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审结果

1 安徽辉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 院1号科研楼亮化工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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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天恒正宇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北京鑫雅市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点亮中轴线”景观照明策划及重点区域设计 一等奖

3 福建省工大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南靖县文化中心夜景提升改造工程 一等奖

4 山东清华康利城市照明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樟树市城市亮化设计项目 一等奖

5 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葛洲坝枢纽渲染照明工程设计 一等奖

6 太明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芝罘湾广场 一等奖

7 中筑天佑科技有限公司 英德市城乡一体化2020年市区路灯改造工程规划概念方案设计 一等奖

8 福建省工大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长江北岸南门口至万一中滨江路外侧消落区灯饰工程试验段 二等奖

9 杭州西湖喷泉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大型多媒体水舞演艺秀 二等奖

10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大厦项目泛光照明专项设计 二等奖

11 上筑国际照明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外伶仃岛石涌湾和伶仃湾片区照明工程设计 二等奖

12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江南新城（阳湖片区）亮化改造提升工程 二等奖

13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央公园环山慢道一期工程 二等奖

14 沈阳银雨照明有限公司 沈阳沈水湾公园景观照明设计 二等奖

15 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泰山石敢当文化旅游区楼体亮化方案与施工图设计项目 二等奖

16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大厦建设项目 二等奖

17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鲁班国际物流中心泛光照明工程 二等奖

18 中筑天佑科技有限公司 南川区新城区固定灯饰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二等奖

19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保利常阳天悦项目5#楼建筑立面照明工程设计 三等奖

20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轨道交通5号线二期工程 三等奖

21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轨道交通6号线二期工程 三等奖

22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坪盐通道工程 三等奖

23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八达大道升级改造工程 三等奖

24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海芯大道工程 三等奖

25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滨海大道市政工程 三等奖

26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澹台湖公园及周边景观亮化设计 三等奖

27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泉城之眼”——济南CBD中央穹顶夜景照明工程 三等奖

28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拓海建设有限公司
苍南县高铁沿线“苍南欢迎您”景观亮化工程 三等奖

29 无锡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新发汇融广场西区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三等奖

30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龙游县博物馆建设项目 三等奖

31 中交园林（山东）有限公司 济青高速公路邹平段沿线景观照明项目 三等奖

2022中国国际照明/灯具设计大赛·景观照明专项工程类（设计）31项

附件1:     

2022中国国际照明/灯具设计大赛·景观照明专项

获奖名单（共12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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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审结果

1 安徽辉采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体育场项目建筑夜景照明工程 一等奖

2 福建通联照明有限公司 南靖县文化中心夜景提升改造工程 一等奖

3 杭州西湖喷泉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浙江南浔水晶晶公园跨媒体演艺水秀《南浔寻梦》 一等奖

4 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园博园（一期）项目泛光照明工程（三标段） 一等奖

5 山东清华康利城市照明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宝安中心区夜间经济商圈配套设施提升工程（灯光工程） 一等奖

6 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嵊州市城区主要道路两侧景观提升工程-灯具采购及安装项目 一等奖

7 无锡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易地建设)太阳能光伏及亮化设备

采购安装项目
一等奖

8 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北景园生态公园一期（1#游憩建筑）项目泛光照明工程 二等奖

9 福建通联照明有限公司 长江北岸南门口至万一中滨江路外侧消落区灯饰工程试验段 二等奖

10 汉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涡阳新地中心商业街区项目泛光照明及景观亮化工程 二等奖

11 凯美瑞建设工程（武汉）有限公司 光谷黄冈科技产业园高新技术孵化器亮化照明工程 二等奖

12 山东清华康利城市照明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花旗集团大厦LED改造工程 二等奖

13 深圳市捷士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国际智慧港泛光照明工程 二等奖

14 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古城改造升级项目环古城亮化工程 二等奖

15 深圳永恒光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清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东区）项目泛光照明工程的供货、安装及相关服

务项目
二等奖

16 神州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枣庄市凤鸣湖及周边景观亮化工程EPC总承包 二等奖

17 沈阳银雨照明有限公司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人力资源产业园（一期）众智大厦项目楼体亮化工程

施工
二等奖

18 无锡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无锡校区建设项目 二等奖

19 武汉金超盛光电有限公司 江汉七桥（解放大道~汉阳大道）工程-照明工程 二等奖

20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鲁班国际物流中心泛光照明工程 二等奖

21 安徽普罗斯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市“四馆一中心”建筑楼宇景观亮化工程 三等奖

22 奥斯福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城市管路局2021年度103省道英雄山路南段亮化提升工程 三等奖

23 滨和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德清塔山森林公园亮化提升改造服务采购项目 三等奖

24 城艺光建设有限公司 龙泉驿区西江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一期夜景照明工程 三等奖

25 广东彩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阳光城“光之瀑布”景观照明工程 三等奖

26 广东汇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新兴县城区旧城活化改造项目解放路灯饰分项工程 三等奖

27 广东扬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松鼠小镇夜景照明工程 三等奖

28 河南科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汤阴县夏都大道（新横一路西延（新纵三路—文王路））工程二期工程 三等奖

29 湖北炬创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天门汉旺·世纪城万达广场夜景照明及LED工程 三等奖

30 南京莱恩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园博园孔山矿片区（未来花园）工程工程总承包 三等奖

31 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美术馆新馆泛光照明工程 三等奖

32 厦门市闽力安建设有限公司 　漳州市长泰区文庙夜景建设工程 三等奖

33 山东瀚海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北海路通亭街交通改造工程景观照明项目 三等奖

34 山东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S319 省道经开区段（济徐高速至老赵王河桥）路灯亮

化及附属设施工程施工
三等奖

35 深圳市捷士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商局光明科技园三期泛光照明工程 三等奖

36 神州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千鸟园广场亮化及周边夜景亮化整体提升项目 三等奖

37 太明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瑞银信金融广场楼体灯光亮化设计 三等奖

38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日照奎山体育中心及日照市体育运动学校EPC项目泛光照明工程 三等奖

39 中科世沃生态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吴都阖闾城遗址博物馆照明节能整修项目 三等奖

2022中国国际照明/灯具设计大赛·景观照明专项工程类（施工）3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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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审结果

1 福建通联照明有限公司 万州安澜谷夜景照明工程 一等奖

2 杭州西湖喷泉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拉合尔新城游乐园水舞秀《沙漠绿洲》 一等奖

3
嘉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莱特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嘉祥县呈祥大道照明工程 一等奖

4 山东清华康利城市照明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莲湖大厦及聊城文化活动中心亮化提升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一等奖

5 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寸滩国际新城金山片区城市品质提升环境炫彩工程 一等奖

6 武汉金超盛光电有限公司 中国土家泛博物馆（彭家寨）建设项目-游客集散中心景观照明项目 一等奖

7 中筑天佑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商务带夜间经济环境营造项目（岭南大道、季华路）工程总承包 一等奖

8 安徽华新光电饰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商务中心区项目-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及天鹅城酒店主体建筑亮化工程

项目一标段
二等奖

9 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唐闸北市智慧古镇夜游建设项目 二等奖

10
厦门市闽力安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夜景照明工程 二等奖

11
山东光汇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九州洼月季公园2021、2022春节灯光秀项目 二等奖

12 山东清华康利城市照明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皇姑区金廊沿线景观亮化提升工程EPC总承包 二等奖

13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
深南大道（金田立交至益田立交段）多功能智慧路灯示范项目 二等奖

14 深圳市凯铭智慧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江灯光亮化工程（一期）EPC总承包项目 二等奖

15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市中心城区亮化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二等奖

16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平潭综合实验区坛西大道南段电力管廊及市政化改造工程 二等奖

17 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灯光亮化提升项目 二等奖

18
浙江同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德清东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东城时代德清（2009）012-2号地块照明设计 二等奖

19

永麒光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超算中心土建及配套工程项目 二等奖

20 安徽华新光电饰业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新办公楼亮化工程设计施工一体

化项目
三等奖

21 奥斯福集团有限公司 经十路景观亮化提升工程 三等奖

22 沧州市狮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农行办公楼楼体景观照明亮化施工工程 三等奖

23 贵州佑昌专业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陇南市武都区万象洞景区灯光照明系统等景观提质升级 三等奖

24 汉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大桐山国际广场项目泛光照明工程 三等奖

25 湖北盛世天艺建设有限公司 襄阳古城北街景观提档升级建设项目（二次） 三等奖

26 山东彩旺建设有限公司 主城区视觉一体化提升示范工程EPC项目 三等奖

27 山东瀚海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摩尔国际项目亮化工程 三等奖

28 深圳市凯铭智慧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青羊区白家塘街、楞伽庵街文殊坊文创区二期（B8、B9、B10地块）项目

泛光照明工程
三等奖

29 沈阳银雨照明有限公司 宁城县金三角老旧商业区改造景观照明工程 三等奖

30 武汉亮节科技有限公司 宜化集团湖北总部基地泛光照明工程 三等奖

31
西安艺科绿化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三星灯饰有限公司
商南县智慧城市（迎宾大道照明亮化及信息化建设工程） 三等奖

32 杨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原体育中心建设项目主体建筑亮化工程 三等奖

33 艺科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新华尚水湾一期1-4#楼及商底泛光照明设计施工工程 三等奖

34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湖州世界乡村旅游大会智能工程 三等奖

35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济钢3200高炉夜景照明工程 三等奖

36 中交园林（山东）有限公司
临沂经开区中心区市政道路和绿地景观勘察设

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三等奖

37 中民奥德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润大道（原山大道-鲁山大道）提升改造工程景观亮化施工（三

期）
三等奖

2022中国国际照明/灯具设计大赛·景观照明专项工程类（设计施工一体化）3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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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审结果

1 杭州勇电照明有限公司 宽电压自适应系列LED灯具 一等奖

2 济南三星灯饰有限公司 智慧路灯-风 一等奖

3 珠海金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LED中华灯球——智多星 一等奖

4 广州阿皮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体感智能夜跑灯 二等奖

5 江门市思域科技有限公司 摩天轮灯光控制系统 二等奖

6 山东光汇控股有限公司 魔环智慧灯光装置 二等奖

7 山东欣烁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LED建筑一体化翻转式洗墙灯 二等奖

8 深圳杰力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LED台阶灯 二等奖

9 太明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花漾”大型景观灯 二等奖

10 佛山市三鑫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调光&节能控制系统 三等奖

11 广东彩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全场景三维灯光仿真控制系统 三等奖

12 广东千吉照明有限公司 盛林之光 三等奖

13 广东瑞邦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方舰系列投光灯 三等奖

14 惠州市焺超光电有限公司 全防护两栖软灯带 三等奖

15 济南三星灯饰有限公司 景观庭院灯-花千骨 三等奖

16 山东贵翔光电有限公司 植物补光花盆 三等奖

17 山东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银杏”多功能景观灯 三等奖

18 中民奥德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景观庭院路灯-齐韵 三等奖

2022中国国际照明/灯具设计大赛·景观照明专项产品类1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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