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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室协字[2021]2 号

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室内设计

双年展获奖人员和单位的通知

各盟市室内装饰协会、参展单位、参展人员：

内蒙古自治区室内装饰协会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

届室内设计双年展”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圆满结束。本届大展

参展的室内装饰设计作品共 337 幅，作品整体水平高，数量多，

且充分体现了“绿色设计·健康生活”的展览主题。

室内设计双年展在我区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成为我区室

内装饰行业的品牌性活动，得到全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认可，是广大室内设计人员展示设计水平，体现艺术价值的

重要平台；他引导着我区室内装饰消费观念和时尚的潮流，对

推动我区室内装饰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着积极、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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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展分别设立“工程奖”和“创意奖”，经过各盟市

初选，专家评委推荐、大展评委会严格认真的评选，评出工程

奖：金奖 2 幅，银奖 9 幅，铜奖 16 幅，优秀奖 20 幅；评出创

意奖：一等奖 2 幅，二等奖 10 幅，三等奖 20 幅，优秀奖 21

幅；同时授予 15 个单位大展优秀组织奖，现对获奖人员和单

位予以表彰。

本届大展给获奖人员和单位颁发获奖证书。

附件：

（一）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室内设计双年展工程奖获奖

名单

（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室内设计双年展创意奖获奖

名单

（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室内设计双年展优秀组织奖名单

二 0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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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室内设计双年展工程奖获奖名单

（同类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报送单位

1 金奖 呼和浩特喀山西餐厅 张建 满洲里品格装饰有限公司

2 金奖 律动青春——薪瑞健身俱乐部室内设计
莫日根、刘月、杨梦蝶、

刘昱、刘贺然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3 银奖 内蒙古忆城建筑设计事务所办公场所室内设计 马晓东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4 银奖 第三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内蒙古形象馆”设计方案
范蒙、成凯、赵晓东、史

原恺、张佳瑞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

院

5 银奖 蒙草办公空间设计 杨正中、郭盛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

院

6 银奖 宝洛尔海外直营 张蔚、赵宁、于清泉 内蒙古凯美创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7 银奖 雅致轻奢别墅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杜亚男、孙磊

设计指导：韩超、杨绿林
工大设计室内院|峰上设计

8 银奖 内蒙古立信集团办公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包光明

设计指导：韩超、杨绿林
工大设计室内院|峰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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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银奖 中铁四局西三环项目部设计方案 赵志林 内蒙古艺术学院

10 银奖 亚朵酒店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街项目 闫静 内蒙古大恒建设有限公司

11 银奖 中国电子西安产业园 7# 赵羽中、郝婷、王栋梁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艺

术设计系

12 铜奖 现代住宅 刘历程 呼伦贝尔纵横实业有限公司

13 铜奖 赤峰市昭乌达宾馆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工程 马浩为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 铜奖 容诚印象售楼处 张鼎 通辽市艺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5 铜奖 万锦观悦 张新星 城市人家华杰美居建材装饰设计

16 铜奖 “草原之星”旅游专列装饰美化设计 马广智
内蒙古智慧装饰装潢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17 铜奖 内蒙古电影集团办公楼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王丽雯、孙磊

设计指导：韩超、杨绿林
工大设计室内院|峰上设计

18 铜奖 家有木兮木有知——69平米老旧学区房改造 李楠、高颂华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9 铜奖 呼和浩特市盛世东元 董静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20 铜奖 云中盛景南区 6#-3-101 蒙鸽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21 铜奖 呼和浩特蔚丽斯云水湾售楼处设计方案 李通、于海生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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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铜奖 巴彦塔拉饭店 闫新东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23 铜奖 呼和浩特锦都建材城售楼中心装修设计 于海生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24 铜奖 内蒙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勘察公司办公空间设计方案 赵乃明、王永旭
内蒙古俏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25 铜奖 农村自建住宅设计 王世军
内蒙古亲亲我家整体家居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26 铜奖 德德玛办公室设计 高杰
内蒙古亲亲我家整体家居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27 铜奖 天润碧水 F2-1-2001 谢国庆 呼伦贝尔市格瑞装饰有限公司

28 优秀奖 锡林浩特市马文化博物馆 刘彬
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29 优秀奖 内蒙古联创森威尔电梯 岳龙
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30 优秀奖 卡诗米娅 杨正中、郭盛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

院

31 优秀奖 沙丁鱼艺术商业联盟 杨正中、郭盛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

院

32 优秀奖 满洲里贝尔豪斯音乐西餐厅 张建 满洲里品格装饰有限公司

33 优秀奖 串串香火锅店 刚嘎牧仁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34 优秀奖 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办公空间 封光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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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优秀奖 融富花园样板设计 姜珊 呼伦贝尔市格瑞装饰有限公司

36 优秀奖 EANIN 烘培店（新城区呼铁家园） 张蔚、赵宁、于清泉 内蒙古凯美创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37 优秀奖 鄂尔多斯新中式艺术大宅 张蔚、赵宁 内蒙古凯美创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38 优秀奖 大召历史文化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室内装修工程项目 冯燕青 内蒙古誉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9 优秀奖 广龙苑 孔德宝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40 优秀奖 中铁诺德龙湾 朱驰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41 优秀奖 富恒国际室内装饰设计方案 南花、贾万美 内蒙古中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2 优秀奖 通辽市哈啾嗨蒙古包餐厅 包苏雅拉图
内蒙古博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

43 优秀奖 东岸国际二期美式田园别墅设计 高璐
内蒙古泛华远憬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44 优秀奖 金地家园 220 平米新中式家装设计 高璐
内蒙古泛华远憬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45 优秀奖 呼和浩特市中铁诺德龙湾住宅设计 李波
内蒙古亲亲我家整体家居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46 优秀奖 力高 天悦府
武建林、赵羽中、郝婷、

王栋梁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艺

术设计系

47 优秀奖 伊泰华府小区项目 赵羽中、朱磊、王栋梁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艺

术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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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室内设计双年展创意奖获奖名单

（同类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报送单位 指导教师

1 一等奖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野外工作

站设计
祁晓鑫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2 一等奖
敕勒川文化艺术展览馆 范蒙、李爽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3 二等奖 集宁阿木图泰奶茶文化驿站 包昌德 内蒙古蒙达装饰有限公司

4 二等奖

无畏—莫尼山非遗小镇马文化展馆 陈旻、王春

鹏、康永平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5 二等奖

马术·共生度假酒店 陈旻、和鹏

辉、康永平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6 二等奖
遇见飞天-地域文化体验展示中心 李旻轩

范蒙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范蒙

7 二等奖
庚子年·乡愁文化基地探究设计 张璇

范蒙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范蒙

8 二等奖
疫情时代高校学生公寓弹性空间设计 张蕊

王海亮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王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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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等奖
地方文化遗产价值挖掘——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公主府地块环境活化设计

内蒙古工业

大学：莫日

根、邹德志、

田华、梁宇

佳；大连理

工大学：马

辉、林默飞、

都伟；天津

大学：陈高

明、郝卫国；

河北工业大

学：刘辛夷、

刘君敏、郭

笑梅、乔文

黎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0 二等奖 科左中旗气象局园林 封光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 二等奖 琉璃光少儿培训中心设计
伊丽亚、魏

伟、王陆峰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12 二等奖 栖山局——民宿设计
梁闻轩、杨

盟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3 三等奖 城市图书馆 丛鑫炎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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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等奖
Marisfrolog 时尚店室内环境与氛围创造研

究
李小雪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15 三等奖 牧马·客栈——游牧文化主题酒店空间设计
殷建强、胡

斯冷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16 三等奖 巴彦淖尔市慈善医院改造设计 菅琴 内蒙古华曼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17 三等奖
花小小早教活动中心 陈旻、李君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18 三等奖
原上草原自驾度假营地 孙煜

杨正中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杨正中

19 三等奖
失重解压空间 张梦尧

屈勇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屈勇

20 三等奖 秋天的盛宴办公空间设计 霍莉琴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美术学院

21 三等奖
缠绕的绳结——北京金隅凤山健康理疗中

心设计
金姚 莫日根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莫日根

22 三等奖
“织”——基于呼市商业圈概念化餐饮空间

设计
李建康 梁宇佳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梁宇佳

23 三等奖
工业意象·城市记忆——沈阳莫子山城市书

房设计

郝婷、常海

豹、焦天骄、

王珂

莫日根、田

华、梁宇佳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莫日根、田

华、梁宇佳

24 三等奖 女神烤鸭店
苑升旺、杨

正中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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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三等奖 造梦城市绘本体验馆 崔瑞 、王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26 三等奖 呼伦贝尔市纪委监委办公场所改造 刘历程 呼伦贝尔纵横实业有限公司

27 三等奖 cool 工业复古 loft 酒吧 王丹奇 赤峰市松山区六大份学校

28 三等奖 呼伦贝尔市少年宫 吴艳丽 呼伦贝尔斯尔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9 三等奖 西方古代建筑鉴赏中心 呼和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30 三等奖
建构在时空中的“舞台话剧”——玉泉区旧

工厂改造设计
邢兆磊 李丽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李丽

31 三等奖 静谧——别墅设计方案

梁闻轩、曹

雅娴、邵亚

丽、李娜、

徐婧馨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32 三等奖 蔚茹窑望窑上田农产品专买店设计 王月明 崔瑞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崔瑞

33 优秀奖 2020 多来米餐厅设计 乐梦婷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34 优秀奖 东方宝宝幼儿园 高浩真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35 优秀奖 UN 服装工作室设计
南思雨、乌

兰、王宏仪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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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优秀奖 跑友之家——运动品牌概念店设计 崔志成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37 优秀奖 “畔”包头南海湿地综合保护中心 李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38 优秀奖 园林主题餐厅空间设计 闫淑娟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39 优秀奖
呼和浩特火车站南广场交通枢纽更新与改

造设计
袁宏宇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40 优秀奖 乌拉特中旗旗门设计 海洪彬 内蒙古蒙达装饰有限公司

41 优秀奖 MZGF 电子商务办公室 吕庆 张千 内蒙古艺术学院 张千

42 优秀奖 初·体验——餐饮空间设计 王玲芳 张千 内蒙古艺术学院 张千

43 优秀奖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旅游服务中心设计 范蒙、魏言

哲、成凯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44 优秀奖
孤岛·鲸落轻社交概念空间 许志晨

陈旻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陈旻

45 优秀奖
“末”——安徽和歙县瞻淇村留守儿童数字

化图书馆概念空间设计
张亚萍 田华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田华

46 优秀奖 清水河瓷艺工坊
崔瑞、吕佩

琪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47 优秀奖 锦绣中华商业公寓楼 张岩 内蒙古美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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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优秀奖 童年回忆 郭振明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49 优秀奖 内蒙古奇石博物馆室内设计
罗海斌、王

晓燕
内蒙古雅森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0 优秀奖 传统形势中漫步的场景

伊若勒泰、

梁宇佳、许

亚星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51 优秀奖 禅意·轻奢住宅《与自然同居》 段婷
呼和浩特盛腾美巢家装设计有限公

司

52 优秀奖 起初亲子娱乐空间
伊丽亚、魏

伟、孙玉超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53 优秀奖 融·归——名宿设计方案
伊丽亚、魏

伟、李凯艳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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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室内设计双年展优秀组织奖名单

（同类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奖别 获 奖 单 位

优秀组

织奖

呼和浩特市室内装饰协会

呼伦贝尔市室内装饰协会

锡林郭勒盟室内装饰协会

赤峰市室内装饰协会

通辽市室内装饰协会

巴彦淖尔市室内装饰协会

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内蒙古艺术学院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装饰与艺术学院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