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顺德区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评选活动获奖项目名单

序号 单位全称 项目名称

综合类  1-1工程勘察项目 （17项） 总评

1 广东永基建筑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诚湾悦府 一等奖

2 广东永基建筑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万科•金域蓝湾Ⅱ 一等奖

3 广东永基建筑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信财置业绿岛湖项目(5号地块) 一等奖

4 广东顺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大信新都汇顺德项目 一等奖

5 广东顺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泛悦商品房项目   一等奖

6 广东永基建筑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中洲璞悦花园    二等奖

7 广东永基建筑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铂岸花园 二等奖

8 广东永基建筑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凤起兰庭 二等奖

9 广东顺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顺德华侨城天鹅湖四期二标段工程 二等奖

10 广东顺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五沙工业园49亩项目地质勘
察工程

二等奖

11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佛
山分公司

顺德区供水总公司右滩水厂扩建工程 三等奖

12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院）                   
佛山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临近地铁结构的软土浅基坑设计研究-
基于佛山顺德杨柳俊园项目基坑支护
工程 

三等奖

13 广东华兴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涛汇家电园基坑支护设计工程 三等奖

14 佛山市志中岩土检测有限公司
保利云启雅苑项目基坑支护工程第三
方监测

三等奖

15 佛山市志中岩土检测有限公司
龙光紫尚苑项目基坑支护工程第三方
监测 

三等奖

16 广东华兴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顺和利智能机械融创孵化中心  表扬奖

17 广东华兴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高明利成明日嘉园基坑支护工程 表扬奖

综合类  1-2工程测量项目 （2项） 总评

1 广东顺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嘉德尚境公寓项目基坑支护监测工程 三等奖

2 广东顺协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美的04地块基坑支护监测工程  三等奖



综合类  1-3建筑工程项目 （20项） 总评

1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区公安局综合技术大楼 一等奖

2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绿岛湖一号地 一等奖

3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仁化县河富村大井民宿项目 一等奖

4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通
用厂房项目一期工程

一等奖

5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力合科技产业中心 二等奖

6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陈村镇南涌幼儿园 二等奖

7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芝庭堂 二等奖

8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联城住工绿建科技产业园一期 二等奖

9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林寺弘法大楼（外部项目） 二等奖

10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澜石中学校园重建工程(一期) 二等奖

11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尚云庭 三等奖

12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万家乐热水厨电科技产业园 三等奖

13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城商业中心 三等奖

14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城幼儿园 三等奖

15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仁化中学图书馆 三等奖

16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佛
山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区
02-B-009号地块之四

三等奖

17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高科·仲恺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园 表扬奖

18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高科新会融智创美产业谷一期 表扬奖

19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浈阳东路南锦岸花园三期Ａ区商业 表扬奖

20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华智能智造产业园ABC区 表扬奖

综合类  1-4住宅与住宅小区 （16项） 总评

1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保利四会誉城项目（一期A） 一等奖

2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洲璞悦花园项目 一等奖

3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龙江西江御府一期 一等奖



4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梧桐广场一期 一等奖

5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华侨城天睿花园 二等奖

6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骏景湾豪庭 二等奖

7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碧桂园博晟·玉溪府项目 二等奖

8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美的旭辉天赋（江苏常州环华物流地
块）

二等奖

9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涛汇明日鎏金湾公馆一、二期(外部项
目)

二等奖

10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伟才-学府壹号 三等奖

11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美的悦公馆 三等奖

12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华侨城天鹅湖四期 三等奖

13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江门蓬江区美卓花园 三等奖

14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赣州君兰半岛项目一期 三等奖

15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怡名都（外部项目） 三等奖

16 广东城协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御景华府1-4座  表扬奖

综合类  1-5市政、公路、电力、水利、冶金等项目 （18项） 总评

1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顺德粮食产业园周边市政道路工程
（一期）勘察设计

一等奖

2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五沙工业园区顺昌路、顺园西路及新
耀路管网重建工程

一等奖

3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迅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美的置业悦然广场工程（大良美的万
达广场）

一等奖

4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
德段益丰主变电所工程

一等奖

5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滘镇碧桂南路北侧地块周边规划道
路及其它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南平
路）

二等奖

6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和的美术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和美
术馆配电工程

二等奖

7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盛贤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顺德高新区学校变配电工程（顺德一
中南校区）

二等奖



8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110kV菱溪输变电工程 二等奖

9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20千伏顺德至大良线路双回路改造工
程

二等奖

10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佛
山分公司

顺德区供水总公司右滩水厂扩建工程 二等奖

11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容桂中心城区污水治理工程（幸福居
委会片区）

三等奖

12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伦教碧桂路伦教碧桂路以东、龙洲路
以南片截污工程

三等奖

13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庆菱压铸制品有限公司
2883.16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三等奖

14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佛山市妇女儿童医
院建设项目10kV电源引入工程

三等奖

15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110kV五沙站扩建第三台主变工程 三等奖

16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110kV岗北输变电工程 三等奖

17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勒流中部产业园区(慧商大道)综合整
治提升项目

三等奖

18 广东顺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红星股份合作经
济社红星聚胜工业区10kV电力迁改工
程

表扬奖

综合类   1-6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软件项目 （1项） 总评

1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基于AutoCAD二次开发的装配式设计
辅助及计算提效插件》 一等奖

综合类  1-7建筑工程标准设计项目 （1项） 总评

1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装配式混凝土高层住宅建筑图
集

一等奖

专项类  2-1人防工程设计专项 （1项） 总评

1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同江医院妇产儿中心大楼 一等奖

专项类  2-2园林和景观工程专项 （12项） 总评

1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禅城洲尾围（周尾围）湿地公园生态
保育区工程

一等奖

2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韶关始兴县河渡村整村打造项目 一等奖

3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建设
项目(一期中学部)

二等奖



4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顺图书房（顺峰山公园汀芷园分馆项
目）

二等奖

5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顺德高新区高赞大桥底绿地公园 二等奖

6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仁化县河富村大井民宿项目 二等奖

7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大良河滨河景观活动设施提升工程 三等奖

8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容桂街道高新园区党建文化公园 三等奖

9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水区渔业产业园景观节点建设工程 三等奖

10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韶关南雄市河坑村整村打造项目 三等奖

11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区旅游集散中心改造工程 表扬奖

12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伦教南傍西路侧栈桥周边河岸环境提
升工程

表扬奖

专项类  2-3建筑结构专项 （5项） 总评

1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林寺弘法大楼（外部项目） 二等奖

2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滘财富广场1号楼钢结构雨棚 二等奖

3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城商业中心 三等奖

4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容县碧桂园 三等奖

5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联城住工绿建科技产业园一期 三等奖

专项类  2-5建筑智能化专项 （1项） 总评

1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恒实置业广场室内装修工程（一期）
设计—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等奖

专项类  2-6建筑电气工程专项 （1项） 总评

1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澜石中学校园重建工程(一期) 二等奖

专项类  2-7绿色建筑工程设计专项 （1项） 总评

1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宿迁沭阳碧桂园•南城首府（1-13号
楼）

二等奖

专项类  2-8建筑装饰设计专项 （10项） 总评

1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赛意研发总部办公室 一等奖

2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乐热水厨电科技产业园项目-2、3
、4号楼室内装修设计

一等奖



3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中黄星瑜外国语
小学装修项目及附属幼儿园装修项目

一等奖

4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怡福·星湖一号售楼处项目 二等奖

5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高明西江新城丽景路项目玖悦府销售
中心

二等奖

6 佛山市顺德区启建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合宝4S店室设计工程  二等奖

7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澜石中学校园重建工程(一期) 二等奖

8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仁化县河富村大井民宿项目 三等奖

9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恒实置业广场室内装修工程（一期）
设计—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等奖

10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美的禹州▪大河项目 表扬奖

专项类  2-9传统（岭南）建筑设计专项 （1项） 总评

1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苏溪牌坊工程 一等奖

专项类  2-11建筑信息模型（BIM）专项 （2项） 总评

1
广东人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恒大苏宁广场项目 二等奖

2

广东人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集团（海南）科技城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彼栈数据技术责任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项目 二等奖

佛山市顺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土木建筑学会

2021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