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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创立于2011年，团队拥有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外、

人大、传媒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优秀人才组建的专业化人力资源和一体化策划、设

计及管理团队，业务涵盖城市更新、商业地产、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写字楼、养老、

博物馆、餐饮、影院、剧场秀场等多个领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与国内的中国投

资协会、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中传投资公司、中国华录、

北京文投、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中关村智慧旅游创新协会、新农创集团、启迪控

股等地产、文旅、产业平台及商业投资机构建立起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与海外

HOK、GENSLER、RS、HOSKOLL、COSMO、FIDA等多家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公司合

作。秉承顺势政策的基础上价值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空间创新、人才创新，

迎合市场与以人为本的宗旨，量身打造每一个项目，以良好的职业精神和丰富的设计

经验服务于客户。

2022年成立北京瀚唯美学场景创新设计实验室，致力于在文博展陈空间、公共办公

空间、大型活动空间、商业娱乐空间、城市景观空间以及生活居住空间研究智慧场景

解决方案。

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介Int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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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构架Organizational



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创立于2011年，团队拥有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外、人

大、传媒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优秀人才组建的专业化人力资源和一体化策划、设计及管

理团队，业务涵盖城市更新、商业地产、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写字楼、养老、博物馆、

餐饮、影院、剧场秀场等多个领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与国内的中国投资协会、中国

建筑文化研究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中传投资公司、中国华录、北京文投、北京住

宅房地产业商会、中关村智慧旅游创新协会、新农创集团、启迪控股等地产、文旅、产业

平台及商业投资机构建立起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与海外HOK、GENSLER、RS、

HOSKOLL、COSMO、FIDA等多家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公司合作。秉承顺势政策的基础上

价值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空间创新、人才创新，迎合市场与以人为本的宗旨，量

身打造每一个项目，以良好的职业精神和丰富的设计经验服务于客户。

2022年成立北京瀚唯美学场景创新设计实验室，致力于在文博展陈空间、公共办公空

间、大型活动空间、商业娱乐空间、城市景观空间以及生活居住空间研究智慧场景解决方

案。

核心团队Team



联合创始人

姓 名: 程一鸣

电 话: 18810011525

Email: 450680765@qq.com

教育履历：

北京大学硕士

研修清华大学中清商学院文化旅游投融资与运营

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艺术产业新型实践人才培养》（清华大学）

社会职位：

文旅部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民宿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中关村智慧旅游创新协会 副会长 、文旅创新产业融合委员会执行主任

北京住宅房地产业商会 副秘书长 设计委副主任

mailto:450680765@qq.com


经历项目：

泰兴奥特莱斯
天津星悦中心项目
石嘴山煤炭记忆小镇 策划与建筑改造
宁波职工之家商业5#、6#     策划/设计

宁夏石嘴山市明星时代国际影城 策划/设计
天津炫联广场国际影城 策划/设计
贵阳 · 北大资源 · 梦想城国际影城 策划/设计
成都亿莱恩影院 策划/设计
……. 
北京融青生态园儿童主题城堡（民俗体验、兵人） 策划/设计
非洲肯尼亚火车站内罗毕到蒙巴萨9个城市火车站 方案设计
北京欧斐医学美容中心 策划/设计
新华书店连锁 策划/设计
东四胡同博物馆胡同故事图书馆 策划/设计
深圳世界之窗日本剧场 策划/改造设计
廊坊新奥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陈设艺术设计
……. 
江苏启东百源豪生大酒店 策划/设计
复华黄山市丽朗假日酒店秀场 策划/设计
武汉东湖综保国际酒店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大连和怡阳光酒店（中石油） 方案设计
北京中磊大酒店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北京泰富酒店 软装设计
北京采育生态园酒店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河南佳田国际大酒店 方案设计
三亚青川小镇5栋民宿 方案设计
北京寸草心苑养老院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北京新华人寿莲花池养老院 软装设计
泰康人寿生命科学园商学院 HOK、RS、GESLAR国际设计公司合作及部分方案设计

西安国家电网办公楼 方案设计
平顶山气象局会商中心 方案设计
中国电子进出口大厦 方案改造设计/软装设计
河南驻马店商业银行综合楼 方案设计
河南驻马店资源交易中心 方案设计
北京/天津盈创回收综合楼 方案设计
…… 
西安中铁建国际城售楼处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西安梧桐苑样板房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西班牙院子别墅样板房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 
山西晋中千朝谷2700亩 运营托管
鸟巢十周年· 中国文旅产业发展大会 发起与策划落地
世界慢林匹克大会 联合发起人
……



经过多年的耕耘北京瀚唯环艺建筑设计院获得

由国际、省市级、协会、研究会等平台发起的奖项

在文旅规划、建筑设计、商业地产、办公、娱乐、

展陈、教育等领域取得良好的成绩。在文旅、地产、

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多领域评为理事或副会长单位。

荣誉奖项Award



合作伙伴Partners



—— 购物中心 / MALL ——
泰兴奥特莱斯商业街
天津星悦商业MALL
石嘴山煤炭记忆小镇 策划与建筑改造
宁波职工之家商业5#、6#    
北京活力广场购物中心 改造设计
……. 

—— 剧场影院 ——
石嘴山市明星时代国际影城 策划/设计
天津炫联广场国际影城 策划/设计
贵阳 · 北大资源 · 梦想城国际影城 策划/设计
成都咪咚国际影院 策划/设计
宁波职工之家影院、剧场设计
泰康商学院报告厅
体育大学报告厅
深圳世界之窗日本剧场 策划/改造设计
……. 

—— 公共文化教育 ——
新华书店连锁 策划/设计
北京体育大学校内书店
东四胡同博物馆胡同故事图书馆 策划/设计
廊坊新奥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策划/陈设艺术
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区域 改造设计
北京采育综合服务中心
体育大学艺术综合楼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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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康养 ——
泰康之家（燕园、豫园、赣园、鹭园等） 国际设计公司合作及部分方案设计
泰康鹭园体验中心 方案设计
泰康三亚体验中心 方案设计
泰康来福士广场康复体验中心 改造设计
北京欧斐医学美容中心 策划/设计
北京寸草心苑养老院 方案设计/软装设计
北京新华人寿莲花池养老院 软装设计
……. 

—— 餐饮咖啡——
山东聊城全聚德设计
石嘴山煤炭主题餐厅
泰咖啡设计
鸟巢文化中心多功能厅
中央音乐学院教职工与学生餐厅改造
……. 

—— 售楼处样板间 ——
唐山桂语江南项目会所
邢台智慧谷售楼处+智慧谷样板间
驻马店盘龙苑售楼处+盘龙苑样板间
西安中铁建国际城商服中心+西安梧桐苑样板间
银川桃李湖樾生活美学馆空间+样板间
……. 



—— 酒店会所民宿 ——
北京采育生态园酒店
北京中磊大酒店
北京泰富酒店
武汉东湖综保国际酒店
大连和怡阳光酒店（中石油）
江苏启东百源豪生大酒店
黄山市复华丽朗假日酒店秀场
河南佳田国际大酒店
西安世融嘉轩会所
河南南阳宛达昕会所
三亚海棠湾小镇民宿
高尔夫主题民宿
南通非遗主题民宿
《宋宴》文化主题会所
《观园》文化主题会所
……. 

—— 公共交通 ——
非洲肯尼亚火车站内罗毕到蒙巴萨9个城市火车站
基布韦济火车站
肯尼亚蒙巴萨火车站
沃伊火车站
姆蒂托安代火车站
马里亚卡尼火车站
内罗毕火车站
长春火车站改造设计
……. 

—— 办公写字楼 ——
北京和盈现代办公楼
北京/天津盈创回收综合楼
北京发那科FANUC稻香湖园区办公楼
北京金地申城影视国际现代办公设计
北京光大银行总部局部改造
北京顺义爱慕办公
中国电子瑞得盛产研基地
中国电子进出口大厦
平顶山气象局办公与会商中心
国电陕西电力室内办公楼
鄂托克旗电力生产调度综合大楼与营业大厅
驻马店资源交易中心
驻马店商业银行综合办公楼与营业大厅
泰康人寿生命科学园商学院部分区域
……. 

—— 展陈空间 ——
北京节水馆
北京丰台区新村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北京采育兵人军事活动中心
北京蓝汛首鸣国际数据中心
北京融青生态园儿童主题城堡（非遗体验、兵人）
北京融青生态园非遗主题体验文化中心
北京盈创回收PET循环经济展厅
北京绿谷文化中心
江苏省民防教育体验馆
海尔办公与企业展厅
河南建业城市客厅
甘肃政府展厅
青岛方兴高新区数字馆
贵州铜仁红二六军团纪念馆
石家庄常山北明智慧科技展厅
驻马店市博物馆
……. 

项

目

案

例



THANKS ！

Beijing Hanwei Environmental Art Architecture Design Institute
项目咨询：18810011525  战略合作：15010068880  人才招聘：18811206336 供应商合作：16619838611HW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