司、
行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吴怡



蒋廷令董事长慰问五洲千城援建绍
兴防疫应急工程先锋队

凝心聚力 疫战到底

五洲千城铁军同心共筑战疫堡垒
党建领航 党员带头五洲力量

疫不容辞
五 洲 千 城 铁 军 出 征
36 小时分秒必争抢期纪实

本报讯 记者吴怡 12 月 18 日，绍兴地区最低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柯桥区滨海临时观察安置点工程建设也来
到保质抢期攻坚阶段。五洲管理董事长蒋廷令来到工程现场慰问援建绍兴应急先锋队，给大家送来充足的后勤
保障物资，并为五洲千城援建队伍加油鼓劲，激励大家坚持担当，“疫”战到底，交出最光彩的应急响应答卷。
五洲管理副总经理徐俊才、监理公司副总经理贾培灯参加慰问，柯桥区滨海临时观察安置点项目部负责人等陪同。

当日，柯桥区滨海临时观察安置点首批改造施工隔离点已经投入使用，有力支援了绍兴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新建施工隔离点建设正在加速进行，场地内土建施工基本完成，进入简易板房现场安装阶段。

蒋廷令董事长听取项目部负责人情况介绍后，来到工地现场多个区块实地巡察，对各专业同事表示慰问，
并作出工作指示。他提出三点要求 ：

星光不负 专业坚守

12 月 15 日凌晨，五洲千城铁军仍在奋战，监理员通宵
旁站，检查每道施工工序，监督施工现场进度、质量与安全。
设计管理部同事跟踪设计进度、审查设计图纸，结合项目特
点提供各专业意见，避免项目实施和正常运营过程中因设计
不当造成的工程变更和工程隐患。同时，五洲管理信息指挥
中心 24 小时值班，与项目现场积极联动，确保信息互通，
向现场提供物资，加强后台保障。

争分夺秒 迎难而上

12 月 14 日 13 时，五洲千城驰援铁军陆续抵达隔离点
现场，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瞿龙与现场同事进行工作对接。
16 时，与业主、各参建单位开会，明确工作任务。18 时，
公司项目部全员召开会议，瞿总强调，项目占地面积大，
300 多亩 100 多个区块，在土质松软的条件下要在 10 天内
建设近万个隔离用房，工期极其紧张，建设任务艰巨，希望
大家迎难而上，抢抓进度，尽快完成防疫隔离点建设。20 时，
项目部人员迅速完成排班，进行 24 小时轮班，夜班工作开展。

竭力奋战 责任担当

12 月 15 日 8 时，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瞿龙进行现场工
作交底。五洲管理计划总控、设计管理、投控管理、机电、
土建、安全、资料等各专业同事高效开展白班工作。团队充
分发挥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医院建设经验优势，以高度责任意
识和专业管理手段，做好进度、投资、安全、质量等管理工作，
同时，积极配合各参建单位，齐心协力推进项目建设，筑建
安全屏障。

五洲同心 使命必达

12 月 15 日 23 时，五洲管理总经理严国飞、总经理助
理周帅赴隔离点项目现场指导、慰问，为项目部同事送上
军大衣、口罩、饮用水、泡面、自热米饭、水果等补给用
品。严总对同志们“舍小家保大家”的行为致以敬意和感
谢。他表示，隔离点项目工期紧、建设难度大，但使命光荣，
希望大家能秉承五洲精神，扛起责任，砥砺奋战，保质保
量完成项目建设目标。他强调，“无论是财力还是物资，大
家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公司永远是大家的最强后盾，一
定会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让大家安心冲锋！”

本报讯 记者吴怡 以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瞿龙为总指挥的五洲千城先锋队出征驰援绍兴防疫应急工程建设，第一时间成
立了五洲管理 · 千城建筑柯桥滨海医学隔离点项目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推动隔离点项目快速建设，集中力量打赢疫情防控战。

12 月 19 日，五洲千城柯桥滨海医学隔离点项目临时党支部组织恳谈会。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瞿龙带领临时党支部成员
重温了入党誓词，以庄严的仪式坚定信念，牢记使命。与会同志们分享了参与隔离点项目建设的体会 ：

自隔离点项目建设开工以来，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瞿龙以身作则，统筹组织项目部全员召开会议，科学部署、明确任务，
每天不停穿梭项目现场监督施工进度、质量与安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担责，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既履职做好专业，
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又冲锋在前担当好疫情防范、后勤保障等其他工作，确保项目部同事安心奋战。

瞿总作会议总结发言表示，隔离点项目工期极其紧张，对大家来说是巨大的考验。但作为党员、建筑人，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完成这个有意义的、光荣的任务，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他指出，此次临时项目团队的快速融合、岗位任务明确、工作
有序开展离不开各位同志的辛苦付出，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勇于挑重担、敢于挑重任，凝聚起整个团队
的精神力量，保质保量完成隔离点项目建设 !

“隔离点项目建设工期紧、任务重，对所有人的体力和心理都是一次挑战，但我们都有一股把这件事做成、做好的精
气神！”    

“此次公司临危受命驰援绍兴，我也第一时间响应成为先锋队的一员。项目建设以来，我大概每天都走了两万多步，
很辛苦但却充满了力量，深感光荣。”

“此次能够参与柯桥滨海医学隔离点建设，我深感光荣，身上肩负项目负责人和党员两重身份，责任重大。在这 6 天
的工作中，我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承诺，承担更多任务、更难挑战，同时守护项目部同事安全，坚定大家工作热情，
齐心协力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李娴

—傅煜斌

—顾金勇

他表示，目前疫情防控形
势仍然严峻，积极主动参与防
控工作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全
力以赴支援防控任务是企业应
有的责任。五洲管理援建绍兴
柯桥区滨海临时观察安置点工
程，既是光荣，更是使命，他
要求大家充分认识到此次任务
的 重 要 性、 必 要 性 和 关 键 性，
一定要打赢、打好这场仗。

他提到，越是急难险重任务，
越能践行五洲管理“创造价值，
满意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此次
任务，五洲千城铁军要充分发挥
在医院建设、应急响应方面的专
业信心与底气。他强调，大家必
须用专业坚守职责，以专业展现
担当，聚焦进度，确保质量，严
守安全，为人民、为国家尽职尽责，
多做贡献。

他强调，此次援建绍兴的
每一位先锋队员的平安、健康
都是公司最牵挂的事，公司将
全力解决项目部同事工作、生
活以及家庭照顾等一切后顾之
忧，务求在后勤保障方面做到
现场第一，他鼓励大家咬紧牙
关再接再厉，他期待目标达成
的时刻为大家庆功。

以最高觉悟
坚定最大决心

以专业价值
坚守满意服务

以强大后勤
保障前线冲锋

本报讯    记者 李娴 吴怡



本报讯 记者田静 随着工程建筑行业信息化、数字化转
型的不断深化，全过程工程咨询如何借转型之东风聚焦痛
点、攻克难点，迫在眉睫。五洲管理以敏锐的行业嗅觉，
洞察先机，率先开始了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数字化管理的
探索。经过两年多的自主研发与反复试错，近日，五洲管
理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管理数字化平台终于完成系统全面
搭建，并进入最后内测阶段。

项目管理数字化平台是五洲管理基于大量全过程工程
咨询、工程总承包、1+N+X 各产品模块相关项目案例过程
管理理念、制度、工具、数据、资料等成果的沉淀积累，
将管理流程、模式、逻辑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应用于工程
项目全过程建设数字管理，实现服务一体化、咨询专业化、
目标高端化的全过程工程咨询生产管理系统平台，其核心

作用是切实保障五洲管理所服务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高标
准、高要求、高效率、高品质的实现建设目标。

平台围绕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内的咨询服务，提供总
控管理、设计管理、招采管理、监理管理、投控管理、报
批管理、BIM 管理八大核心业务模块，实现项目计划与执行、
工时管理、合同管理、预算与控制、安全质量管理、项目
看版等功能，是行业首个基于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的数字
化管理平台。

该系统平台以项目为中心，为项目管理提供全面的数
字化决策工具，并为项目参与各方提供逻辑清晰、责权分
明的用户界面和高效、安全的信息沟通渠道，营造全新的
数字化管理生态，成功迈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步，
持续深化企业生产管理改革。

本报讯 记者谢小曼 五洲管理深圳公司传来捷报，成功
中标深圳书城湾区城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被称为“湾区
之眼”的湾区书城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前海
城市新中心，宝安中心区中央绿轴东侧，是深圳建设“全
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重点项目，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标
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和市重大文体惠民工程。

深圳书城湾区城（含湾区民俗馆）占地 6.6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13.1 万平方米，地上、地下各两层。主要包括主
题书店、湾区民俗馆、策展空间、文化交流分享平台、公
共阅读空间、亲子活动体验、剧场、文化发布厅及服务配
套等。项目投资估算约 23 亿元，预计 2025 年投入使用，
建设周期 4 年。建成后，预计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可超
过 800 场次，年均接待读者可超过 1000 万人次，日最大接
待读者量可超过 10 万人次，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书城。

五洲管理将为本项目提供包括策划管理、报批报建服
务、设计管理、招标合同管理、投资管理、BIM 咨询及信
息化管理、工程监理等在内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下阶
段将依托在深圳区域市场丰富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经验
与全过程工程咨询相关专业深入研究及成果积累的优势，
为项目提供全方位的咨询、管理服务，助力项目各项建设
目标的高质量完成。

本报讯 通讯员肖雨晴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省委、市委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号召，响应高新
区（滨江）召开学习全会精神“六讲六做”大宣讲行动部署，
五洲管理党委组织企管经营等支部开展学习活动，并邀请
杭州市委党校傅文科教授进行学习全会精神的专班授课。

在专班课上，傅教授围绕“‘两个确立’是党和国家根
本利益之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需”“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党的百年奋斗
的主题主线和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
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六个章节，为
参加活动的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作系统性讲授。

通过学习，大家深刻认识到，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召开
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是一篇具有极强历史穿透力、思想引领力、政治动员力、
时代感召力的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行动指南。

五洲管理始终牢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扎扎实实做好建筑服务行业各项工作，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向史而新 学以致行

天目数智全咨协同平台即将问世

五 洲 管 理 中 标
全国最大书城项目

五洲管理企管经营党支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论虚求实 共谋新篇
五洲管理 · 千城建筑
召开 2022 年工作务虚会

本报讯 记者李娴 12 月 26 日，五洲管理、千城建筑在杭州召开 2022 年重点工作务虚会，广泛发动并征集管理干部
的想法和建议，共同研究谋划明年公司重点工作思路和举措。公司董事长蒋廷令及全体高管出席会议，公司各职能部门、
专业公司、区域公司主要负责人及骨干人员代表等 3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代表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牵引，围绕明年公司重点工作、主要任务、工作举措，发表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蒋廷令董事长在会上强调，务虚会讲“虚”求“实”，重在听实话、察实情、收实效，让管理干部主动参与到公司
重大决策与思路的商讨中来，令企业切实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科学谋定明年重点工作与战略大计。他指出，公司上
下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聚焦安全风险防范、营销提质增量、创新产品结构、提升服务品质、规范
企业治理、提升设计龙头、推动数字化转型、深耕企业文化、强化人才引领、实现共同富裕等主要目标，尽快梳理务虚
会成果，形成可操作性任务清单，蹄疾步稳推进各项工作，将谋划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他希望大家能够提振走在前列的
信心与决心，强化聚焦对标和目标的执行力与创造力，以闯将精神、干将心态谋定快动，抢抓历史机遇，赢得发展先机，
真抓实干、全力闯关，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走深走远，朝着 30 年愿景目标砥砺奋进。



V I B R A N T  S PAC E  A N D  CO LO R F U L  C A M P US

临平区昌达路小学升级 PLUS 瓶窑镇第二中学

活 力 空 间  多 彩 校 园 面 向 未 来  乐 活 校 园
FAC I N G  T H E  F U T U R E  A N D  H A P PY  C A M P US

园 林 书 院  湿 地 群 岛
GARDEN ACADEMY AND WETLAND ISLANDS

温州某中学

项目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校园周边环境得天独
厚，用地面积约 109 亩，拟建 60 班规模中学。方案以“面
向未来，乐活校园”为出发点，为孩子们争取一段充满活
力和惬意的学生时代经历。

The school is located in Pingyao Town, Yuhang District, Hangzhou. Favored with 

uniqu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school covers a land area of about 109 mu. It is 

planned to be a middle school with 60 classrooms. With the idea of "Facing the Future and 

Happy Campus", the school aims to provide dynamic and comfortable experiences for 

children.

多维共享 高效集约

方案采取功能并置 + 共享平台的校园空间结构，设置
多维度共享平台，将公共功能及教学用房结合活动场地，
二层平台及以上按年龄段划分基本教学单元，并通过空中
连廊结合垂直交通相互联系，每个教学单元设置普通教室、
教师办公、辅导室等教学功能，提高了空间效率。

The plan featur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functional combination and sharing 

platforms. Multi-dimensional sharing platforms would be set up. Public functions and 

classrooms are integrated. The second platform and the above are divided into basic 

teaching units, and connected with aerial corridors, to allow vertical traffic. Each teaching 

unit is designed with ordinary classrooms, teachers' offices and tutoring rooms, improve 

the spatial efficiency.

交流游走 天性释放

建筑不再是单纯的空间容器，而是以环境来激发学习
和交流的成长综合体，风雨无阻的彩虹跑道，下沉的露天
剧场、交往的连廊、开放的互动平台，这些空间交织在一起，
师生交往交互，不期而遇。

The buildings are no longer simple spatial containers, but an environmental 

complex to stimulate growth and communication. The rainbow tracks, the sunken theater, 

the connected corridors, and the open interactive platforms will be ideal location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interact and socialize. 

观山望水 漂浮校园

设计空间形态呼应山水，弱化建筑造型，以横向线条
肌理打造流线型校园空间，以退台空间、起伏有度回应南
山界面 ；中层退台叠级，向城市展示界面打开 ；上层远眺
河景，延展、漂浮的流线型空间，强化未来科技感。

The campus space features a lateral texture. It agrees with the mountain in the 

south with reduced platform.  The middle floor shows the architectural compromise for 

the city. The upper floors overlook the river, and feature an extending and floating linear 

space and a sense of future technology.

围合引园 多元复合

教学单元围绕书院空间载体，曲线围合、移步异景，
将自然与建筑结合，借助内部庭院、景观平台、架空层等
巧妙将周边自然美景引入校园内部，使学生行走校园空间，
如同倘佯在美丽的公园。

The teaching unit revolves around the academic space carriers, and features curves 

and changing scenes. It combines nature with the building, and integrates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scenery into the campus with unique internal courtyards, landscape platforms 

and open floors, so that students can walk inside the campus like wandering in a beautiful 

park.

渚上方舟 荡漾琮影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驶向未来的现代化校园，试图在良
渚文化玉琮内部交错的肌理中，找到相关空间逻辑，通过
立体解构，结合周边围合院落空间基底关系，抽象演绎现
代化校园空间，以校园入口空间报告厅为核心起点，大平
台串联图书馆主轴端景，构建方舟雏形。

We wish to build a modern campus heading for the future, and we try to locate 

relevant spatial logic in the staggered texture of the jade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to 

interpret the modern campus space via solid deconstruction relying on the basal rel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nclosed yards. With the campus entrance spatial report hall being the 

base, the big-platform connected library being the major axes, we shall build up the shape 

of the ark. 

主创团队丨李兴奎 吴卓凡 蔡益超 周皇志 徐佳 楼紫霞 
伍硕天

本案例位于温州南部新区核心区，现状西侧为瓯海南湖
未来社区，北侧为南白象中学，东侧与南侧以农田与水系为
主，处于城市 CBD 商务区块与自然生态三垟湿地的过渡地
带，本案以城市视角来思考项目设计，力争打造一所融入城
市与环境，同时又符合师生需求的新校园。

This case is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new area in the south of Wenzhou, with 

Ouhai Nanhu Future Community on the west, Nanbaixiang Middle School on the north, 

farmland and water system on the east and south, and is located in the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the urban CBD business block an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anhe wetlands. This 

case considers the projec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ty, and strives to create 

a new campus that integrates into the 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meets the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编织之城

我们理解校园是城市的一部分，应融入城市，本项目西
侧是南部新城核心区，东侧是温瑞塘河自然景观，设计中东、
西侧分别采用开放自然与规整秩序的两种界面来回应自然与
城市，实现城市肌理的织补 ；对内通过平台连廊将校园串联
成整体，形成有机高效的校园综合体，方便师生教学与生活。

We understand that the campus is a part of the city and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ity.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project is the core area of the southern new town, and on 

the east side is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Wenruitang River. The desig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side respectively uses two interfaces of open nature and regular order 

to respond to nature and the city to achieve the weaving and mending of urban texture; 

internally, the campus is connected into a whole through a platform corridor to form an 

organic and efficient campus complex to facilitate the teaching and lif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学习之岛

三个标准教学单元结合温瑞塘河景观设置，为学生创建
优美宁静的学习场所 ；设计中巧妙布置教学功能，合理设置
交通流线，并与造型要素结合将教学单元竖向叠合在坡地景
观上，营造教学群岛的形象 ；朗朗书生融入湿地自然景观之
中，实现人 - 建筑 - 自然的和谐共生。校园为学生的综合成
长创造了最佳学习环境，是新时代教学理念的实践。

The three standard teaching units are combined with the landscape setting of 

Wenruitang River to create a beautiful and quiet learning place for students; the teaching 

function is skillfully arranged in the design, the traffic streamline is set up reasonably, and 

combined with modeling elements, the teaching unit is vertically superimposed on the 

slope landscape to create the image of the teaching archipelago; The campus integrate into 

the wetland natural landscape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of human,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The campus creates the best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growth of students, which is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ideas in the new era.

共享之场

我们希望能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多的非功能空间，如大
小不一的院落，上下盘旋的坡道，交织连续的连廊，以及在
不同高度设置的广场、平台等 ；为学生创建了亲近自然的多
层次交往空间，激发学生在此交流、漫游、探索、聚会、体
验，寓教于乐，形成灵活的教学空间满足多样的教学方式。

We hope to provide more non-functional space for students' growth, such as 

courtyards of different sizes, ramps circling up and down, intertwined continuous 

corridors, squares and platforms set up at different heights, etc.; create a multi-level 

communication space close to nature for students, inspir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roam, 

explore, party, experience, teach in fun, form a flexible teaching space to meet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多维之绿

校园中处处可见不同维度的绿化景观，行走期间让人宛
若置身园林之中，空间环境与周边湿地景观融为一体 ；同时
校园设置架空层、下沉广场等空间，巧借自然要素（声、风、
光、热）的力量，达到建筑节能的同时，让师生享受到大自
然的恩惠。

Green landscape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the campus, 

which makes people feel as if they are in a garden during walking, and the space 

environment is integrated with the surrounding wetland landscape. At the same time, the 

campus sets up overhead floors, sunken squares and other spaces. Skillfully use the power 

of natural elements (sound, wind, light, heat) to achieve building energy saving, at the same 

time, let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joy the benefits of nature. 

主创团队丨孙勇 王奇聪 屈冰宇 楼紫霞 解谢 余梦娇

昌达路小学位于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
区中心单元 LP25 地块。本项目统一规划，
分期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4883.57 ㎡，
拟建 48 班小学。我们想要为当地孩子们创
建一个活力、多彩、快乐、安全的学习环境。

Changda Road Primary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LP25 block 

of the central unit of Hangzhou Yuh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he project is planned and built by stages.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he project is about 44883.57 square meters, 48 classes 

of primary schools are proposed to be built. We want to create a 

dynamic, colorful, happy and saf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local 

children.

功能并置 共享平台

连续的建筑体水平划分为首层，中部
与屋顶。在功能的组织上，有意识的将公
共教学与辅助部分设置于首层，标准教学
单元设置于中部， 基本单元都具备完整的教
学复合功能，采用“普通教室 + 半室外互
动 + 开放式游廊”的创新模式，顺应“以
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教育变革，提
供更多样、更主动的自发式学习空间，增
强校园空间的多层次空间体验。为孩子们
提供一个因生活而存在的教学与玩耍功能
复合的“综合体”。实现了多维共享，高效
集约的现代校园。

The continuous building is horizontally divided into 

the first floor, the middle and the roof. In terms of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the public teaching and auxiliary parts are 

consciously set on the first floor, the standard teaching units are 

set in the middle, and the basic units all have complete teaching 

compound functions. It adopts the innovative mode of "ordinary 

classroom + semi-outdoor interaction + open veranda", conforms 

to the educational reform from "teaching-oriented" to "learning-

oriented", and provides a more diverse and active learning 

space. Enhance the multi-level space experience of campus 

space. To provide children with a "synthesis" of teaching and play 

functions that exist because of life. To achieve a multi-dimensional 

sharing, efficient and intensive modern campus.

活力空间 立体景观

在校园内部，以灵动的“丝带”联系

各个景观节点，形成由花园庭院至文化小
品的景观结构，构成多层次、立体化、整
体统一的景观体系。各教学楼间的庭院空
间赋予不同的景观主题和空间节点，使得
庭院这一匀质空间具有区别性和辨识度。
使校园更加的丰富多彩，为孩子们带来快
乐的生活、学习、活动的空间。

Inside the campus, each landscape node is connected 

with a smart "ribbon" to form a multi-level, three-dimensional 

and unified landscape system from the garden to the cultural 

sketch. The courtyard space between the teaching buildings is 

endowed with different landscape themes and spatial nodes, 

which makes the uniform space of the courtyard distinctive and 

identifiable. Make the campus more colorful and bring children a 

happy life, study and activity space.

多彩校园 和谐序列

公共礼仪区屋顶大量采用了条形有序
布置的顶面结合条形灯，形成序列感，与
建筑外立面形成呼应，垂直交通采用明快
的暖黄色，强调交通的视觉导视感受。普
通教室以清新淡雅的浅色调为主，搭配原
木色家具，为学生营造一种干净，明亮，
温馨的学习环境。各专业教室则充分以专
业特色来进行设计。图书馆以白色与原木
色为主色，充分利用建筑高低错落的屋面
形态，将书柜以不同高度错落设置，并于
中心极具特色的台阶式阅读交流区有机结
合，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轻松、开放、多
样的阅读空间。食堂以简洁明快为主，局
部采用木色提升就餐的舒适感。体育馆利
用建筑结构梁用色彩有序重构，设置导光
筒，可以给室内提供舒适的自然光环境。

The roof of the public etiquette area uses a large number 

of strip orderly arrangement of the top surface combined with 

strip lights to form a sense of sequence, echoing with the building 

facade, vertical traffic using bright warm yellow, emphasizing 

the visual guide feeling of traffic. Ordinary classrooms are 

mainly fresh and elegant light tones, with log-colored furniture 

to create a clean, bright and warm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Each professional classroom is fully designed with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library takes white and log color 

as the main color, makes full use of the roof form of the building, 

sets the bookcase at different heights, and organically combines it 

with the unique stepped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area in the 

center. it provides a relaxed, open and diverse reading space for 

children. The canteen is concise and lively, and wood color is used 

locally to enhance the comfort of dining. The gymnasium uses 

the structural beam of the building to reconstruct in an orderly 

way with color and set up a light guide tube, which can provide a 

comfortable natural light environment for the interior.

科技活力 流光魅力

泛光设计以“活力、科技、个性、健康”
为设计理念，旨在美化和提升校园多彩的
夜景魅力。入口处的大连廊彩屏为师生呈
现科技、梦幻活力场景 ；西侧一根根连续
的灯带烘托出云廊的形态，夜晚如漂浮空
中的光带 ；行政楼及体育馆大面积张拉网，
让灯光犹如两块巨大的屏幕，形成美丽的
灯光秀，创造了一个夜晚也多彩的校园。

Floodlight design is based on the design concept of 

"vita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ality and health", which 

aims to beautify and enhance the colorful night scene charm of 

the campus. The color screen of the main corridor at the entrance 

presents the scen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ream vitality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continuous light bands on the west 

side set off the shape of the cloud corridor, which is like a band of 

light floating in the air at night; and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and the gymnasium stretch the net in a large area, so that the 

light is like two huge screens, forming a beautiful light show and 

creating a colorful campus at night.

主创团队

项目负责人丨孙勇 
建筑设计丨孙勇 叶尚晶 赵丹 刘悦 高翔 
结构设计 | 周升 程泽锋 杨咏妍 蔡年建 沈莉 何
磊磊 
给排水设计 | 孙二杰 李履辉 丁鑫 
暖通设计 | 过凤娇 汪文倩 李洋    
电气设计 | 张秀军 胡满堂 蒋琪凯 陈诚 
智能化 | 夏世员 黄煜程 
景观设计丨陈新 谢翊 相霜 
装饰设计丨焦宇 路瑶 欧阳武 
幕墙设计丨赵可理 杨浏 罗文倩 
泛光设计丨陈岩 
绿建 | 徐佳 邹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