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zO22青岛第三届王程建设领域

室内设计太赛
”

的通知

各设计单位、建筑装饰企业、各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 《关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推动青岛文化创意

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实施细则》、《山东省建筑工程装饰装修管

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建设管理的

通知》等文俳糟神 ,雒潮莆岛萜室内设诗衍业发展,坳力莆舄

捋邋成为中圜北方黝
“
设计之揶

历9让 〃
青岛设计

“
臧为一冁



崭澌豳躐礴名片;网时为棚冁金邋阚鲫擞术交瀛,不断掇蠃辘

蔽工程健设领臌室内设谛水晋 ,∴莆蠲菔韭恭健缆工稷擎会、青

岛市勘察设计协会、青岛市崂山区工程技术服务业协会、青岛

西海岸新区土木工程勘察∷设计学会共同组织开展
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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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主办单位:青岛市土木建筑工程学会

青岛市勘察设计协会

青岛市崂山区工程技术服务业协会

青岛西海岸新区土木工程勘察设计学会

承办单位:青岛市土木建筑工程学会室内设计专业委员会

《青岛设计界》编辑部

支持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

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

青岛理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光环境设计研究所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公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青岛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第八设计研究院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华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颐金建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中环方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瀚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青岛市土木建筑工程学会、青岛市勘察设计协会、青岛市崂

山区工程技术服务业协会、青岛西海岸新区土本工程勘察设

计学会共同组成
“⒛22青岛第三届工程建设领域室内设计大赛

”

组委会,负责组织本届
“
室内设计大赛

”
的征稿、初评和复评等

相关工作。

二、竟赛作晶及要求

本届大赛设公共空间类、酒店类、医疗卫生类、公共交

通类、居住类和办公空间类六个类别 ;



公共空间类 :学校、展馆厅、市政公园、体育场馆、宗教

文化氵

酒店类 :五星、非五星、奢华五星、经济 ;

医疗卫生类 :医院、(康 )疗养院、私人医疗、净化厂房、

实验室 ;

公共交通类 :机场、车站、轨道交通 ;

居住类:房地产住宅精装修样板间、售楼处、酒店式公寓 ;

办公空闯类。

本届大赛参赛作晶设计风格不限,注重创意,在空间结

构、业态类型,甚至是运营模式上有较大的创新突破 ,严禁

抄袭剽窃,同时还应符合如下要求 :

1、 项 目必须是 ⒛21年 9月 1日 至 ⒛22年 8月 31日 期

间内在青岛市辖区内独立完成的实景作晶 (已实施项 目或实

施中的顼 目);

2、 符合国家相关的规范、标准及规定,满足国家工程

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

3、 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室内建筑方针9体

现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 ;

4、 提倡以人为本,创造出实用、和谐、舒适、安全的

生活环境,布局、功能分区既要满足功能的要求,又要给入

以美的视觉感受 ;



5、 根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应当进行施工图审查的

参赛项 目,应同时提供相关审查合格证明材料。

三、参赛范圈

青岛市辖区内 (含外地入青、驻青 )从事室内设计的设计

单位、建筑装饰企业、有关单位,均可参赛。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参赛方式及时闻要求

本次大赛采用线上串报方式,由青岛市土木建筑工程学

会室内设计专委会及 《青岛设计界》编辑部负责奖项答疑与

申报材料接收,电子材料报送邮箱提交,提交成功后 ,不可

更改。

同时申报多个参赛项目的,应按照项 目分别提交申报材

料,不可合并申报。

本次大赛申报时间截止至 10月 15日 ,以 电子邮箱接收

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电子材料报送专用邮箱 :qdshojijie@163。 ∞m。

联系人: 于风雷

联 系 电话 : 13705325322  0532-83811670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申报材料按内容分为 :

1、 第三届工程建设领域室内设计大赛申报表 (详 附件一 );

2、 室内设计大赛申报展示资料。

(1)设计说明。格式应为不低于 300字 word文档 ,内

容应包括项 目概况、设计理念、设计亮点、主要材料及新科

技、新产品采用等方面,通过具体的数据、材料及效果展示

等陈述自己的设计过程 (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构思、设计亮

点、施工工艺、装饰装修材料、内部设施等 );

(2)效果图。各类方案效果图不少于 8张 (参赛人可

根据项 目实际体量提供 )。 效果图需附设计理念、设计说

明、材料说明;自 行设计版面 (统一采用横式构图),但不

能出现作者的姓名及设计单位,最终电子文档保存为多页的

米。PDF格式,图片需清晰 ;

(3)施工图。需包含主要平面图、立面图;需 CAD原

文件和多页的球。PDF格式,CAD原文件为来。DWG格式,导出的

图片需清晰,线状明显,建议
“
打印范围

”
在窗口选项下 ,

布满图纸 A3尺寸导出。去掉比例标注 ,墙线需适当加粗 ,

承重墙线要粗过非承重墙;门 窗以及内部摆设的物品,线粗

可一样,但要细于非承重墙 ;图 中要标注文字,注明卧室、

客厅等主要场所,字体可适当放大 );

(4)材料清单。需包含主要装饰装修材料名称、晶

牌、型号、产品标准、生产厂家等信息,文件应为 Exce1格

式 ;



(5)装修费用预估算或详细概算分析。需包含空间名

称、装修材料做法说明、单平方造价 (或各空间详细概算分

析 )、 面积、总价等内容,文件为应为 Exce1格 式 :

(6)所有参赛作晶申报材料必须齐全,资料不全的取消

参赛资格。

3、 参赛作品中不能出现作者姓名、单位或其他具有辨识

度的信息。

4、 申报工程建设领域室内设计大赛各奖项的项目,每个项

目申报设计入员不得超过 5人。双方合作完成的项目应由为主的

设计单位、建筑装饰企业参赛;合作单位共同完成的顼目,应在

参赛表
“
主要设计人员

”
表中加盖合作单位公章。申报项目获奖

后,原 申报设计人员及排序不得调整。

六、大赛评审

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业界权威专家、知名学者、教授及资深

室内建筑设计师等,成立
“
第三届工程建设领域室内设计大赛

作晶评审委员会
”。依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甄选获奖作品,并审

定获奖类别。

1、 评审的目的和基本原则 :

(1)推动青岛市室内设计行业发展 ;

(2)表彰优秀室内设计作品和室内建筑设计师 ;

(3)提高室内建筑设计师创作水准 ;



(4)促进学术交流与学习。

2、 评审的进度安排 :

评选分两个阶段,第一轮初评时间拟定于 ⒛22年 10月

下旬,终评时间拟定于 ⒛22年 11月 上旬。相关评审细则请

关注后续通知。

七、奖顼设立

本届大赛设立金奖、银奖、铜奖三个奖项。

其中:公共空间类 设金奖 1名 、银奖 3名 、铜奖 6名 。

酒店类   设金奖 1名 、银奖 3名 、铜奖 6名 ;

医疗卫生类 设金奖 1名 、银奖 3名 、铜奖 6名 ;

公共交通类 设金奖 1名 、银奖 3名 、铜奖 6名 ;

居住类   设金奖 1名 、银奖 3名 、铜奖 6名 ;

办公空间类 设金奖 1名 、银奖 3名 、铜奖 6名 ;

缀委会有权搌掘参赛作儡提交慵况鄹评审意见,调整奖瑙数

八、知识产权等其他相关说明

1、 所有参赛作晶必须为原创作晶,参赛者严禁抄袭或仿

冒别入的设计作晶。一旦发现参赛者存在侵权行为,主办单位

有权取消其资格 9由 此产生的侵权法律后果及责任全部由参



宣传的权利。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本

品设计方案进行宣传、出版、展示等,并且i不 得向第三方转让 ,

否则,主办单位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

3、 本次大赛所有相关资料仅供参赛者个人参赛使用,任

的获奖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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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不得擅自散发传播、否则、主办方有权追

4、 主办单位权利保留:(1)若对奖项结果有任何争议 ,

一切均以终评结果为准 ; (2)为倮证作晶质量 ,主办单位保

留对部分奖顼空缺的权利; (3)大赛主办单位对本次大赛拥

有最终解释权。

附件:(一 )第三届工程建设领域室内设计大赛申报表。

青岛市土木建筑工程学会

青岛市勘察设计协会

青岛市崂山区工程技术服务业协会

青岛西海岸新区土木工程勘察设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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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2年 9月 1日



附仵一、第三届工程建设领域室内设计大赛申报表

主要设

计人

姓名 手机号 主要设计人

照片性 别 身份

证号

设计人 姓 名 手机号

性别 身份

证号

参赛组别 □公共空间类; □酒店类; □医疗卫生类 ;

□公共交通类; □居住类; □办公空闻类。

参赛人或机构

电子邮箱

简历或

机构介

绍

设计

说明

备注 :请将此表和申报展示资料、团队介绍等相关内容打包发送

蚤≡由阝箱 : qdS匕 ejijieΘ 163~co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