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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目的和目标
第五届国际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旨在寻求超越传统以解决可持续性挑战的建筑解决方案和愿景。即日起请访
问官方网站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enter报名，截止日期为2017年3月21日（国际标准时间14:00
）。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通过系列区域和全球赛事以促进可持续建筑创新。两项赛事奖金总额为200万美元，分别为
三年一届。
参赛作品合格性
拉法基豪瑞可持续建筑大奖赛分为两大类别：拉法基豪瑞奖（主奖项）和新生代奖（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
）。在两大类别中，参赛作品必须在2016年7月4日前尚未动工。参赛者可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参赛，其提交的
作品数目不限，但同一作品不能同时报名两个参赛类别。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奖项）面向处于高级设计阶段、具有较高实施概率并对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有所
贡献的参赛作品。（有关“评选指标”详情，请参阅本指南第40页或浏览官方网站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target). 所有作者必须年满十八周岁（1999年3月21日或之前出生）。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面向对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有所贡献的前瞻性作品和大
胆创意。所有作者年龄必须在18-30岁之间（出生日期在1985年7月5日至1999年3月21日之间）。
年龄在30岁以下的学生和专业人才并非仅限于角逐新生代奖项。每一个高级设计阶段，完全达到主奖项要求的
参赛作品，不拘作者的年龄和资格，凡极有可能实施的、处于高级规划阶段的作品均可参加主要类别的角逐。
所有参赛作品只能以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之官方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语言--英文提交。提交参赛作品只能使用在
线申报表格，恕不接受书面（硬拷贝）申请。网址和多媒体链接不得视为申请之一部分。如果对提交在线表格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帮助中心：helpdesk@lafargeholcim-awards.org
比赛区域
参赛作品根据作品所在地（而并非作者所在地）来划分参赛区域。且参赛区域为5大地理区域：欧洲，北美，拉美，中东
和亚太地区。对于没有选定地点的参赛作品，其“区域”根据作者/联系人居住国予以定义。
奖项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区域赛和全球赛）每一轮奖金总额为200万美元。
大奖赛奖项，荣誉奖和新生代奖项将于2017年9月至11月在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各区域（欧洲、北美、拉美、中东、
非洲、亚太）颁奖典礼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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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要类别）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五大区域各赛区奖金总额均为33万美元：
•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金奖，奖金10万美元

•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银奖，奖金5万美元

•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铜奖，奖金3万美元
•

4项拉法基豪瑞大奖赛认可奖，每项奖金2万美元。

新生代奖
新生代奖的奖金预算为每个赛区 70,000 美元：
•

新生代奖第一名，奖金25,000美元

•

新生代奖第二名，奖金20,000美元

•

新生代奖第三名，奖金15,000美元

• 新生代奖第四名，奖金10,000美元
拉法基豪瑞全球奖
15 名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各区域金、银、铜奖得主将自动获得提名角逐 2018 年拉法基豪瑞全球奖。
全球奖奖项将于2018年年中起在指定的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颁奖活动中颁发。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全球奖奖金为35万美元：
•

拉法基豪瑞全球金奖奖金为15万美元

•

拉法基豪瑞全球银奖奖金为10万美元

• 拉法基豪瑞全球铜奖奖金为5万美元
自2017年起，将从所有区域获奖者中遴选出拉法基豪瑞全球评审团外卡奖，奖金为5万美元。
评审团
在集中完成技术性预评估后，五大区域各评审团将对参赛作品进行评估和排序。评审团由在科学、经济和社会领域享有
盛誉的独立代表组成。各区域评审团得到拉法基豪瑞基金会合作院校的支持，并由拉法基豪瑞基金会学术委员会（AC）
予以协调。
有关评审团详情，请访问官方网站：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juries
合作院校
拉法基豪瑞基金会享有充分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的能力支持。部分世界一流理工大学亦为基金会合作院校，具体包括：
• 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瑞士；
拉法基豪瑞基金会学术委员会领导机构
•

贝鲁特美国大学(AUB)，黎巴嫩

•

开罗美国大学(AUC)，埃及

•

卡萨布兰卡高等建筑学院（EAC），摩洛哥

•

麻省理工学院（MIT），美国，剑桥

•

同济大学（TJU）中国，上海

•

清华大学（THU） 中国，北京

•

伊比利美洲大学，墨西哥，墨西哥市

•

圣保罗大学（USP），巴西

•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温哥华

•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

•

金山大学（Wits）南非，约翰尼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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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指南
本分步指南之内容如有改变，恕不另行通知。英文版本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指南翻译文本可查询并公布于官方网站：
www.lafargeholcim- awards.org/guide

时间安排
2016/17年区域大奖赛
• 比赛开始时间

2016年7月4日14:00（国际标准时间）

• 问与答平台和帮助窗口启用时间

2016年7月4日开始至比赛结束

• 报名截止时间

2017年3月21日14:00（国际标准时间）

• 各区域评审团会议

2017年6月至7月

•

2017年9月至11月

各区域颁奖典礼

2018年 全球大奖赛
• 全球评审团会议

2018年3月

•

2018年年中起

全球奖颁奖仪式

结果
所有大奖赛评审团将运用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以遴选大赛获奖者。评审团分别由拉法基豪瑞基金会合作院校主导
，并由区域内在科学，经济和社会业界中享有盛誉的独立代表组成。评审团成员名单请查阅大奖赛官方网站：
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juries
所有入围参赛作品的作品联系人（在报名表中所指定）将在评审团会议之后予以联系，以完成作品验证过程。
评选出的实际奖项（拉法基豪瑞金奖，银奖或铜奖；拉法基豪瑞认可奖；以及新生代奖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名）将在
区域大奖赛颁奖典礼时予以公布。
自2017年9月至11月在五大赛区颁奖典礼上公布，并经评审团于2018年3月商议后，比赛结果将通过邮件通知到所有主创
作者、合作作者和作品联系人（如适用）。该结果也可通过打印文件或电子介质予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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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评价标准
拉法基豪瑞基金会确定了以下关于可持续建筑的一套五条“评选指标”，作为拉法基豪瑞大奖赛的评价依据：
• 创新精神和可移植性 --- 进步
• 道德标准和社会平等 --- 人文
• 环境质量和资源效率 --- 家园
• 经济效益和可适应性 --- 繁荣
• 文脉呼应和美学影响 --- 宜居
有关“评选指标”详情，请参阅本指南第40页或者官方网站：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target

参赛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要类别）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要类别）参赛可以按由作者和所有其他作品责任人组成的参赛作品设计团队报名。作品相关的私
营或公共发起人/投资者或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均有资格参赛，但前提须持有参赛作品的著作权或与持有著作权人达成
一致的参与协议。法人实体和设计团队必须任命一名授权联络人。
所有作者须年满十八岁（1999 年 3 月 21 日或之前出生）。

新生代奖（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
新生代奖（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参赛作品可按参赛作品设计团队提交。所有作者年龄必须在18至30岁之间（
1985年7月5日至1999年3月 21日之间出生）。
如果其参赛作品处于设计高级阶段，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的参赛作品作者不仅局限于新生代奖（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
类别），亦可角逐豪瑞大奖赛（主要类别）。
阻碍和利益冲突
凡因参与筹备或举办大赛而有可能处于有利地位并能够影响到评审团裁决或有任何其他（成熟或未成熟的）利益冲突
者均无资格参赛。
凡相关人士，尤其是所有评委、主考官、特约嘉宾、及其配偶、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姻亲、以及永久性商业或作品
合作伙伴、直接上司和合作者均无资格参赛。拉法基豪瑞员工和拉法基豪瑞基金会合作院校教职人员只能在没有直接
参与筹备或举办大赛的情况下方可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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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同意书

鉴于其参与大奖赛或为大奖赛效力，所有各方，包括评委、主考官、特约嘉宾兹此宣布同意现有条件。凡为大奖赛效力
之参赛者同意接受各自评审团的最终决定，且参赛者无权提出上诉，亦不得求助于任何国家或国际法院。

所有权和版权
尽管每位作者仍享有其著作权，包括创意复制保护、和设计出版权，但后者明确授予拉法基豪瑞可持续建筑基金会以及
拉法基豪瑞集团使用凡与拉法基豪瑞大奖赛相关的、任何形式的以及无论何种目的的、全部或部分的、原版的或编辑格
式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数据、文件、图片和文档。
文件编制

拉法基豪瑞可持续建筑基金会以及拉法基豪瑞集团可能将所提交的参赛作品编制成为电子或者打印格式以供公众浏览，
并注明与著作权声明一致的作者及其合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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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骤

参赛作品提交
第一步 -- 类别和参赛作品组别
类别
请注明参赛作品希望提交的类别。在参赛报名结束之前，可随时改变参赛类别。
•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奖项）

•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

参赛作品组别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比赛包含3个“参赛作品组别”系列：
• 第一组： 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 第二组： 景观、城市设计与基础设施
•

第三组： 材料、产品与建筑科技

请注明所希望提交的参赛作品类型。参赛作品类型须变更第三步所要求的某些信息（作品数据和描述），但对评审过程
不会产生影响。在报名结束前，可随时更改作品类型。
第二步 – 作者和联系详情
请输入参赛和基金会之间行政和法律方面唯一联系人之个人信息和联系详情。参赛作品联系人也可以是该作品主要作
者或合作作者（标记*为必填项）：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要类别）：
•

职称*

•

地址*

•

姓名*

•

机构

•

专业*

•

电话*

•

职位（机构内）

•

邮件*

•

生日*

•

网站

•

性别

•

奖金分配

新生代奖类别：
•

职称*

•

电话*

•

姓名*

•

邮件*

•

专业*

•

网站

•

职位（机构内）

•

研究计划*

•

生日*

•

主要学科及状态*

• 性别

•

大学联系人*

•

地址*

•

大学名称*

•

机构

•

奖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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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 参赛作品数据和描述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包含3个“参赛作品组别”系列，其报名表格截然不同。参赛作品要求以下信息（标记*为必填项）
第一组： 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 其他比赛名称和成果（如适用）

•

参赛作品名称*

•

业主*

•

干预*

•

规划状态*

•

许可状态*

•

•

已规划动工时间*

•

•

参赛作品背景*

•

城市*, 国家*

•

纬度*, 经度*, 海拔高度*

•

是否参加其他比赛*

•

参赛作品可持续性摘要和陈述*

•

参赛作品详情包括建筑总面积，总容
积，建筑成本，占地面积，覆盖面积
，建筑物高度，建筑物深度。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
材料*

第二组： 景观、城市设计与基础设施
• 其他比赛名称和成果（如适用）

•

参赛作品名称*

•

业主*

•

干预*

•

规划状态*

•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

•

许可状态*

•

材料

•

已规划动工时间*

•

参赛作品背景*

•

城市*, 国家*

•

纬度*, 经度*, 海拔高度*

•

是否参加其他比赛*

• 赛作品可持续性描述和陈述*
• 参赛作品详情包括建筑占地面积、覆盖面积和建筑
成本。

组别间建筑成本请使用美元（USD）。建筑成本应包括以下要素：
• 建筑结构工程：包括挖掘、地基、外墙、内墙、地板和天花板、屋顶、结构配件和其他与建筑相关的活动
，如工地施工机械、脚手架和拆卸工程。
• 结构服务：包括污水、水煤气系统、供热系统、空气处理系统，电力设施，电信和其他通信系统，运输系
统，功能相关设备，配件，楼宇自动化，和其他服务相关工作。
第三组： 材料，产品与建筑科技
•

参赛作品名称*

• 业主*
•

规划状态*

•

已规划动工时间*

• 参赛作品背景*
•

城市*, 国家*

•

维度*

•

专利状态*

• 是否参加其他比赛*
• 其他比赛名称和成果（如适用）
•

参赛作品可持续性摘要和陈述*

• 材料和生产方式*
• 财务理念*
•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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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参赛作品图像
图像数目
图像最少5张，最多10张（如：照片，绘图，平面图等）加上必需的作者/团队照片。一份图像文件可由2张或多张图像构
成，并包含确保可读性的文字说明和表格。
提交评审团的所有数据应为打印和数字两种格式。打印副本由2个DIN A3 纸张组成，包含所有图像，文字和作品信息，类似
于提交申请后可下载的PDF格式确认件。
打印副本的图像尺寸约为：图像 #1 和 #2: 127 mm x 96 mm，所有其他图像：63 mm x 46 mm。
图像尺寸
图像不得超过9,000 x 6,750 像素或 15 MB。文件必须是高分辨率，在申请表中足以生成清晰图像（最低推荐为2,400 x
1,800 像素 或3至 5 MB ）。请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上传大型图像文件，特别是在网速较慢时。图像文件名只允许包含标准拉
丁字符。
图像格式
图像以4:3景观格式（如9000×6750、4500×3375、2400×1800像素）比例展示。非4:3比例的肖像格式图像或景观图像可以
使用，但不能使用现成的全景图像空间。
图像必须是JPG，PNG，BMP或TIF格式，不接受AutoCAD或PDF格式。所有图片必须使用RGB色集。CMYK色集的图像应
转换为RGB，但可能会降低分辨率，且渲染色彩会不准确。

第五步 – 修改和提交
提交过程中所有步骤提供之信息须经审查。丢失或无效的错误信息将链接到在线报名表格中的相关步骤。在审查结束时申请
表格准备就绪可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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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更多问题
更多信息请参阅：
问与答平台
关于竞赛规程或完成在线报名表的技术支持，请参见问与答平台。
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qa
帮助中心
如果需要进一步澄清，请联系帮助中心，所提问题仅能以英文提交，我们将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回答所有提问。
helpdesk@lafargeholcim-awar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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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页

注册

1
4

2
3

5

开始登陆页面时，请选择开始新报名或继续完成提交。报名截止到2017年3月21日（国际标准时间14:00）。

1

2

报名截止日期（UTC）

快速指南

以协调世界时（UTC）作为国际时间标准。请注意，法基豪瑞大

快速指南是对主要条件和要求的简要概述。英文版本和其

奖赛截止时间不拘何种时区，均为14:00 UTC。计算所在地当量

他可用翻译文本可通过以下链接下载：

时间请查阅：www.worldtimeserver.com

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quick-guide

新报名

开始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新报名，请点击“创建新报名”

3

继续已开始的报名
输入开始提交时创建的报名识别号和口令。已分配的报
名识别号通过邮件发送至报名者。为确保安全，邮件中
不列明口令，请牢记口令。

分步指南
本分步指南包含怎样参加比赛的全面信息和案例。英文
版本和其他可用翻译文本可通过以下链接下载，
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quick-guide

如果点击“记住”复选框，将自动登录至上次浏览的报
名提交步骤页面。请不要在公共电脑上使用“记住”功
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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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报名

创建口令

1
2

3

1

ID 号
报名识别号由系统分配，并在灰色方框中列出。

2

口令
创建口令以登录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在线报名表。
请创建强口令，至少包括八个字符，混合大小写字母，
至少一个数字和至少一个符号。

3

邮件
请提供联系人邮件地址，以用于相关提交的所有沟通事宜。
已分配的报名识别号将通过邮件发送至报名者。为确保安全，
邮件中不列明口令，请牢记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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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信息

1
2
3
4

1

评价标准—“评选指标”
拉法基豪瑞基金会确定了以下关于可持续建筑的

2

主要要求

一套五条“评选指标”，作为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的评价依据：
• 创新精神和可移植性---进步
• 道德标准和社会平等---人文
• 环境质量和资源效率 --- 家园
• 经济效益和可适应性—繁荣
• 文脉呼应和美学影响-- 宜居
有关“评选指标”详情，请参阅本指南第40页或者官方网站：
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target
语言
英文是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官方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语言。
提交参赛作品只能使用英文。在线报名登记只支持标准字
符，其他字符需要替换。拉法基豪瑞数据系统支持以下标
准字符：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9 :;<
= > ?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T UVW XY Z [ \ ] ^ _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 © a « ¬ ® ̄ ° ± μ ¶ · ̧
»¿ À Á Â Ã Ä Å Æ Ç È É Ê Ë Ì Í Î Ï Ñ ÒÓÔÕÖØÙ Ú Û Ü
ß à á â ã ä
å æ ç èéêëì í î ï ñ ò ó ô õ ö ÷ ø ù ú û ü ÿ
除上述标注之外，其他字符均不能使用。如果使用非
标准字符，将会有错误信息提示。

完成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报名所要求的信息包括：
参赛作品作者详细信息。如属多个作者，必须指定一名参
赛作品联系人。也可以在“作者身份类型”菜单中选择“
仅联系人”选项以指定一名非作者个人作为“参赛作品联
系人”。
• 技术详情：区位，维度，材料，成本和其他关键数据。
• 作品摘要：背景和作品概念（文本不超过800个字符）
• 可持续性陈述：响应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3段
文本内容，每段不超过800个字符）。
• 5-10张作品图片（高分辨率照片/插图，两张关键图像
带最多500个字符的说明，另外8张图像带不超过100个字
符的说明）。
作者/团队图像（高分辨率照片，带不超过100个字符的说
明）
参赛条件
参赛条件被定义为：
• 评选标准
• 参赛作品合格
• 参与
• 阻碍和利益冲突
• 同意书
• 所有权和版权
• 文档和通信
更多关于每个元素的参赛条件信息，请点击信息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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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信息

1
2

1

主奖项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区域赛和全球赛）每一轮的奖金总

UTC 国际标准时间

额为200万美元。所有奖项均须符合验证过程的积极成

第五届国际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报名时间从2016年7月4日至

果，以确定作品合格性，并符合当地和国际的法律和法

2017年3月21日国际标准时间14:00.已报名的参赛者在

规。

2017年3月28日国际标准时间14:00之前编辑和完成提交。

区域奖项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五大区域的每一赛区奖金总额均为33
万美元。

协调世界时（UTC）作为国际时间标准。请注意，拉法基
豪瑞大奖赛截止时间不拘何种时区，均为14:00 UTC。计
算所在地当量时间请查阅：www.worldtimeserver.com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金奖，奖金10万美元；拉法基豪瑞大

预计在报名截止前最后几天，大量用户访问在线入口。这

奖赛银奖，奖金5万美元；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铜奖，奖

可能会减缓在线报名表和技术支持的响应时间。建议在比

金3万美元。

赛报名时间结束之前完成你的提交。

4 项拉法基豪瑞大奖赛认可奖，每项奖金 2 万美元。
新生代奖的奖金预算为每个赛区 7 万美元：新生代奖第
一名，奖金 2.5 万美元；新生代奖第二名，奖金 2 万美
元；新生代奖第三名，奖金 1.5 万美元；新生代奖第四
名，奖金 1 万美元.
全球奖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全球奖奖金为35万美元。
•

拉法基豪瑞全球金奖奖金为15万美元；拉法基
豪瑞全球银奖奖金为10万美元；拉法基豪瑞全球铜
奖奖金为5万美元。15名拉法基豪瑞大奖赛各区域
金、银、铜奖得主中选出。

• 拉法基豪瑞全球评审团外卡奖，奖金为5万美元。

从所有区域获奖者（主奖项、认可奖和新生代奖）
中选出。
分步指南 | 第 14页

8

第1步：类别和项目组

9

1

2
3

4

5
6
7

类别

• 建筑 （多种用途）
• 建筑（工厂）
• 建筑（翻新/转换）
• 建筑 （研究和开发）
• 建筑（零售）
• 建筑（旅游）
• 建筑 （运输）
• 土木工程

拉法基豪瑞可持续建筑大奖赛分为两大类别。所
有作者，不论何种类别必须在比赛截至之前年满
十八周岁：例如1999年3月21日或之前出生。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要类别）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面向处于高级设计阶段、具有
较高实施概率并对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有
所贡献的参赛作品。所有作者必须年满十八周岁
（1999年3月21日或之前出生）。为了符合参赛
资格，参赛作品必须在2016年7月4日前尚未动
工。参赛作品的动工时间被定义为（修建中/商
业设施动工）建筑物的动工时间。
新生代奖（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
此类别面向对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有所贡
献的前瞻性作品和大胆创意。所有作者年龄必须
在18-30岁之间（出生日期在1985年7月5日至
1999年3月21日之间）。
尽管新生代奖对于施工计划不作要求，如果施
工时间已明确，那么建筑物/商业设施不允许在
2016年7月4日前动工。
年龄在30岁以下的学生和专业人才并非仅限于
角逐新生代奖项。每一个高级设计阶段，完全达

2
3

景观、城市设计与基础设施
第二组（ 景观、城市设计与基础设施）包括：
• 景观设计
• 城市规划
• 公共事业
• 区域规划
• 交通基础设施
材料、产品与建筑科技
第三组（ 材料、产品与建筑科技）包括：
• 材料
• 产品
• 建筑科技
报名识别码

提交所需的报名识别号在右上方显示。
导览

任何时间可通过单击步骤编号提前或者后退报名
表格。更多关于怎样完成报名表格信息可在“帮
助”处查询。

到主奖项要求的参赛作品，不拘作者的年龄和资
格，凡极有可能实施的、处于高级规划阶段的作
品均可参加主要类别的角逐。
参赛作品组别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比赛包含3个“参赛作品组别”系列，
在线报名表格第三步（作品数据和描述）页面由不同版本
描述。
• 第一组： 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 第二组： 景观、城市设计与基础设施
• 第三组： 材料、产品与建筑科技
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第一组（ 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包括：
• 建筑（行政/商业）
• 建筑（文化）
• 建筑（教育）
• 建筑（保健/健康）
• 建筑（旅馆/餐厅）
• 建筑 (住宅)
• 建筑（机构）
• 建筑（休闲/体育）
分步指南 | 第 15页

第 2 步| 作者和详细联系方式

主要类别

1

3
2

每个报名入口都需输入参赛和基金会之间行政和法律方面唯一联系人之个人信息和联系详情。参赛作品联系人可
以是该作品主要作者，合作作者或非作者。每个参赛作品必须至少有一位主要作者，并且可以增加主要作者和合
作作者（标记*为必填项）。

1

职位

标明在办公室，大学或机构代表的职称或职位，例如：
主任、校长、作品经理、设计师、首席协调员、
研究主任、博士候选人等。

2

电话号码

请确保电话号码已包含以“00”或者“+”开头的
国际长途国家代码。例如 0012 34 567890 或
+12 34 567890)。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均可。

3

可用之数字字符

报名入口字段仅限于字段下面表示之字符数（包括空格）。屏幕
将显示所使用字符数/允许最大字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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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作者和详细联系方式

主要类别

1

1

2

2

包含增加主要作者、合作作者或更改作品联系人

点击“添加作者”来添加另一个主要作者、合作作者和作品联系
人详情。对于添加作者数量没有限制，但是只允许有一个作品联
系人。作者可删除或者在第二阶段最后总结列表上再指派一个其
他类别的作者。可以通过将一个主要作者拖动到列表顶部以更改
作品联系人。
奖金分配

参赛报名时多于一个作者必须指出如何分配奖金（使用%表示）
。请使用第二阶段总结列表中决定如何分配奖金。点击“自动调
整”按钮调整百分比数值，保证奖金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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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步 | 作者和详细联系方式

新生代奖类别

1

2

3

除了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主要类别）报名（参照之前页面）所要求的数据之外，新生代奖（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
报名需列出关于近期/当前大学课程之信息。标记*为必填项。请使用标准字符。

1

年龄限制—新生代类别
新生代奖（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所
有作者年龄必须在18至30岁之间（1985年

仅联系人
请注意如果“参赛作品联系人”并非作者(例如：“仅联系人
”)，关于大学课程领域不出现在联系人表格中。

7月5日至1999年3月 21日之间出生）。

2

主要学科

请指明最近学习之主要学科，例如建筑，土木工程，园林
建造学，管理或者城市设计。

3

大学联系人
新生代奖项提交必须列出每个作者最新学位研究部分的
导师，即使参赛作品在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中所创建的超
出作者在大学研究的范围。
如果作者没有导师，请列出“主要学科”处所填写的院
系负责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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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第 3 步 | 项目数据及描述

7
1

2
3
1

5

6

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组别（第一组）完成作品数据和描述页面所示，所有标记*为必填项。

1

公制
在提交参赛作品时请使用公制衡量单位。例如：
平方米：使用sqm或m2
平方公里：使用sqkm或m2
立方米：cum或m3
请注意在报名表格中不能使用上标字符。

6
2

3
4

5

规划状态

规划状态必须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对每个术语之定义，请
点击下拉菜单列表旁边信息图标 i 。

7

已规划动工时间

动工时间指首次地基准备，挖掘或者环境修复发生时。如
果在2016年7月4日之前有类似活动动工，该作品将不具备
参赛资格。
对于仅限新生代奖（年青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之报名，
已规划动工时间会列为“不适用”。

8

纬度和经度
纬度和经度能准确指出参赛作品所在地。请提供坐标表
示分秒合成或者二选一，例如47° 22’ 7.14” N, 8°
32’ 21.0582” E或十进制度数表示，例如47.36865,
8.539183.可使用谷歌地图来确定作品坐标。如果是与站
点无关的参赛作品，请将经度和维度设置为0.
海拔高度

建筑物或场地的海拔高度以高于海平面米数计量(m asl)。
输入单一值（平面面积）或者2个极值（坡度或者山地面积
）得出与参赛作品相关之海拔高度。
其他比赛

如果参赛作品已获得其他奖项或提交至其他比赛，请提供
比赛详情和已知结果。如果参赛作品已提交不止一个其他
比赛，请列举其中最重要的比赛。在其他比赛中已提交的
参赛作品并不排除在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之外。
更改参赛组别

更改参赛组别，请点击1 回到类别和参赛组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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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第 3 步 | 项目数据及描述

1

2

3

4

1

参赛作品可持续性陈述

参赛作品总结
参赛作品总结是对作品总体目标和主题之简明描述。应清
楚地描述作品关键特点，使评审团及时了解参赛作品背
景，重点和成果。

参赛作品可持续性陈述包含3份文字说明，说明参赛作品对
可持续性建筑贡献最重要的方面。陈述应着重参赛作品之关
键内容和响应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陈述可涉及相同
或不同的“评选指标”。每个陈述可涉及单个或多个“评选
指标”。推荐使用图像形式提交，说明应响应可持续建筑理
念主题。

考虑到评审团需评定大量范围广泛的参赛作品—突出参赛
作品。总结文字应包括（不限制于）以下信息：整体目
标，关键任务，参赛作品创作人和资金。

2

更多关于可持续建筑“评选指标”请浏览：

文字说明包含小标题和段落，不超过800个字符含空格。

3

www.lafargeholcim-awards.org/target

每份文字内容可包含小标题，段落和点，不超过800个字符。每个
标题长度不超过90个字符。
点击“查看标题和文字PDF格式预览”检查所分配空处所填内容。
删除空格或文字以适应所分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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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第 3步 | 项目数据及描述

1

2

3

4

5

6

7

8

1
2
3

建筑总面积 (GFA)
建筑物各层地面平面建筑面积之总和，用平方米（m2）表示。
总容积(GV)
建筑物的总容积由外部划定的表面以立方米（m3）来计算。
建筑成本

5

6

建筑成本请使用美元（USD）。建筑成本应包括以下

建筑净面积（NFA）：除了开门和窗所占面积之外的结构组件分界
处可用面积，结构组件分界处凸起和凹陷部分。

板和天花板、屋顶、结构配件和其他与建筑相关的
活动，如工地施工机械、脚手架和拆卸工程。

使用面积（UA）：建筑净面积的一部分，符合建筑物的使用目的。

结构服务：包括污水、水煤气系统、供热系统、空

占地面积：所有固有层数有关面积的总和，建筑物建筑总面积取决
于建筑物外部尺寸的基础。

气处理系统，电力设施，电信和其他通信系统，运
输系统，功能相关设备，配件，楼宇自动化，和其
他服务相关工作。

建筑物高度
屋顶最高点被认为是建筑/建筑物的最高点，可用与地平面相关的
米（m）来表示，也有可能用海平面（m asl）来表示。如果是建
筑群体，可以用[ ] 至[ ]范围来表示。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

包络面：由外观和屋顶面积组成，可由光滑和封闭部分来区分。

建筑结构工程：包括挖掘、地基、外墙、内墙、地

4

地基最底部边缘被认为是建筑/建筑物最深点，可用与地平面相关
的米（m）来表示，也有可能用海平面（m asl）来表示。

输入参数作品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例如：

要素：

覆盖面积
建筑物外部边缘占用的表面空间，用平方米（m2）表示。

建筑物深度

7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取决于被引用参赛作品类型的其他比率，例
如：使用者数量：住户，或面积指数如（ GV:GFA (总容积与建筑
总面积之比) ）和 NFA:GFA（建筑净面积与建筑总面积之比）等。
材料
输入参赛作品所使用材料简短描述。可分段描述，例如，支撑结构
，外观，屋顶，建筑物结构，内部设计和室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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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城市设计与基础设施

第 3 步 | 项目数据及描述

7
1

2
3
4

5

6

景观，城市设计和基础建设组别（第二组）完成作品数据和描述页面所示，所有标记*为必填项。

9

公制
在提交参赛作品时请使用公制衡量单位。例如：
平方米：使用sqm或m2
平方公里：使用sqkm或m2
立方米：cum或m3
请注意在报名表格中不能使用上标字符。

10 规划状态

规划状态必须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对每个术语之定义，请
点击下拉菜单列表旁边信息图标 i 。

11 已规划动工时间
12 动工时间指首次地基准备，挖掘或者环境修复发生时。如
果在2016年7月4日之前有类似活动动工，该作品将不具备
参赛资格。

13 对于仅限新生代奖（年青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之报名，
已规划动工时间会列为“不适用”。

纬度和经度
纬度和经度能准确指出参赛作品所在地。请提供坐标表
示分秒合成或者二选一，例如47° 22’ 7.14” N, 8°
32’ 21.0582” E或十进制度数表示，例如47.36865,
8.539183.可使用谷歌地图来确定作品坐标。如果是与站
点无关的参赛作品，请将经度和维度设置为0.

14 海拔高度

建筑物或场地的海拔高度以高于海平面米数计量(m asl)。
输入单一值（平面面积）或者2个极值（坡度或者山地面积
）得出与参赛作品相关之海拔高度。

15 其他比赛

如果参赛作品已获得其他奖项或提交至其他比赛，请提供
比赛详情和已知结果。如果参赛作品已提交不止一个其他
比赛，请列举其中最重要的比赛。在其他比赛中已提交的
参赛作品并不排除在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之外。

16 更改参赛组别

更改参赛组别，请点击1 回到类别和参赛组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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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步 | 项目数据及描述

景观、城市设计与基础设施

1

2

4

3
5

6

7

1

2
3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

占地面积
地点或场地总面积，用平方米（m2）表示。
覆盖面积
建筑物外部边缘占用的表面空间，用平方米（m2）表示。

输入参数作品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例如：
包络面：由外观和屋顶面积组成，可由光滑和封闭部分来区分。

容积率
容积率（FAR）=（所有楼层覆盖的总面积）：占地面积。

建筑净面积（NFA）：除了开门和窗所占面积之外的结构组件分界
处可用面积，结构组件分界处凸起和凹陷部分。

建筑成本

使用面积（UA）：建筑净面积的一部分，符合建筑物的使用目的。

建筑成本请使用美元（USD）。建筑成本应包括以下

占地面积：所有固有层数有关面积的总和，建筑物建筑总面积取决
于建筑物外部尺寸的基础。

要素：
建筑结构工程：包括挖掘、地基、外墙、内墙、地
板和天花板、屋顶、结构配件和其他与建筑相关的
活动，如工地施工机械、脚手架和拆卸工程。
结构服务：包括污水、水煤气系统、供热系统、空
气处理系统，电力设施，电信和其他通信系统，运
输系统，功能相关设备，配件，楼宇自动化，和其

9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取决于被引用参赛作品类型的其他比率，例
如：使用者数量：住户，或面积指数如（ GV:GFA (总容积与建筑
总面积之比) ）和 NFA:GFA（建筑净面积与建筑总面积之比）等。
材料
输入参赛作品所使用材料简短描述。可分段描述，例如，支撑
结构，外观，屋顶，建筑物结构，内部设计和室外家具。

他服务相关工作。

4
8

占用率
根据占地面积（sqm或m2）和覆盖面积的比率（sqm或m2）指出
土地使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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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品和建筑科技

第3 步 | 项目数据及描述

5
1

2

3

4

材料，产品和建筑科技组别（第三组）完成作品数据和描述页面所示，所有标记*为必填项。

17 公制
在提交参赛作品时请使用公制衡量单位。例如：
平方米：使用sqm或m2
平方公里：使用sqkm或m2
立方米：cum或m3

其他比赛

如果参赛作品已获得其他奖项或提交至其他比赛，请提供
比赛详情和已知结果。如果参赛作品已提交不止一个其他
比赛，请列举其中最重要的比赛。在其他比赛中已提交的
参赛作品并不排除在拉法基豪瑞大奖赛之外。

20 更改参赛组别

更改参赛组别，请点击1 回到类别和参赛组别页面

请注意在报名表格中不能使用上标字符。

18 规划状态
1

规划状态必须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对每个术语之定义，
请点击下拉菜单列表旁边信息图标 i
已规划产品动工时间

2 产品动工被定义为商业退回（商业生产）开始的时间。
19 对于仅限新生代奖（年青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之报名，已规划
动工时间会列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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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步 | 项目数据及描述

材料、产品和建筑科技

1
2

3

1

2

3

材料和生产方式

描述适用于实现参赛作品的建筑材料和方式。建议按照建
筑部分将文本区分为材料和方式。
财务理念
提供参赛作品财务原理概述，例如预算成本，销售成本，
潜在的市场运作。请使用美元（USD）表示。
技术数据
描述关于密度，热透射系数，重量等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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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步 | 项目图像

主要图像

1

2

1

图像
图像最少5张，最多10张（如：照片，绘图，平面图
等）加上必需的作者/团队照片。一份图像文件可由2
张或多张图像构成，并包含确保可读性的文字说明和
表格。
提交评审团的所有数据应为打印和数字两种格式。打印

图像尺寸
图像不得超过9,000 x 6,750 像素或 15 MB。文件必须是高
分 辨率，在申请表中得以生成清晰图像（最低推荐为2,400 x
1,800 像素 或3至 5 MB ）。请保证有足够时间上传大型图像文
件，特别是在网速较慢时。图像文件名只允许包含标准拉丁字
符。

副本由2个DIN A3 纸张组成，包含所有图像，文字和作

数据传输率

品信息，类似于提交申请后可下载的PDF格式确认件。
打印副本的图像尺寸约为：图像 #1 和 #2: 127 mm x 96 mm，所
有其他图像：63 mm x 46 mm。

取决于网络连接数据传输率，上传过程需要数分钟—请保持耐心
。我们预计在比赛报名截止前最后几天，大量访客访问服务器，
响应报名表格的时间会比较慢。

关键图像
关键图像将以放大格式出现，因此应选择最引人注目能直观表现
参赛作品之图像。关键图像仅能上传2张。

图像格式

2

其他问题
如果出现其他后续问题，请联系帮助中心。
图像上传

图像以4:3景观格式（如9000×6750、4500×3375、
2400×1800像素）比例展示。非4:3比例的肖像格式图
像或景观图像可以使用，但不能使用现成的全景图像

点击“上传”按钮上传硬盘上的图像文件，或者将文件拖动至所
要求的文本位置处“拖动文件至此”。随后图像开始上传，并在
所选择位置产生一个缩略图。

空间。
图像必须是JPG，PNG，BMP或TIF格式，不接受
AutoCAD或PDF格式。所有图片必须使用RGB色集。

在选择上传下一张图片时，不需要等待每张图像完全上传完毕。
每张图像须单独上传选定图像。

CMYK色集的图像应转换为RGB，但可能会降低分辨
率，且渲染色彩会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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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步 | 项目图像

增加图像和团队照片
1
2

3

4

1

移动图像
单击箭头并拖动以更改图像顺序。如果将图像移动到已经上传过图像的位置，
原始图像将移动到空白位置。说明会同所匹配之图像一起移动。

2

3

删除
单击废纸篓图标从图库中删除图像。如果已配上说明，说明将不
会同图像一起删除。
说明
每张图片必须有与之匹配的说明（图像 #1 不超过500个字符，图
像 #2不超过100个字符）
作者/团队照片
鼓励在图像 #11中添加作者或者设计团队照片。请注意在图像
#11中不能提交附加参赛作品图片来取代作品团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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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和错误信息

第 5步 | 修改与提交

1

.
在完成第4步后，所有报名数据将列明以待审查。将以强制性警告
消息显示丢失内容，或其他各种错误。
请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可在2017年3月28日国际标准时间14:00参
赛作品报名登记结束前更改。
单击导览中步骤编号，可编辑报名表格中任何条目。
请确保完成第5步底部的作者确认和最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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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步 | 修改与提交

审查和提交

1
2

1

作者确认和最终提交

2
单击约定事项确认末端信息图标，审查已发布之参赛条件后检查约定事项同意框。
参赛条件被定义为：
•
评选标准
• 参赛作品合格
• 参与
• 阻碍和利益冲突
• 同意书
• 所有权和版权
• 文档和通信
所有包含在“参赛条件”下之细目信息位于本分部指南前半部分。
提交
单击“提交”按钮确认报名提交。即使已经提交，也可以在
2017年3月28日国际标准时间14:00比赛结束，2017年3月21日
国际标准时间14点参赛作品报名之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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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确认和下载

确认页面最终确认第五届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提交。确认邮件将发
送至邮箱。
下载比赛报名登记
可下载PDF格式报名登记信息，输入请求创建可下载PDF文件，
需要花一些时间。
推荐下载低分辨率PDF文件，检查提交的所有内容，特别是所有含
长文字说明的平面图，确保内容在规定空间内，不被剪切。
图像处理后将显示于在线报名表格和PDF海报中。如果图像丢失
或质量下降，请将图像转换为JPG格式RGB色集（或PNG如果
图像已经是JPG格式）然后在第4步中重新上传。
如果需要适合A3（或更大）纸张打印之高分辨率PDF文件，请
下载高分辨率PDF文件。请注意生成PDF文件较大，有些网络连
接下载速度较慢。

这些比赛报名PDF文件在比赛结束后仍然保留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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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重置口令

口令是进行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提交之个人密钥。请创建由至少8个
字符组成的强口令，至少包括八个字符，混合大小写字母，至少一
个数字和至少一个符号。
已分配的报名识别号将通过邮件发送至报名者。为确保安全，
邮件中不列明口令，请记录所选口令。
单击比赛报名页面www.lafargeholcim- awards/enter“忘记口令”
可恢复口令。将会要求重置口令。
使用“选项1”通过报名识别号找回口令。这些信息将发送至第一
次开始申请时参赛作品联系人之电子邮箱。
如果忘记报名识别号，使用“选项2”通过邮件找回所分配的报名
识别号。更多问题，请联系帮助中心。
随时沟通

感谢提交第五届国际拉法基豪瑞大奖赛。所有入围参赛作品的作品
联系人（在报名表中所指定）将在评审团会议之后予以联系，以完
成作品验证过程。
自2017年9月至11月在五大赛区颁奖典礼上公布，并经评审团于
2018年3月商议后，比赛结果将通过邮件通知到所有主创作者、合
作作者和作品联系人（如适用）。该结果也可通过打印文件或电子
介质予以传播。
每个通过正式审核和评审团评估过的作品联系人将自动收到参与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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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完整报名表范例(PDF)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主要类别), 第一组 – 共4页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主要类别), 第二组 – 仅2页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主要类别), 第三组 – 仅2页
新生代奖 (青年专业人士和学生类别) – 仅1页

33
37
38
39

可持续性建筑“评选指标”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评价标准总结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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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提交文件PDF 第 1 组– 第 1页

第一组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2016/17 | 提交 PDF

测试城镇绿地中心
[参赛作品名称]

AW17-PAFZX
[参赛作品识别码]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主要类别)

参赛作品数据概览

第一组
参赛区域

建筑, 建筑物与土木工程
亚太

城市

测试城镇

国家

澳大利亚

业主

特斯特城市政当局

干预

新建工程

规划状态

中标合同

许可状态

申请准备

计划动工时间

7月16日

参赛作品背景

私人投资

纬度

15°44'26.65"

经度

145°14'19.10"

海拔高度

580

是否参加其他比赛

是

成果

第一名

比赛名称

测试城市中心比赛

参赛作品联系人
Nicole Smith 女士
建筑师 · 1977 · 女· Anna Meier 建筑事务所· 10 Ring Road ·
2600 · Test Town · 澳大利亚 · Tel +612-12345678 ·
nicole.smith@example.com · www.website.com

Iamet defghij üklsh bvfsov

合作作者
1. John Citizen 先生
建筑师 · 1967 · 男 · Citizen AG · Kirchgasse 6 · 5000 ·
Neustadt · Switzerland · Tel +41-12345678 ·
john.citizen@example.com · www.website.com
2. David Richards 先生
Architect · 1990 · 男 · Anna Meier 建筑事务所 · 10 Ring Road ·
2600 · Test Town · 澳大利亚 · Tel +612-12345678 ·
david.richards@example.com · www.website.com

奖金分配
Anna Magdalena Meier 女士: 25 % · Scott Williams先生: 25 % ·
John Citizen先生: 25 % · David Richards 先生: 25 %

主要作者
1. Anna Magdalena Meier 女士
建筑师 · 1969 · 女 · Anna Meier Architects · 10 Ring Road · 2600
· Test Town · 澳大利亚 · Tel +612-12345678 ·
anna.meier@example.com · www.website.com
2. Scott Williams 先生
建筑师 · 1985 · 男· Anna Meier Architects · 10 Ring Road · 2600 ·
Test Town · 澳大利亚 · Tel +612-12345678 ·
scott.williams@example.com · www.website.com

[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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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提交文件PDF 第 1 组 – 第 2页

第一组
AW17-PAFZX [参赛作品报名识别号]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2016/17 | 提交 PDF

测试城镇绿地中心
[参赛作品名称]

参赛作品概述

参赛作品可持续性陈述
STATEMENTS ON SUSTAINABILITY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

参赛作品详情

建筑总面积

23,000 cu m

总容积

100,000 cu m

建筑成本

30,000,000 USD

占地面积

5,000 sq m

覆盖面积

3,000 sq m

建筑物高度

30 m

建筑物深度

20 m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材料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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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提交文件PDF 第 1 组– 第3页

第一组
AW17-PAFZX [参赛作品报名识别号]

拉法基豪瑞大奖赛 2016/17 | 提交 PDF

测试城镇绿地中心
[参赛作品名称]

参赛作品视图

Eïñorem òóipsu mãä åæçè
sit amet Ëdolor Ìamet defg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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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村庄
[参赛作品名称]

参赛作品概述

可持续性陈述
SUSTAINABILITY CONCEP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

参赛作品详情
建筑成本

30,000,000 USD

占地面积

5,000 sq m

覆盖面积

3,000 sq m

容积率

0.5

占用率

2.9

At vero eos et accusam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At vero eos et accusam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进一步相关关键数值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材料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At vero eos et accusam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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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乡村
[参赛作品名称]

参赛作品概述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

参赛作品详情

材料和生产方式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财务理念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技术数据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可持续性陈述

SUSTAINABILITY CONCEPT
At vero eos et accusam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At vero eos et accusam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At vero eos et accusam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tetur sadipscing elitr, sed diam nonumy eirmod tempor
inv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yam erat, sed diam
voluptua.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Stet clita kasd gubergren, no sea takimata sanctus es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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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乡村
[参赛作品名称]

AW17-OTZFA
[参赛作品报名识别号]

新生代奖类别

GENERAL PROJECT DATA 作品数据总览
第二组

景观，城市设计，交通运输基本设施和公共事业

参赛地区

亚太

城市

案例城市

国家

澳大利亚

业主

经济合作组织

干预

新建工程

规划状态

概念

许可状态

--其他—

已规划动工时间

不适用

参赛作品背景

研究作品

纬度

15°44'26.65"

经度

145°14'19.10"

海拔高度

580

是否参加其他比赛

是

成果

第一名

名称

测试城镇中心比赛

At vero eos et accusam et justo duo dolores et ea rebum.

参赛作品联系人
Troy Morgan先生
建筑师 · 1991 · 男 · AGAS Architects · Abercrombie Towers, 154
Pitt Street · 2001 · 案例城市 · 澳大利亚 · 电话
+612-12345678 · t.morgan@example.com ·
www.website.com

主要作者
1. Troy Morgan 先生
建筑师 · 1991 · 男 · AGAS Architects · Abercrombie Towers, 154
Pitt Street · 2001 · 案例城市 · 澳大利亚 · 电话
+612-12345678 · t.morgan@example.com ·
www.website.com
建筑学 ·进修中 · Hadrian McDonald教授 ·科技大学 ·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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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指标”
可持续建筑的“评选指标”
拉法基豪瑞基金会对于可持续建筑遵循“三重底线”原则，认为长期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
进步的平衡统一。
基于这个概念，使可持续建设更容易被理解，评估和应用，拉法基豪瑞基金会对可持续建筑确定了一组五个“评
选指标”，作为拉法基豪瑞大奖赛的评价标准和拉法基豪瑞基金会所有活动的基础。

创新精神和可移植性---进步
参赛作品须体现处于可持续建筑前沿的创新性，增强实践运转能力，探索新的学科领域。突破和创新发展均可移植到其他作品或应用
中。

• 关于设计，材料和方式的整合，结构，外墙和机械系统之创新概念。
• 对建筑科技，建筑过程，运行和维护卓越的工艺。
• 对建筑，城市与景观设计，土木工程，城市与环境工程，以及设计建筑环境生产的其他领域学科的促进。
• 以长期监测的方式评估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 传播知识，包括作品文档、沟通、教育和培训。

道德标准和社会平等---人文
参赛作品在建筑的各个阶段从规划，建设到使用和服务方面都遵循最高道德准则，提高社会包容度；确保对社会长期积极地影响。提
案必须体现怎样增强集体声誉。

• 在作品的各个阶段遵守最高道德标准。
• 对社会生存环境形成，加强社会共同价值观，赋予社会权力。
• 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用户，业主，社区机构，地方当局和非政府组织。
• 建筑行业包括现场的工作条件和质量，对公平补偿，合理待遇，安全和性别平等的特别关注
。
•

政治上的透明，过程的公正，承诺坚持原则，实践公正，尽所有努力防止每个阶段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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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指标”
环境质量和资源效率 --- 家园
参赛作品须体现出在作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对自然资源使用和管理的高度敏感。对环境问题的长远考量，不论是资源还是能
源的流动，都应成为建筑实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

最大限度减少参赛作品的生态覆盖面积，最大限度发挥其对环境的积极影响，减少危害增加有益
的影响。

• 运用有环境意识的土地使用政策和策略，保护自然景观同时考虑水和土地资源复垦。
• 强调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使用，使用和维护建筑结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避免毒性。
• 建筑过程中创新资源配置，强调“从摇篮到摇篮”循环利用，开发现有建筑存量减少浪费。
•

有复原能力的产品，稳健的施工细节，智能交互的建筑系统和对环境无害的建筑科技。

经济效益和可适应性—繁荣
参赛作品无论从公众，商业，或优惠来源等方面须经济可行，能够确保融资–同时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避免物质资源的浪费
性消耗，促进建筑施工方式的经济性。

• 资金来源和所得利润必须合法和透明。
• 参赛作品必须包含整个生命周期的经营成本，并产生适当的回报率。
• 参赛作品应整合至当地，地区和全球经济流通等更广阔的经济构架中。
• 展现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在用户需求，所有权，法律，法规和经济波动方面的变化。
• 从一开始考虑无法估计的外部成本，探寻坚固的经济模式。
文脉呼应和美学影响--

宜居

参赛作品须保证其高标准的建筑品质，展示文化和建筑的相互关系。空间和形式的表达应具有 最大程度的相关性，且对其周
围环境产生持久的美学影响。

• 改善现有的文脉状态以适应自然和建筑环境。
• 景观，基础设施，城市结构和建筑相互依存。
• 通过对建筑群体灵敏的复原，再利用或重新塑造建筑环境。
• 根据使用，多样性功能，短期灵活性和长期适用性创建规划策略。
• 建筑质量和审美影响，特别是涉及到空间，空间序列，运作，材料触感，光线和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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