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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成都保利大都会项目

项目类型 :

项目地点 :

竣工时间 :

建筑规模 :

项目状况 :

开发单位 :

设计单位 :

商业综合体

四川 成都

2017 年

30.2 万平方米

实施阶段

保利地产

霍普股份

CHENGDU POLY 
DADUHUI PROJECT

地块位于成都市大丰新区北星大道和大天路交汇处，处于城市发展轴线和

区域发展轴线交汇的区域，也是整个大丰片区的商业中心，商业价值较高，

具备商业发展潜力。用地面积为 62896.44 平方米，性质为商业（综合）用地，

地下用地面积 8 万平方米，容积率为 3.5。

[ 项目简介 ]



项目力求打造一个信息时代下的全新生活体验中心，规划采用了精巧的轴

线设计，整个规划以项目的中心广场为圆心向外辐射数条规划轴线。以项目

西北角、西南角入口与中心广场的连线分别形成两条商业街轴线；以西侧公

寓塔楼间入口与中心广场的连线形成从地块西侧住宅区直至项目的规划轴

线，形成通畅的视线通廊；以东北角主入口与中心广场的连线形成购物中心

轴线。

[ 设计理念 ]

本项目北侧是城市待开发区域，南侧为厂区和公园，北侧东侧紧邻城市干道，

现规划将 Mall 放置于基地东北侧，Mall 内侧设置商业街，基地西侧设置公

寓塔楼，南侧设置公寓及办公塔楼，对外城市展示性较好，利于做长线开发考虑，

既兼顾 Mall 对外城市展示功能，又兼顾过境人流的顺利通过性，同时商业

街对东南角广场入口有较好的展示。

[ 规划布局 ]



HANGZHOU POLY 
CENTRAL 
RESIDENCE02杭州保利中央公馆

项目类型:

项目地点:

设计时间:

建筑规模:

项目状况:

开发单位: 

设计单位:

住宅

浙江 杭州

2015 年

18.9 万平方米

实施阶段

保利地产

霍普股份

项目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艮山西路与新塘路交叉口西南侧，地块东侧紧临地铁

4 号线新塘路站，距杭州东站约 1.5 公里，距西湖景区约 6 公里，南距钱江

新城约 4 公里，区位交通配套优势明显，未来发展潜力巨大。规划有集中商业、

办公、社区中心、幼儿园、物业配套和高层住宅。

[ 项目简介 ]



总体规划被地块中部曲折蜿蜒的规划道路划分为南北两个高品质高层住宅

组团及地铁上盖商办的复合社区。

北侧的商办区塔楼突出于裙房直接落地，面向新塘路和艮山西路交叉口，这

样的布局方式既增加了楼的挺拔感，同时也通过塔楼的落位以及塔楼的立

面塑造打造区域地标，向城市展示项目形象。 

高层住宅组团通过南北主入口的对景处理，将其自然有序的结合，使之形成

一轴两核心的空间布局。规划结构清晰，住宅基本正南正北，南北通透，大花

园大空间，突出组团景观优势。

[ 设计理念 ]



HEFEI SHIMAO
HIGH-TECH ZONE03合肥世茂高新区项目

项目类型 :

项目地点 :

设计时间 :

建筑规模 :

项目状况 :

开发单位 :

设计单位 :

住宅、商业

安徽 合肥

2016 年 12 月

20 万平方米

报规阶段

合肥世茂

霍普股份

地块位于合肥高新区高端低密度豪宅集聚区，区块认可度非常高；位于高新

区大蜀山西南，北雁湖北侧，背山面湖，上风上水，自然资源独一无二，尤其

是低密豪宅的集中地，地块距离政务区约 5 公里，距离西二环约 6 公里，交

通四通八达。

[ 项目简介 ]



通过具有院落的院中墅，院中叠产品体现传统的徽派精神，以“徽意”为设

计主旨，以聚落为布局形态，形成三个自然聚集空间，通过无水不成居“水”、

筑牌坊以传世显荣“门”、林断山明竹隐墙“墙”、桂华流瓦纤云散“瓦”、曲

巷幽人宅，高门大土豪“巷”创造出具有传统中式居住生活体验的大气空间。

[ 设计理念 ]



项目采用“新中式”主义风格，结合现代材料和手法以及对现代居住体验的

需求，通过体现中式住宅的神韵与精髓，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空间，让传统

艺术在当今社会得以体现，并独具匠心的建筑作品。整体风格表达了对清雅

含蓄，端庄丰华的东方式精神境界的追求。整个项目外立面采用干挂石材与

面砖，仿木纹铝板相结合的形式体现出具有文化气息、文化理念的现代中式

生活理念。

院中墅、院中叠产品采用院落组合的构成模式，创造“天人合一、浑然一体”

的居住空间，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体现居住环境的稳定、安全和归属感。

更多的露台空间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而更多的地下空间发掘则是更

多的百变生活空间，同时为本项目带来更多的亮点与卖点，地下两层的空间

均设置了较大的地下庭院，保证了更多的阳光与空气通风的效果。结合中式

建筑的理念共同打造出大气空间的生活居住场所。

[ 建筑设计 ]



MOGAN MOUNTAIN
BOUTIQUE HOTEL04莫干山艺术精品酒店群落

项目类型:

项目地点:

设计时间:

建筑规模:

项目状况:

开发单位:

 

设计单位:

酒店

浙江 湖州

2016 年 11 月

约 20 万平方米

报批阶段

千里走单骑文化

旅游有限公司

霍普股份

地块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庙前村，局部位于紫岭村，南临零九

省道，北依莫干山峡谷漂流，背临高阳山。项目占地面积为 20 万平方米，建

筑用地面积约1.5 万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以文旅小镇之名，

打造 15 间艺术酒店及民宿。

[ 项目简介 ]



项目以艺术，奢华，生态，为主题，通过基础设施与乡野配套的建设，致力于

打造为客人心驰神往、让民宿的旷野情操能够挥洒的广阔天地。莫干山文旅

小镇由艺术酒店及民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匠区、餐饮购物体验馆、美术馆、

种养殖基地、竹林温泉和儿童产业园等多种新兴乡创文旅业态交互组成。

[ 设计理念 ]



项目地处东西向的整个山谷中，根据地貌特征划分为野、丘、谷、岭、峰五个区域。

野：地处山脚平地内，景观形态丰富多样，将其规划为公共室外活动区域，设

有漂流，动物游乐园，大棚种植，匠人文化儿童体验区，驻留艺术家工作室，

水中茶亭，稻田小屋等活动。

丘：地处小山脊之上，交通便利，景观优越，将其规划为酒店首开区。设接待中心、

1#、 2# 酒店、员工宿舍、停车场等。山脊之上设 14# 和帐篷酒店。

谷：谷中较狭长，有一天然绿潭。在西侧（溪流的下游）设计大湖，与绿潭交

相呼应，并在水下设美术馆、餐厅、2# 酒店，近观流水，远望稻田。水上设

4# 酒店，两水之间溪水旁设 7# 酒店，绿潭东侧平坦处设匠人村与 8# 酒店。

岭：地处山脊顶部。在山脊顶部绝佳观景地设 3#，5#，6# 酒店。

峰：地处山谷的最高处，向北远望村庄，远山，向南遥望山谷。酒店选址或在

山顶之上，或横跨朱林海之间，设 9#、10#、11#、12#、13# 酒店。

[ 规划布局 ]



R&D
住宅标准化事业部

PA RT02



为了提高地下车库的设计水平，完善实际工作中对地下车库的把控，

进而使研究成果能够推广到全公司的运用、提高使用 Revit 的效率，

效果能够对等于 CAD 或其他软件，并能实现的成果的延续使用

地下车库的“BIM” 应用

 研发背景1

1. 重复计算，面积 / 车位 / 单车指标 / 地下室

2. 无量化指标评价，方案比选需要出多种方

    案选择

3. 可否建好 Revit 模型的同时，导入原始地

    形得出土方的相关参数

4. 地下车库中重点是车位打门现象等无效车

    位是否检验

5. 评价车库利用效率 ，不能单纯的单车指标

    与车库面积来区分

 解决三类五大问题2
信息交互与关联

土方计算与车位验证

车库评价与地库专项设计



 

 研发期望3

把问题梳理 5 个部分，通过 5 个部分的的问题针对性的研发并给出解

决思路以及最后呈现效果的成果，依据技术力量依次完成下面 5 项

成果，并对有其重要意义的难点分步骤重点突破

成果一：单车指标 / 车位数 / 面积

表 / 地下室 / 等实时联动

数据重复计算      → 可变量全联动

方案比选             → 确定对比逻辑，用真实可靠数值说

土方计算             → 建好 Revit 模型的同时嵌入原始地形自动得出

车位 / 车门验证  → 车位无效 / 车门碰撞现象，红色凸显

评价车库效率      → 单车 / 综合成本指标与车道有效性规则综合判定

 研发成果4

成果二：车道有效性与高、中、

低效车位占比评价图

实时反馈

同一文件

同步修改

不同视图

成果三：车位自身有效性鉴定 成果四：土方 “开挖”+“回填”

1.实际情况下，为了地库车

位充数，形成了很多无法使

用却卡着规范边界线的车位

2.传统车库无法完成对车位

的自检，特别是车门撞墙，

碰柱现象时常发生

3.制定原则，确定实

现成果的，所有碰柱

撞墙的车位均冒红



 

对比汇总表

方案 1 成本表 方案 2 成本表

对比汇总表

提取数据 分析数据 导出结果

成果五：方案成本优劣量化比较



NEWS
霍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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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携手并进 , 霍普股份喜迎第14 个诞辰日

02 霍普股份荣膺“2016 年度阳光城集团优秀设计供应商”

03 霍普股份与奥园地产集团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04 霍普股份荣获“最佳创意办公空间奖”

05 六大知名高校正式在霍普股份设立实习基地 



3 月 3 日，所有霍普人齐聚一堂，欢度霍普股份第 14 个诞辰日。为感谢

每一位霍普人的付出和奉献，诞辰日当天，公司高层换身为大厨为每一位

员工亲手送上下午茶，与大家共同分享霍普成长的喜悦。自公司成立以来，

霍普始终秉持“员工与客户同等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员工因公司发展而

成长，公司也将因员工而走的更远。

携手并进 ,
霍普股份喜迎第 14 个诞辰日

01



3 月 17 日，阳光城集团 2017

供方大会在上海隆重举办，霍普

股份凭借优秀的设计实力，荣膺

“2016 年度阳光城集团优秀设

计供应商”。霍普股份与阳光城

集团的合作始于 2011 年，两者

合作打造了多个精品项目：气质

稳重、品质尊贵的福州阳光凡尔

赛宫；静谧的都市园林、宽景院

墅的上海花满墅；福州东大门地

标的福州阳光城大都会等。盛典

当天，霍普股份董事、副总经理

成立应邀出席，与阳光城集团高

层共聚一堂，畅想未来。

霍普股份荣膺
“2016年度阳光城集团优秀设计供应商”

02



3 月 30 日，霍普股份与奥园地产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奥园地产

在全国拥有近 80 个开发项目，连续 15 年蝉联“广东地产资信 20 强”，

早在 2015 年，霍普股份就与奥园地产合作完成佛山奥园一号项目，该案

位于佛山重点发展区域。项目整体呈现围合形，设计风格独树一帜，现为

当地地标性楼盘。良好的合作经历奠定新合作基础，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

正式签订，预示着霍普股份与奥园地产将在 2017 年进一步深化合作。

霍普股份与奥园地产集团
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03



早春 4 月，由建筑中国俱乐部发起的“最办公”2016 上海最佳办公空间

评选活动，经网络投票及专家评审，最终共评选出 20 家办公空间奖项，

霍普股份荣获 “最佳创意办公空间奖”。办公室设计师——吴叶熊受邀

出席颁奖典礼。

霍普股份荣获“最佳创意办公空间奖”

04



目前，国内六所知名高校已正式在霍普股份设立实习基地，包括同济大学、

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以及重庆大学。

作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霍普股份将每年为合作高校优秀学生提供实习机

会，并授予资深设计负责人实习导师聘任证书培养优秀建筑设计人材。

六大知名高校
正式在霍普股份设立实习基地

05



UIA-HYP CUP
UIA- 霍普杯

PA RT04



UIA- 霍普杯 2016 国际大学生
建筑设计竞赛颁奖典礼圆满举办

霍普股份独家冠名的“UIA- 霍普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是国际建

筑师协会（UIA）在中国唯一授权的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是中国最有影

响力、规模最大的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之一。霍普股份与 UIA- 霍普杯竞

赛已成功步入第六个年头，记录和见证了建筑设计学子的成长，也折射出

中国建筑创作的思考与探索。

UIA- 霍普杯 2016 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颁奖礼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

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圆满举办。UIA- 霍普杯 2016 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

竞赛是一场由国际建筑协会（UIA）任国际主办，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

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任主办单位，由霍普股份独家冠名的面

向国际建筑高校大学生的年度盛宴。



2016 年竞赛由著名建筑大师伯纳德·屈米先生担任主席，中国工程院院

士崔愷先生担任执行主席。屈米先生根据演变中的建筑这一大主题及当今

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拟定了题目“概念与标示”。竞赛共收到来自国内

外的 3000 余份作品，并评选出一等奖 1 组，二等奖 3 组，三等奖 8 组以

及优秀奖、入围奖若干组。

此次颁奖礼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孔宇航老师担任主持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崔愷及霍普股份董事成立为颁

奖典礼致辞。



崔　愷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冬青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颀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一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学名师

司聚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书记

孔宇航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维仁    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王惟仁建筑设计研究室主持建筑师

李岳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齐　欣　 齐欣建筑总建筑师

王　辉　 URBANUS 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章　明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主任、教授，同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原作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苏　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彭礼孝    《城市·环境·设计》(UED) 杂志社主编、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教授、  

               CBC（China Building Center）主任

柳　青   《城市·环境·设计》(UED) 杂志社执行主编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龚　俊　董事长、总经理、首席设计总监

赵　恺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首席设计总监

成　立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颁奖典礼出席嘉宾



UIA- 霍普杯 2016 获奖作品
深圳大学巡展开幕 

4月15日，UIA霍普杯获奖作品高校巡展（深圳大学站）开幕仪式盛大启动，

本次巡展由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仲德崑院长主持，中国工程院院

士、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孟建民、霍普股份董事、副总经理成立受邀担任致

辞嘉宾。

举办获奖作品巡展旨在汇集优秀的建筑学专业人材，搭建共同探讨和交流

的平台，不断碰撞出新的灵感与火花。2016UIA 霍普杯的一二三等奖以

及优秀奖，共计 32 份作品参与本次巡展，展出于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院馆一楼。

霍普股份董事、副总经理成立受邀为开幕式致辞，成立董事首先对获奖作

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她同时高屋建瓴地指出建筑设计学是一门宽

泛学科，建筑设计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演绎出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希

望建筑设计学子们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在建筑创新、

设计与传统文化、地域环境结合等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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