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2021年度优秀责任规划师(团队)
(106个)

　　东城区

朝阳门街道、东四街道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团队

廖正昕、惠晓曦、赵幸、赵蕊、石闻、刘静怡、李曌、李静思、彭

敏、魏贺、乔诗佩、潘禾玮奕、钱威、李阿琳、成晓亭、王峥、李晓佩、

陈愫、曹志玮、徐慧颖、陈军、张龙

建国门街道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团队

张铁军、惠晓曦、张晓为、李宁、韩琳、夏梦妍、刘洁、张帆

交道口街道、东花市街道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设计研究所团队

曹宇钧、刘巍、张喆、谭涛、曾庆超、郭丰绪

天坛街道

中央美术学院团队

侯晓蕾、姚莉莎、刘欣、张思琴、李悦、王玉启、贾思屹、刘晨凝、

袁嘉琪、姜可佳

和平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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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孙倩、赵婧、赵立成、赵雨佳、李萌、陈倩、牟建峰、陈栋、马晓光、

杨艳、周蕾、何欣

东直门街道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团队

王宾波、曾小兵、刘俭、程媛媛、李俊鹏、金璞、蔡勇

李煜、冯晓辉、魏峰先、梁敬亮

西城区

大栅栏街道

北京工业大学团队

熊文、戎卿文、程昊淼、齐羚、钱威、芮梦佳、刘良蕊、薛峰

李益达

西长安街街道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吴晨团队

吴晨、郑天、吕玥、姚明曦、周春雪、李文博

陶然亭街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索柏(北京)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团队

刘欣葵、苏波、闫觅,段涵,马俪维,毕可心

新街口街道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

研究中心二所团队

徐健、李婷、郑卫华、满新、蒋小敏、陈雪、黄维

—32—



展览路街道

北京建筑大学团队

张大玉、李雪华、欧阳文、李春青、荣玥芳、周霞、张曼、黄庭晚、

甘振坤、张学玲

什刹海街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

边兰春、王晓婷、徐萌、李晨星

朝阳区

小关街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

唐燕、李婧、齐梦楠、雷雅晶、杨东、刘思璐、杜媛媛、李丽、张羽中、

叶珩羽、邓林娜

三里屯街道(外方)

AECOM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团队

钱睿、周耀曦、李潇然、胡星星、陈艺丹、郭佳玉

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李垣、司方慧、张昕彤、郭赞、尹萍、韩宇婷、吴亦玮、袁媛

东风乡

北京工业大学团队

廖含文、赵腾飞、孙艳凯、牛玉彬、郝奔、陈楚欣、蔡欣悦

南磨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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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团队

惠晓曦、张健、李林、李阿琳、刘凯威、成晓亭、康希、郑善文、王峥、

吕元、张智勇、侯本伟、王宇鑫、徐慧颖、崔星雨、马璐

太阳宫乡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尹慧君、环迪、张晨、李阿林、张建、刘泽、唐博、李宗雅、王子琳

朝阳园管委会(中方)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周乐、张晓东、吴运超、朱佳祺、王良、鞠秋雯、陈易辰、徐国艳、

宋浩然、孙源

建外街道(中方)

北京北工大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团队

张健、成晓亭、惠晓曦、郑善文、康希、王峥、张智勇、侯本伟

大屯街道

北京大享空间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姜晨、罗强、周建猷、侯鑫鑫、金晓波、郗望、向开宣、冯宗保、王军、

刘萍

东坝乡

北方工业大学团队

李婧、唐燕、刘鑫宁、王冉、齐梦楠、邓清、杜媛媛、郝嘉旌、程帝、

雷雅晶

左家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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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吕海虹、赵天舒、朱佳淇

奥运村街道

九源(北京)国际建筑顾问有限公司团队

江曼、原艺、康瑾、冯雪娟、张建、张雪婷、李元玥

三里屯街道(中方)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刘巍、杨丹丹、田昕丽、刘春雨、郭丰绪、顾春意、张旭冉、曹天恒、

潘璐、闫思

呼家楼街道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周勇、何晓君、孙书同、武旭阳、鲁坤、姚小虹、庞琦、曲涛、杨婧、

卢薪升

CBD管委会(中方)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王崇烈、陈冬冬、吴克捷、赵怡婷

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外方)

意厦国际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团队

鲁西米、董慧娟、田梦园、王天雨、刘子寒、李豪

小红门乡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吴莹、支浩、张科、张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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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广营乡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贺、司方慧、李莉、董轶聪、牟晓英、鞠亮

海淀区

北太平庄街道 赵新越

清河街道 于　跃

四季青镇 于小菲

羊坊店街道 鲁　荣

西北旺镇 赵文静

海淀街道 付斯曼

西三旗街道 刘倩颖

中关村街道 史育玉

上地街道　　　清华大学(高校合伙人) 黄　鹤

永定路街道　　清华大学(高校合伙人) 陈瑾羲

温泉镇　　　　北京林业大学(高校合伙人) 郑　曦

海淀镇　　　　北京交通大学(高校合伙人) 周艺南

丰台区

13单元(看丹街道、丰台园管委)

北京建筑大学团队

刘剑锋、桑秋、陈闻喆、刘敬豪、刘明烁、姚艺茜

17单元(马家堡街道、西罗园街道)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之间领域建筑设计顾问

—72—



(北京)有限公司团队

弋念祖、小泉秀樹、张雨濛、董奇、尤伟阳、康秋生、贺丽玮

12单元(右安门街道)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徐碧颖、诸嘉巍、赵佳、朱佳祺、程海青、李惟斌、孙丹

14单元(新村街道)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团队

艾丽双、史艳杰、张熙、郭璞宁、张玉玉、杨静、马效、邵文卓、张田、

覃雪、李泽宇、高俊楠、马骁、谢展、蒋欣元

10单元(丰台街道) 李宁宁

03单元(云岗街道) 许　芸

18单元(大红门街道)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张晓光、邢立宁、邓莹莹、李仁伟、李金晨、杨展展

15单元(玉泉营街道) 左春姬

石景山区

金顶街街道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鞠鹏艳、李翔、李超、李保贺、张雪松

五里坨街道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团队

梁伟、蒋羿、王艳蒙、何浩然、胡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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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街道

北京建筑大学团队

丁奇、梁健、张静、林子龙、周阳、何林、朱方钰、张超逸、刘宇清

老山街道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刘巍、田昕丽、谭涛、肖岳

门头沟区

斋堂镇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孙娜、覃江义、王芝茹、李君洁

雁翅镇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规划院团队

俞涛、高朝暄、李志新、高雅、韩沛

妙峰山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团队

谭静、刘明喆、司马文卉、何晓君、王亮、许阳

大台街道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德国莱茵之华团队

王颖楠、陶诗琦、刘涛、张百如、施展

王平镇

北京汉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冀林林、黄琨、吕悦、杜忻怡、阮俊华、李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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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屈爽、刘浩、苗青、牟晓英

房山区

良乡镇、琉璃河镇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王崇烈、王岩慧、刘旸、张丽娜、苏琛其、陈思伽、刘健、丁国玉、

谢晖麒、寇春歌、高超、赵洁

长阳镇、窦店镇、西潞街道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潘芳、王 莹、裴 晓 晨、许 可 双、王 雷 涛、张 琳、刘 畅、陈 雪、

李牧涛、董广宇、沈琪、刘源

阎村镇、城关街道

北京汉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陈芳芳、温向东、张美玉、汪志英、赵振梅、王楠、鲍占宇、佘云云、

迈睿、武丹、马晓莹、路婉香、宋琳琳、王汉璞、宁钦波、张立杰、侯智珩、

靳雅墨

通州副中心

05组团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工作+杰恩国际设计(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团队

曹宇钧、杨军、李晓楠、梅娟、张禹尧、梁尧钦、巩冉冉、黄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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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刘志芬、张凌、张义斌、刘春雨、何鹏、蔡继轩

于家务乡

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北工大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团队

吴宜夏、衡娟、张艺馨、田禹、马玉鹏

01组团

AECOM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央美术学院团队

刘泓志、侯晓蕾、钱睿、何可人、李潇然、王威、牛牧菁、周耀曦、

胡星星、陈艺丹、郭佳玉

07组团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张铁军、朴佳子、王晓卓、张鹏、董轶聪、杨屹、张婷

03组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日中城乡规划与建筑科技交

流协会团队

樱井泰行、董国升、李智勇、宋学栋、沈晓雷、李灼、王海宁、

韩松、张莹

09组团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杨宝林、杨旸、赵赫男、张鹏、董轶聪、黄小川、权薇、张婷、

曲尚飞、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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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组团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方工业大学团队

匡晓明、张运新、桂鹏、朱婷、姬凌云、奚婷霞、邵轼、周咪咪、杨鑫宇、

袁飞、刘琦、胡燕、王小斌、王晓博、潘镜超、林洁、崔桂籽

顺义区

高丽营镇、马坡镇、后沙峪镇、南法信镇

北京汉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郝丽娜、付睿、宁钦波、何玲玲、李欣、安艺、郝红娟、崔美琪、吕明颖、

侯智珩、张德民、潘耀杰、王爽、吕杨、李金垚、喻晓、吴白超

北小营镇

北京佰信蓝图科技有限公司团队

孙淼、张一龙、徐朕、高艳阳

中关村顺义园、旺泉街道

北京市顺义区规划测绘设计所团队

王海龙、张云龙、刘进男、马淼

天竺综合保税区、李桥镇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团队

苏海威、李君、胡章、孙鼎文、程喆、陈曦、纪赛月、尹波宁、

洪隆钊、武敏、魏祥莉、魏静、胥明明、段斯铁萌

汉石桥湿地

北京城市学院团队

温宗勇、刘蕊、王毅琳、王令、孙丽红、陈琳、安逸飞、杨易晨、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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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超

昌平区

小汤山镇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王宝音、刘涛

回龙观街道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连彦、杨磊、徐婧、赵欣晔、孙悦昕

流村

华合(北京)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王晴、张小强、王丹平、赵晨、周晨莹、张琳、蔡炜宇

天通苑南街道

中国农业大学团队

奚雪松、黄仕伟、王玉华、宫欣悦、安星润、路畅、梁诗繁、王琳、

李安坦、邓泽宽、姜煦武

马池口镇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张鹏、李铮、王瑞娜、张凝露、武淋淋

史各庄街道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潘芳、柏振梁、张章

城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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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李垣、倪舒扬、张昕彤、王雅男、范思慧、张阿曼

大兴区

观音寺街道

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奚江波、董驹萍、吴婷、贾倩倩、梁安琪、霍鑫艳、潘润泽、陈晔、

荣博、李毓美

清源街道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分院团队

黄思曈、顾宗培、刘禹汐、袁璐、钟楚雄、杨映雪、舒斌龙、徐阳

总责任规划师

华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梁伟、刘煜、于灏、季羿宇、李翔、孙莉钦、岳鹏程、王鼎、蒋羿、

胡尚如

林校街道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陈永强、王卅、张凯丽、陈文彬

兴丰街道

北京建筑大学团队

荣玥芳、成露依、王海滨、梁晓航、丁新坤、詹孟霖、见若男、程婷

采育镇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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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銮、郑强、张军慧、张春花、张姝、刘立群、朱沛、翟羽佳、刘

冲、杨凌霄

高米店街道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团队

王萌、盛况、赵文强、杨猛、张耀之、李秋童、杨乔丹、高祥

怀柔区

泉河街道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李霞、周丹、徐北静、高明、刘静雅、王柳丹、徐婷、王迎、王璐、

郭星、李燕、贾宁、王磊、王永祥

龙山街道

北京北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王慧媛、李婉迦、倪静静、李沙、武志浩

雁栖镇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张朝晖、杨春、李梦晗、何毅文、王善梅、李爽、钟雷

怀北镇

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张铁军、连彦、李佳霓、赵欣晔

渤海镇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团队

许荷、赵红、国文卓、张佳佳、曲博、梁芙蓉、董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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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

黄松峪乡

北京交通大学团队

姚轶峰、卢源、董晓峰、陈鹭、崔娜娜、裴昱

大华山镇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王月波、张啸、徐殿根、闫琳、孙瑞、荣钰、冯丹玥、曹圣婕、赵

哲、陈琳、贾萌、李继涛

镇罗营镇

北京建筑大学团队

荣玥芳、晁军、魏菲宇、张蕊、石炀、贾梦圆、程廷、成露依、梁晓航、

王海滨

大兴庄镇

北京汉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团队

李晓芳、张亚男、郭彦潮、宋晓倩

金海湖镇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王力红、张婷、石亦凡、张卓林、刘容飞

延庆区

八达岭镇、四海镇、珍珠泉乡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团队

梁伟、蒋羿、付鑫、李迪、郑梦霜、王艳蒙、孔静、魏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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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镇、沈家营镇

北京北工大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团队

张健、禹永万、王峥、成晓亭、王莹莹、康希、张贵荣、石强、杨睿

永宁镇、刘斌堡乡、大庄科乡

北京交通大学团队

高洁、刘畅、王鑫、万博、徐凌玉、叶名威、闫芳、杜千禧、高文彬、

飞妍彤

亦庄经开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规划和环境设计研究中心团队

苏莉萍、龙莹洁、徐海涛、王松、高赫、郭光伟、杨琼、王陆通、张

颖帅、高琳、马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

张尔薇、吕佳、单雪竹、阮智杰、于彤舟、何思宁、米子龙、贺健、

王耀卿、梁弘、熊勇、赵倩羽、刘岩松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团队

梁伟、胡尚如、刘煜、付鑫、董欣、孙莉钦、孔静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

王健、尚嫣然、司美林、曾亚婷、夏竹青、马一翔、李钰博、安秉飞、

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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