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城市规划协会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河北省优秀城市规划设计

评选结果的公告

各规划设计单位：

根据中规协秘[2017]40 号《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获奖

评选管理办法》，中规协秘[2019]7 号《关于开展 2019 年度

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评选活动的通知》，我协会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河北省优秀城市规划设计申报评优工作。本次活动

共收到城市规划设计类申报项目 325 个，经专家评审，共选

出一等奖 18 个，二等奖 43 个，三等奖 78 个，表扬奖 20 个。

现将获奖单位及获奖人员予以公布。

联系人及电话：邢雯 13933197082

附件：2019 年河北省优秀城市规划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河北省城市规划协会

2020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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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河北省优秀城市规划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一等奖：18项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石家庄都市区交通发展战略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石家庄

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伍速锋、安桂江、康 浩、曹雄赳、任伟强、
梁立杰、李学敏、毛海虓、张 洋、王 芮、杨

忠华、殷广涛、付 雷、张胜凯、尚勇峰

河北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周 俭、周海波、刘晓青、付朝伟、李 伟、张
涵双、江浩波、李继军、夏 凡、张 浩、伍慧

娴、张 蕾、贾新昌、吴少红、周 梅

正定古城复兴实施系列规划设计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张 杰、霍晓卫、徐慧君、郑卫华、马文晶、
沈 丹、张 郁、张运思、郑 鑫、陈旭娟、陈 晗、

段兴平、郭冷秀、范 汉、周文琴

大运河文化带沧州市区段规划研究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北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赵文娟、魏学浩、耿凌燕、李湘茹、李绍燕、
夏 雨、王卫红、孙洪艳、朱亚楠、王 猛、王

小雨、秦博闻、李建睿、李雪峰、郭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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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朱子瑜、魏 钢、王颖楠、倪春波、蒋朝晖、
管 京、魏 维、张 琰、王双杰、鞠 阳、曹静

娜、纪 叶、韩靖北、杨学峰、马启星

唐山市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
规划（2015-202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郭炳恒、司绍林、黄庆贵、陈建刚、张 丹、
郑 斌、马世尊、张 明、席振华、张晓辉、张

善斌、张新超、朱会军、杨立永

河北雄安新区环起步区生态防洪堤
城市设计和专项规划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研究中心、上海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省水
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杭州

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张玉鑫、周智伟、刘晓嫣、杨 松、沈 璐、杨
建中、魏 成、赵 腾、唐 雯、于 健、韩露菲、

刘 雄、邵长乐、郭珊珊、邹广青

石家庄市滹沱河（黄壁庄至深泽界）
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暨沿线地区综

合提升规划）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省水利水

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韩炳越、穆立雷、刘树玉、郭凤霞、刘 华、
王志军、李 沛、张晓东、郭榕榕、孙蓬勃、
王明宇、段雯雯、田亚微、张彦平、侯家豪

唐山南湖、东湖及周边区域概念性
城市设计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刘瑞刚、朱 天、陈 倩、王晓东、张险峰、高
怀军、朴香花、何文桥、苏 唱、宋天颖、郑

楠星、王辰琛、闫庆雨、卢健、闫光

迁安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薛祥山、许申来、曲 直、赵 轩、李王锋、许
雅琴、杜家慧、徐 亚、李小娟、侯晓姝、张

小彬、李 扬、李伟华、任学昆、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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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第一中学新校区规划设计 河北大成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岳 欣、王小文、齐 晓、董云天、耿素军、杜
英丽、盛 威、蒋德华、吕德芳、蒋群力、冯

腾飞、高 默、李秀霞、钮旭渊

沧州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2-120 控制单元）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沧州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和腾城乡

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郭 健、王中昌、赵文娟、贾会敏、李 洋、王
利会、王绍煊、王 昊、孙洪艳、王小雨、李

雪峰、郭 飞、杨梅荣、刘泉廷、尹博凯

保定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综合性城
市设计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杜 雁、杨常青、荆万里、苏永帅、李 理、路
灵灵、周 颖、侯 超、王 锫、高雪晶、黄威

文、陈 涛、王泽中、曹 钰、朱 超

衡水市中心城区核心区域（含高新
区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衡水市规划设计院、上海同济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唐渭荣、李兰芳、李姝颖、戴华莹、史凤香、
张 萌、王云鹏、吕晓东、王 勇、李宏伟、刘

亚清、徐江涛、要广烁、赵拴波、张 健

三里河流域内涝及水环境综合治理
系统化方案

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
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薛祥山、许申来、曲 直、李王锋、赵 轩、刘
改妮、杨 钢、郑燚楠、侯晓姝、李小娟、徐 亚、

张晋平、蒋方宇、栗斌斌、周 翔

定兴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郭志奇、梁 队、吴惠革、陈红芳、解瑞升、
陶立昆、谢东旭、李 浩、凌天琦、马 遥、陈

沙欧、王占英、白彦君、曹 钰、曹 盼

沧州市荣盛花语馨苑修建性详细
规划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许庆国、张丽芬、王红艳、徐海兰、宁庭国、
葛 霄、刘璐璐、叶海峰、车克铠、高 月、李

振涛、张晓辉、杨 禹、任友兰、马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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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2016-2030 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德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 迅、高中卫、刘东达、杜宝东、车 旭、王
爱军、董 灏、王晓峰、田文洁、安 苗、李慧

双、徐 磊、杨 希、王志丹、李 敏

二等奖：43项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河北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研究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赵 勇、李铁铮、牛 琦、崔立烨、张 浩、冯 铎、

郝 宁、姜石良、赵拴波、赵 超、万 彬、张 萌、

李文娟、张守利、苗润涛

南宫市西部新城城市设计
同济大学

上海同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 健、吴庐生、熊 俊、韩娇林、杨少华、武

晓春、段 朝、黄 海、张国超、葛成斌、雷鹏

飞、朱相如、姜 燕、洪芝兰、雍璐洁

邢台市都市空间区总体城市设计

（太行山前生态湿地规划）

同济大学

上海同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 健、吴庐生、熊 俊、李学光、姜 燕、韩

娇林、葛成斌、杨少华、洪芝兰、陈星星、武

晓春、黄 海、雷鹏飞、张文斌、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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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河北省城镇化发展报告 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赵 勇、崔立烨、张守利、张 浩、靳海峰、潘

娟、王 杰、柴红霞、苗润涛、任少飞、武明

明、张 平、邢 雯、谭园园、冯 铎

任丘市枫林园规划设计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李 品、栾丽波、李 堃、焦润才、高 谨、谷

瑞龙、梁思旻、田 琦、史婉捷、王艳芳、郭

栋桦、秦笑颜、乔伟鹏、褚淑新、栗 浩

河北省蔚县历史文化价值研究--

蔚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晓宇、孙 涛、张 锐、雷 震、刘晶涛、曲 杨、

陈 普、李昆璇、杨慧志、李 强、甘 炼、刘 宝、

刘 洋、孟晓坤、秦 磊

石家庄市历史遗存保护规划

（2018-2035 年）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中土大

地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刘秉良、张 琰、梁永博、孙立硕、罗宝阁、

赵 博、刘彦伯、张晓东、张献中、丁疆辉、

康志静、龙丽民、朱丽平、孙桂平、王 栋

沧州市主城区管线综合规划

（2016-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沧州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和腾城乡

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崔士革、梁素真、张景雪、李逸红、耿凌燕、

桑敏敏、李朝阳、张新春、赵仪瑾、鄢 芮、

杜学治、何 川、时 麟、李建睿、王 猛

石家庄通航产业园（道路交通、给

水、供热、电力、燃气、管线综合）

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张彦平、胡建军、陈小明、牛玉芬、沈利冈、

任伟强、王 越、谢朝霞、宋 策、韩利明、

段宇浩、付 雷、张胜凯、尚勇峰、刘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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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绿色城镇体系规划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设计研究

院、河北民诚城乡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杨希强、李春聚、姜乖妮、乔剑森、王 旭、

耿 欣、胡玉聪、李 峰、李真真、景春光、王

丽慧、王 泓、闫 琪、赵雅芳、许晓敏

广平县绿地系统规划

（2018-2030）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

赵 伟、赵 雪、孟江霞、张玉洁、孟 洁、索

晓岚、李一翔、李凤麟、王 沙、胡 浩、路 阳、

贺 琼、樊亚南、高肖阳、姚微微

《城市地下空间暨人防工程综合

利用规划编制导则》（DB13(J)/T

278-2018）

河北人防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北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王利国、李 琳、冯 铎、姜石良、王 晶

沧州市主城区给水工程专项规划

（2016-2030 年）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北省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北和腾城乡

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李逸红、耿凌燕、南洪路、王绍煊、李朝阳、

王 猛、郭 飞、杨梅荣、刘欣龙、秦芳林、

赵仪瑾、张金峰、张 丹、李宪波、江亚菲

河北涿州国际健康产业园区总体

规划（2017-2030）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夏竹青、于和平、吕元磊、康碧琦、曹 伟、

付世华、赵 霖、崔 音、董淑秋、毕莹玉、张

智超、覃露才、王德震、张启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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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

（2018—2020 年）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高 敬、魏晓耕、王 丽、刘 坤、张凌云、王

静瑜、王海波、张 京、王振兴、董亚军、孙

志姣、赵宇飞、狄子琪、吴 蒙、薄春顺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迁址重建

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

崔英伟、王力忠、石占河、张玉龙、白树春、

赵宏芳、何 亮、鲍立亚、霍树桃、刘 燕、贾

利红、刘 堃、李真真、张浩峰、耿 欣

邢台市市民中心详细规划设计
同济大学

上海同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 健、吴庐生、熊 俊、杨少华、段 朝、韩

娇林、王 慧、杨 云、王有伟、包国良、南荣

隆、朱兴宇、王道江、张文斌、刘 华

石家庄鹿泉中央商务活力区城市

设计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深圳市

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倪春波、秦 雨、张 琰、王 歆、王双杰、张 澜、

田 欣、马克迪、马启星、杨学峰、蔡杰钦、

张晓东、易淑祯、孙 晶、王虹璎

涉县第二家园概念性总体规划暨

龙凤新区城市设计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

张春彦、李 华、张 宁、高瑞宏、李 欢、马

重阳、唐保文、李凤麟、孟新波、李婵娟、王

景慧、侯 博、贺 琼、高肖阳、路 阳

保定市市区主、次干路道路整治提

升工程（2018 年）规划方案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姜 健、李铁柱、安志伟、李红德、董伦山、

杨艳亮、袁 博、王 彬、袁刚强、张翠华、吕

佳宁、王 勰、李梦琪、曹 钰、高雪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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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十三五”及中长

期教育布局规划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北民诚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晓宇、张 锐、孙 涛、沈大为、王民成、钟

兴东、曲 杨、李 强、史 鹏、李昆璇、赵付

岭、何凤刚、刘 洋、孟晓坤、王立海

高阳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外

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

高晓戌、邓小军、张 旭、边庆来、王 亮、史

东霞、武少帅、刘丽霞、张 那、曹 盼、侯 超、

王 丹、张 颖、邸楠楠、胡薇娜

汉沽管理区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张 洁、董亚军、高 敬、魏晓耕、刘 坤、王

静瑜、郑云杰、王振兴、王 丽、张凌云、孙

志姣、张 京、狄子琪、吴 蒙、赵东良

秦皇岛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秦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云龙、郑 彬、高 铭、刘 鹏、王华胜、王 枭、

邵占林、孙国伶、贾化珍、钮旭渊

沧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16-2030）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吕永鹏、谢 胜、王 昊、刘 鹏、韩松磊、刘 爽、

王 华、孙 琪、刘泉廷、尹博凯、王 伟、袁 静、

买芳汀、耿凌燕、陈 建

衡水市冀州区绿地系统规划

（2016-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李慧栋、彭立宁、李二伟、郭雅楠、武晓鹏、

董向平、张 楠、苗运涛、温炎涛、李 品、苑

静静、杨 霄、田 健、覃政涛、李宛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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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规划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张建荣、郭凤霞、王 炎、葛黎佳、田坪卉、

郭素君、李晓明、张广宇、段宇浩、叶国风、

张晓东、李 田、段文强、王启豪、高辰子

承德市“一带三区”概念性规划 承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马 征、王爱军、王晓峰、王志丹、李 敏、李

慧双、安 苗、徐 磊、张兰兰、穆振兴、王秋

实、李思源、罗炎炎、姜 军、白 宇

清河县花海水城专项规划

（2017-2030 年）
邢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毛延青、路爱霞、高 蓓、王丽宾、孟 亮、李

子超、刘明远、孙昊旭、马 莉、霍菲雪、陈 洁、

尹志强、檀 静、倪智广、代景彬

邢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16-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郭炳恒、司绍林、黄庆贵、陈建刚、王诒健 、

郝彬彬、张 丹、张 明、席振华、高 蓓 、

毛延青 、王丽宾 、吴 明、李 上、郭濮源

保定“微中心”规划编制研究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姜 健、郭志奇、梁 队、吴惠革、解瑞升、陶

立昆、谢东旭、李 辉、芮蓉蓉、凌天琦、马 遥、

韩 锋、赵金松、陈宗耀、胡 杨

张家口市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中

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任宏、梁东花、徐长勇、胡桂燕、蒲东栋、

于剑雨、陈 冰、李锐鹏、刘 畅、胡 洋、张 帆、

杨玉婷、刘晓倩、赵东宇、常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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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中心城区“城市双修“总体

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上海同济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继军、韩胜发、吴 虑、董亚涛、赵 倩、余

美瑛、李 潇、魏水芸、刘庆余、崔文武、杨

肖明、韩志鹏、陈俊杰、郭燕妮、马 楠

石家庄市近期公交改善规划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城乡规划

设计院

於 昊、安桂江、黄 越、赵中浩、陈 阳、任

伟强、孙 鑫、贾晓欢、徐闯闯、谭晓艳、张

胜凯、唐正锋、刘舒平、孔 雷、魏东洋

华裕农业科技产业园修建性详细

规划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

张 欢、高瑞宏、薛晓娜、李建杰、张珊珊、

陈天宇、孔祥龙、王 磊、王璐瑶、车 芸、许

汉文、王 璇、韩正华、王秉辉

邢台市人防工程建设规划

（2017-2030 年）

邢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人防

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康剑锋、王建新、王利国、狄立军、曹艳超、

赵燕波、范芬霞、游明培、李 昕、李小臣、

郭子尧、吴 明、段 捷、乔双全、贺小杰

万庄组团（铁路以北区域）控制性

详细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崔文武、孙晶晶、张东朝、郭燕妮、张 蕾、

温江涛、孙烟烟、林海峰、崔 宁、贾 宁、孙

雅玲、吴林蔚、付 兴、石铁宁、尹婧瑶

赤城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李 洁、霍占军、周 涛、赵 杰、梁 伟、霍 文、

刘 鹏、王 位、蒲杰鹏、耿亮亮、闪立伟、郭

文娟、石 如、李春阳、董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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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海港区 H-SH-12 单元

（栖云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调整）

秦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月胜、卢静一、王孺楠、王云龙、王华胜、

高 铭、刘 鹏、陈 彤、石庆明、高 晨、张颖

怡、杨 洋、王亚航、邢 雯、谭园园

张家口市桥东区中关科技谷城市

设计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 晶、杜明凯、胡桂燕、许 源、张 启、马

晓琳、罗 帅、赵东宇、郭 玲、王占军、赵丽

娟、徐 扬、崔小尚、薛昱昊、许永强

承德市双峰寺地段控制性详细

规划
承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东达、刘福达、高佳雯、郭 凯、孙 鑫、霍

艳燕、殷 诚、李思源、唐嘉岐、王 庆、齐 虹、

李 黎、单苍竹、王 莹、孟祥笛

邢台市历史建筑普查研究 邢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风军、赵海魁、师志军、杨朋涛、冯少克、

张俊卿、杨向萍、冯丽平、胡 煜、陈伊文、

孔令帅、田芳芳、张仡檑、贺小杰、孙焕玲

邯郸市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

（2018-2022）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

马利霞、高瑞宏、王 峰、唐保文、李一翔、

孟 洁、赵 雪、孟江霞、梁 衡、索晓岚、胡 浩、

杜海潮、靖海军、王顺章、樊亚楠



12

三等奖：78项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滦县省级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

方案
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崔立烨、张守利、张 浩、潘 娟、王 杰、吴

建成、王民成、张雪峰、刘长玲、田丽超、张

天翼、高 磊、王萌萌、黄晶晶、贺 飞

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城控制性详细

规划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大厂回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孙莉坤、牛 琦、史凤香、赵 超、张 健、要

广烁、王凤霞、李 明、时艳田、时 麟、李东

海、刘玉强、刘浩为、白 静、郝继善

宁晋县北部新区详细城市设计
同济大学

上海同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 健、吴庐生、熊 俊、韩娇林、杨少华、洪

芝兰、段 朝、黄 海、武晓春、葛成斌、雷鹏

飞、游小容、张国超、朱相如、雍璐洁

鸡泽县东部新区城市设计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苗运涛、张玉芳、夏 雨、李 洋、王小雨、赵

文娟、江 明、李湘茹、翟 浩、王利会、陈茂

原、孙洪艳、李雪峰、刘 振、甘 炼

衡水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专项规

划(2017-2030)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夏南凯、刘 冰、刘 晓、张涵双、曹娟娟、金

涛、高 禹、徐 雷、陈晓荣、李沛一、周于杰、

刘来玉 、安兆利、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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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市中心城区湿地保护规划

（2017-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晓辉、司绍林、郭力永、周佳颖、郭炳恒、

黄庆贵、张善斌、陈建刚、张 明、韩 杰

石家庄市中心城区社会生活圈规

划研究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郭凤霞、田亚微、乔润桌、孙立硕、李晓明、

吴 越、冯坤朋、王明宇、赵晓勇、杨学峰、

金文新、孙泽乾、罗佳丽、穆立雷、段雯雯

石家庄市都市区“多规合一”研究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田志强、乔润卓、郭凤霞、安桂江、张奇林、

张岩冰、冯坤朋、李志伟、谢雪燕、侯家豪、

王冬梅、沈利冈、田亚微、李 田、杨 露

邢台市东环城水系工程规划及景

观设计

同济大学

上海同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邢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 健、吴庐生、熊 俊、杨少华、韩娇林、郝

彬彬、姜 燕、刘海强、袁若彬、张 雨、康剑

锋、高 蓓、王建新、曹艳超、赵燕波

廊坊市中心城区城市修补专项

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上海同济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继军、韩胜发、吴 虑、董亚涛、赵 倩、余

美瑛、李 潇、魏水芸、刘庆余、崔文武、杨

肖明、韩志鹏、陈俊杰、郭燕妮、孙雅玲

河北省尚义县城区总体城市设计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 健、赵 斐、崔思达、郭鹏磊、李 睿、谢

四维、李 甜、王 星、徐 明、张治龙、王振

宇、郭树林、张 东、忻胜军、邢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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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

设计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郜 鹏、王 雷、宋志永、赵海明、陈 云、曹

丽丽、梁玉杰、孙 宁、王晓爽、高志辉、李 栋、

郝国镜、韩雪峰、赵晓朋、赵雪力

衡水工业新区（高新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衡水市规划设计院

郭 靖、赵拴波、李兰芳、李文娟、李志民、

郭 波、李姝颖、要广烁、牛 琦、孙 琳、王

云鹏、李宏伟、刘亚清、徐江涛、李 园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宋成业、李明聪、韩军辉、白冰川、沈利冈、

韩利明、吴 飞、谢康宁、王佳林、吴继芳、

彭怡欢、徐晓华、胡建军、段宇浩、张胜凯

任丘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保

定市城乡建筑设计研究院、保定市

规划编制研究与信息中心、任丘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王 禹、吴一鸥、董丽艳、范然然、侯 壮、瞿

继文、郭 昊、郭 艳、郑理文、初雅静、王亚

东、王菲菲、王红春、杨 坤、王 晨

白沟·王府壹号住宅规划设计方案
保定市城乡建筑设计研究院、保定

市规划编制研究与信息中心

瞿继文、侯永胜、付琛明、孟 彪、郭会亮、

张 浩、郭 昊、郭 艳、王伟涛、包朝乐门、

赵海隆、王 朝、耿疆棉、张 哲、郑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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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化景怡河西新区修建性详细

规划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

崔英伟、时玉斌、李真真、李 芳、钟 凯、白

小燕、许子超、司亚男、王 锦、刘 媛、赵文

杰、段 涛、曹亚昆、曹永星、史晓云

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魏晓耕、王静瑜、董亚军、高 敬、刘 坤、薄

春顺、王 丽、周立民、孙志姣、张凌云、王

振兴、赵宇飞、狄子琪、吴 蒙、王海波

望都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郭志奇、谢东旭、凌天琦、芮蓉蓉、李 磊、

陈宏宇、李 辉、解瑞升、陶立昆、李 浩、陈

宗耀、韩 锋、马 遥、陈沙欧、袁立坤

邯郸滏东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

体规划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

高瑞宏、薛晓娜、李建杰、陈天宇、张珊珊、

王 磊、张 欢、王俊英、车 芸、王璐瑶、韩

正华、许飞超、白永利

玉田县绿地系统规划

（2015-2030 年）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吴林蔚、万旭梅、林海峰、于建军、张 蕾、

汤永文、王 茜、蔺阳洋、聂庆娟、李迎秋、

张鹏娜、何思宇、石铁宁、姜文强、尹婧瑶



16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石家庄市文化

空间规划研究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安桂江、金文新、张奇林、段宇浩、陈 艳、

侯家豪、罗佳丽、孙立硕、闫彦茹、王虹璎、

冯坤朋、胡建军、杨 娜、刘舒平、李晓琪

存量规划思路下的省级行政中心

周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安桂江、张奇林、张彦平、张 琰、王双杰、

张 康、黄 野、马启星、孙立硕、彭庆龙、刘

彦伯、赵叶芳、郭立磊、杲 健、侯家豪

承德原二中及周边地块景观环境

整治方案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承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 杰、高中卫、霍晓卫、柳文傲、刘东达、

张 弓、何 苗、陆明环、李 敏、匡广佳、任 洁、

厉齐宇、刘正爽、韩 旭、高 洁

承德市近期建设规划 承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东达、马 征、李慧双、延云娟、李思源、

于 莹、高子泰、穆振兴、李春旭、徐 磊、张

奕佳、黄天宇、高佳雯、王荣斌、张兰兰

沧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017-2030 年）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郭 飞、刘秀花、杨梅荣、杨永莉、刘欣龙、

李 霞、耿凌燕、秦芳林、鄢 芮、李建睿、任

秀婷、王 猛、高 月、边寒郁、罗雅琨

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修订
唐山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张光文、张天文、胡 睿、葛 彬、吴 璇、赵 越、

赵 罕、赵小刚、李文杰、马 琳、张 洁、郑

云杰、周立民、李 娜、武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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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餐厨垃圾处理专项规划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中

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 冰、胡 洋、郭任宏、徐长勇、胡桂燕、梁

东花、于剑雨、蒲东栋、刘 畅、王 璐、董颖

芳、侯 威、范 超、杨 妍、刘晓倩

保定市开发区产业发展（建设发

展）规划（2018-2025 年）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保定

市城市设计院

姜 健、郭志奇、要 蒙、冉 磊、许少飞、杨 洋、

路灵灵、于文雅、朱梦华、王丽轩、陈 晶、

李春龙、张 亮、陈晓泽、王瑞敬

保定市小街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研究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保定

市规划编制研究与信息中心、保定

市城市设计院

姜 健、郭志奇、谢 寒、刘 勇、要 蒙、许少

飞、杨 洋、王丽轩、于文雅、朱梦华、陈 晶、

霍 巍、季文才、郑理文、王亚斌

邢台市滨江路（邢州大道-百泉大

道）道路规划
邢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康剑锋、王建新、高 蓓、赵燕波、连丽红、

曹艳超、范芬霞、游明培、李 昕、李小臣、

郭子尧、吴 明、王 珏、张 勇、孙焕玲

迁安市步行和自行车系统规划

（2017-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晓辉、司绍林、郭力永、周佳颖、郭炳恒、

黄庆贵、陈建刚、张善斌、张 明、韩 杰、邵

立飞、郭 伟、杨珺飞、张 轩、白建强

廊坊市中心城区排水与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刘成刚、贾 续、王翠娜、王 静、张天琪、王

东玫、李玉川、王成文、李红霞、张鹏飞、

张胜杰、王庆玉、刘 娜、程 佳、张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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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热专项规划

（2017-2030 年）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沈利冈、谢朝霞、胡建军、王文琪、东云峰、

张志波、杨宜将、陈小明、段宇浩、王 越、

刘晓宁、韩利明、王虹璎、杨 娜、孙蔚超

枣强县县城供热专项规划
衡水市规划设计院、衡水市城市空

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刘亚清、张 平、李 园、宋 娜、徐江涛、高 岩、

邵美琪、李 梵

秦皇岛市城市色彩规划 秦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郑心蓉、巩润刚、崔清远、陆 骄、王晓微、

张永明、贾化珍、毕 磊、李东均、宋 巍、边

有为、李长慧、郑君伟

承德市中心城区闫营子地段控制

性详细规划
承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东达、张毕成、王爱军、安 苗、徐 磊、朱

萱颐、池 磊、赵丹丹、李素贤、王秋实、张

兰兰、王荣斌、王志丹、张 月、张婉怡

廊坊万庄组团重点区域城市设计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刘成刚、孙雅玲、林海峰、袁敬诚、蔡新冬、

陈俊杰、白晓伟、巴音布拉格、侯旭龙、张民

意、夏柏树、路旭、刘万里、孙烟烟、吴林蔚

黄骅市北海路道路两侧城市设计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 鹏、王 昊、王志彬、李文呈、买芳汀、刘

泉廷、袁 静、尹博凯、秦 越、王 华、赵海

滨、孙国峰、刘俊玮、张小翠、张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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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许庆国、张丽芬、王红艳、徐海兰、宁庭国、

葛 霄、刘璐璐、叶海峰、车克铠、高 月、

杨梅荣、尹博凯、路 建、张霁光、付 鹏

沙河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5~2030)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北民诚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 锐、孙 涛、张晓宇、韩志鹏、段继霞、赵

元刚、曲 杨、李 强、李昆璇、尹 哲、陈 普、

甘 炼、刘 洋、孟晓坤、李 静

保定市快速路网规划研究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姜 健、孙燕明、杨常青、陈 涛、张 那、邸 晶、

张 旭、陈 晶、王 丹、张 颖、邸楠楠、胡薇

娜、苏永帅、侯 超、刘 猛

赤城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6 年修订）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霍占军、李 洁、赵 杰、梁 伟、霍 文、刘 鹏、

蒲杰鹏、耿亮亮、闪立伟、李奕飞、石 如、

李春阳、郭辛宇、李宗南、裴君男

任丘市城乡绿地系统规划

（2016-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

和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李 品、王艳芳、谷瑞龙、李 堃、郝红晖、史

婉捷、高 谨、田 琦、焦润才、秦笑颜、梁思

旻、白云鹏、栾丽波、李慧栋、崔素娟

河间市景和镇总体规划

（2017-2030 年）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许庆国、张丽芬、王红艳、徐海兰、宁庭国、

葛 霄、刘璐璐、叶海峰、车克铠、高 月、

马旭东、杨培永、刘 静、董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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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强县大营镇总体规划

（2017-2030 年）

衡水市规划设计院、衡水市城市空

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马 珂、李宏伟、王 勇、李 晋、张春然、吴

国浩、胡雅雅、黄晶晶、杨慧志、陈 普、王

智巍、钮旭渊、魏德昌、赵文普、谭园园

廊坊市中心城区炊庄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崔文武、孙晶晶、张东朝、廖 瑾、张 蕾、孙

烟烟、陈俊杰、郭燕妮、温江涛、林海峰、

石铁宁、贾 宁、马腾飞、吴林蔚、付 兴

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刘成刚、李 宁、田凤彪、张 蕾、崔 宁、任

汝翔、贾 宁、孙雅玲、林海峰、闫冰洁、马 楠、

韩东瑾、石铁宁、赵紫旭、尹婧瑶

张家口市桥东区中关科技谷控制

性详细规划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许 源、周 涛、王 磊、王娅男、杨玉婷、张 帆、

杨 妍、魏佳慧、董颖芳、侯 威、范 超、常

增辉、杜 宇、孟庆功、梁 琛

保定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拆迁安

置及配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邸楠楠、张 颖、苏永帅、陈 涛、季文才、高

雪晶、侯 超、王 丹、张 旭、张 那、邸 晶、

刘海波、骆嫣然、于 微、李 龙

沧州市天成名著修建性详细规划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许庆国、张丽芬、王红艳、徐海兰、宁庭国、

葛 霄、刘璐璐、叶海峰、车克铠、高 月、赵

灵芝、林 芳、张晓辉、杨 禹、任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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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县西北新区 A 地块（香缇湾）详

细规划
邢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景岩、陈 娟、李 剑、石晓东、阴天雷、郑

莎莎、刘 欣、李琳钰、姚延晓、苏晓楠、马 超、

苏 浩、李志超、杨 萍、秒英翠

天成岭秀·岭贤府修建性详细规划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许庆国、张丽芬、王红艳、徐海兰、宁庭国、

葛 霄、刘璐璐、叶海峰、车克铠、高 月、赵

灵芝、林 芳、张晓辉、杨 禹、任友兰

霸州市益津城区海绵城市建设专

项规划（2018-2030 年）

中土大地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民诚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梁永博、付俊彪、陈 普、和志颖、闵小波、

江燕利、杜忆倩、闵忠海、陈永生、刘淋晗、

张延宗、杨慧志、王学森、王智巍、魏 欢

清凉店镇镇区控制性详细性规划 衡水市城市空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王 蕊、高 岩、刘亚清、张 平、杨 玲、张 帆、

阴贺资、侯贺森

馆陶县城新区城市设计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

王环环、郑 全、李凤麟、李 玥、马耀琪、孔

祥龙、田 园、董瑞娜、马新源、王志勇、贺 琼、

高肖阳、路 阳

秦皇岛市停车设施规划

（2017-2020）
秦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维平、郑 彬、崔清远、巩润刚、安 娜、

闻海梅、陶 岚、邵占林、李长慧、郑君伟、

邢 雯、黄晶晶、胡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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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2017-2030 年）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南洪路、王绍煊、郭 飞、杨梅荣、刘欣龙、

耿凌燕、秦芳林、鄢 芮、李建睿、王 猛、任

秀婷、高 月、边寒郁、罗雅琨、张金霄

廊坊市中心城区燃气专项规划

（2018-2030 年）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新地能源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刘成刚、张东朝、林海峰、于春美、王素云、

董志伟、贾 宁、闫冰洁、王虹骁、殷向琴、

赵乃康、马艺丹、孙玉冰、吴国光、苏雅拉图

唐山市路南区城南经济开发区市

政专项规划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董亚军、王 丽、杨 帆、张景轩、狄子琪、张

凌云、魏晓耕、刘 坤、王振兴、王静瑜、高 敬、

孙志姣、张 京、吴 蒙、张 江

易县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专项

规划(2017-2030 年)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 仲、张胜军、李铁柱、彭荣缓、赵 锋、董

伦山、曹 盼、高雪晶、张 蕾、石恩承、许丙

未、李 萌、张文静、高 伶、陈 航

邱县节水专项规划 河北民诚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 普、王凤良、杨路军、杨慧志、王智巍、

魏 欢、甘 炼、李 静、路 苗、王海红、魏德

昌、张延宗、胡大力、赵文普、宋 楠

廊坊市中心城区消防工程专项

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崔文武、孙晶晶、孙雅玲、马鲜萌、张 蕾、

陈俊杰、郭燕妮、贾 宁、田凤彪、石铁宁、

张 骏、赵紫旭、刘 娜、殷向琴、韩东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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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崇礼区西湾子镇城乡统

筹规划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文 静、孙东林、李肇星、高 杨、刘一丁、戈

录辉、杜 尧、梁 琛、潘志平、任智强、宋晓

龙、高 彦、任 利、郭小晨、林建洋

张家口市主城区商业网点规划

（2019-2035 年）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高 杨、高 彦、周 涛、李肇星、杜 尧、戈录

辉、梁 琛、刘一丁、潘志平、文 静、辛 叶、

任晓英、董 琳、郭文娟、周 玮

河间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 鹏、王 昊、刘泉廷、买芳汀、袁 静、尹

博凯、秦 越、王 华、孙 琪、张 丽、任友兰、

董 军、韩馥安、尹 康、谷呈伟

张家口坝上地区农村城市化研究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霍占军、李奕飞、赵 杰、郭辛宇、范 超、耿

亮亮、石 如、高金龙、许海英、李少聃、李

小燕、岳 帅、曹亚昆、耿 欣、张 颖

唐山市主城区消防专项规划

(2017-2020)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杨帆、张凌云、董亚军、王静瑜、魏晓耕、王

振兴、高 敬、魏 峰、马 琳、刘 坤、王 丽、

孙志姣、李 燕、狄子琪、吴 蒙

迁安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
河北和恒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赵英华、郭 伟、李燕魁、王光龙、王 璇、徐

文玲、陈 双、张 洁、李 伟、高 见、任学昆、

章 岩、孙海昆、戴曝寒、李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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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安县绿色城镇体系建设总体

规划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霍占军、周 涛、李肇星、李奕飞、李 洁、胡

桂燕、赵 杰、刘 鹏、张 帆、吴英阔、任玉

龙、韩宝华、何晨霞、王双吉、张莎莎

廊坊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崔文武、郭燕妮、孙雅玲、温江涛、张 蕾、

陈俊杰、马 楠、崔 宁、韩东瑾、贾 宁、田

凤彪、王虹骁、殷向琴、吴林蔚、尹婧瑶

南和县中心城区城市设计

（2016-2030）
邢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瑞华、杨海丽、张延辉、董建云、李志涛、

卜连平、陈家明、李琳钰、姚延晓 、刘 欢、

岳 莺、要 坤、李伟哲、刘翠娟、王瑞娟

井陉矿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规划 北京中元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孙成林、刘秉良、崔立烨、刘亚同、张守利、

翟杨杨、苗润涛、王酋艳、任少飞、程东勇、

张菁怡、康志静、郭丽红、聂湘玉、张 洋

深州市烈士陵园景观规划设计
河北阡陌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郑占秋、李 静、刘 芳、郑晓倩、赵 洁、郑

晔华、李鹏华、李静祎、侯江锐、郑 白、马

丽华、姚钧严、乔伟鹏、郭洪丽、马 琳

昌黎县中心城区移动通信基站布

局专项规划 秦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钟 峰、庞 莎、陆 骄、刘玉 、邢 雯、陈 普、

谭园园、魏德昌、钮旭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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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白干南厂区域城市设计 衡水市城市空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肖国辉、史肖丽、张亚萍、刘 伟、常胜男、

李 晖、刘 宁、李 园、张 帆、宋 娜、谭园

园、王萌萌、钮旭渊、邢玉欣

北戴河新区滨海新大道两侧城市

风貌规划
天津中怡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宋 静、陈 豪、凌春阳、王晓薇、程明明、陈

心予、周诗壹、张治中、李媛娜、王 静、孟 琦、

李 烨、王雅杰、闫 雪、王海波

平山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2018

－2030 年）
河北和恒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赵英华、赵林梅、肖 丽、王 娟、李燕魁、王

光龙、王 璇、卢 愉、李 雯、乜晓映、王兴

旺、曹成然

表扬奖：20项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沧州市主城区通信工程专项规划

（2016-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沧州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和腾城乡规划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梁素真、李 明、崔士革、耿凌燕、杜学治、

赵仪瑾、王绍煊、郭 飞、桑敏敏、杨梅荣、

王 猛、时 麟、刘欣龙、任秀婷、边寒郁

复兴区康湖城郊森林公园（邯郸

市西部生态屏障康湖核心区）概

念规划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沈 丹、董 亮、张 艳、周 旭、孟献德、吕

璐珊、孟 悦、陈 晨、蔡婷婷、张 姝、丁

晓玲、王 莹、刘志芬、张 磊、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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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渤海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港城新区）及城市设计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孙 涛、张晓宇、张 锐、李述尧、吴正平、

曲 杨、李昆璇、张晓雪、李 强、王美玲、

陈 普、杨慧志、张建国、孟晓坤、刘 洋

石家庄市历史建筑调查和保护研

究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张奇林、肖立宾、郭立磊、高辰子、葛黎佳、

李 田、吴 越、陈 艳、杲 健、李晓明、闫

彦茹、黎莎莎、李金霖、陈 晨、胡雅菲

涿州市中心城区 3-01、3-02、

3-03、3-04 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徐松岳、孔 宁、苑聪帅、朱景玉、张凯强、

张国庆、程伊萌、高 芸、刘路路

行唐县发展战略研究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深圳市蕾

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吴继芳、倪春波、李明聪、张 琰、王双杰、

吴 飞、张 康、宋成业、曹丽园、谢康宁、

赵 博、王佳林、李晓娟、王二伟、韩丽芬

献县淮镇镇总体规划

（2018-2035 年）
沧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南洪路、王绍煊、郭 飞、鄢 芮、边寒郁、

耿凌燕、李建睿、杨梅荣、秦芳林、刘欣龙、

任秀婷、王 猛、张金霄、罗雅琨、高 月

王家营棚户区改造项目 河北大成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岳 欣、王小文、齐 晓、牛国安、苏亚辉、

李秀霞、李 倩、庞海军、冯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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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县津保铁路白沟站站前广场规

划设计

保定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保定市

城市设计院

姜 健、郭志奇、要 蒙、刘 勇、许少飞、

王 龙、于文雅、陈晓泽、王丽轩、朱梦华、

李春龙、陈 晶、张 亮、王瑞敬、白 皛

石家庄市城市远景发展与城市轨

道交通协调发展研究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乔润卓、田亚微、安桂江、郭凤霞、罗佳丽、

郭士梅、宋 珂、王语夫、刘海红、段雯雯、

吴 越、林世浩、吕少峰、焦金玲、李 田

邢台市城市修补规划 邢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风军、曹宽义、王诒建、张 兵、焦振东、

齐亚楠、范 康、刘蒙蒙、刘 冰、史文芳、

杨 斌、王 璐、贺小杰、王 珏、孙焕玲

秦皇岛市历史建筑保护图则 秦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永明、郑 彬、钟 峰、贾化珍、王宗琦、

李 忱、崔清远、李长慧、郑君伟

张家口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

划（2016-2020 年）
张家口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孙东林、高 杨、宋晓龙、戈录辉、梁 琛、

任智强、王 位、刘一丁、潘志平、吴英阔、

毕重天、贾海宗、霍占江、王占军、顾俊丽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模型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中国地铁

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安桂江、李世民、任伟强、梁丽华、付 雷、

俞懿宸、张胜凯、尚勇峰、唐正锋、李志伟、

王斌柘、田志辉、程雅萌、宋 策、尹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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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徐水哈弗城修建性详细规划
保定市城乡建筑设计研究院、保定市

规划编制研究与信息中心

侯永胜、孟 彪、付琛明、郭会亮、丁福峰、

王圆圆、于伟韬、刘金红、刘天华、王雪莲、

王 朝、瞿继文、郭 艳、郭 昊、郑理文

唐山市中心城区充电设施专项规

划(2016-2020)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王 丽、朱海亮、张景轩、张凌云、王静瑜、

王振兴、魏 峰、李 燕、刘 坤、高 敬、魏

晓耕、董亚军、孙志姣、狄子琪、吴 蒙

廊坊市重点道路景观整治规划 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刘成刚、林海峰、殷向琴、韩志鹏、张 蕾、

薛 婧、郭燕妮、闫冰洁、赵紫旭、孙雅玲、

韩东瑾、张 骏、赵乃康、王虹骁、尹婧瑶

顺平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

（2018-2030 年）

保定市城乡建筑设计研究院、保定市

规划编制研究与信息中心

瞿继文、郭 昊、郭 艳、崔璐洁、胡 佳、

于 梦、樊夕龙、左子美、李 佳、侯永胜、

孟 彪、付琛明、郭会亮、谭园园、郑理文

新乐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018-2030 年）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北和

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史婉捷、李 堃、焦润才、田 琦、李 品、

栾丽波、王艳芳、谷瑞龙、秦笑颜、梁思旻、

高 谨、白云鹏、郭栋桦、乔伟鹏、李婉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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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寿县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河北北方绿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胡玉强、赵 彬、尉明智、刘耀雄、杨志伟、

杨 润、尤玉岩、张 超、胡晓凯、鞠 翰、

崔鹤锋、刘浩杰、黄 磊、杜艳茹、陈 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