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杰出地产奖

奖项信息



介绍 OPAL
OPAL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接受申请的地产奖项，总部设在
伦敦。通过参与我们的评选，您的项目有机会赢得来自全
世界的瞩目和认可。

OPAL接受来自三大类型的申请：

OPAL奖由来自全球的20余位行业专家进行评选。获得该
奖将证明您的作品是行业内首屈一指的佳作。您的公司将
获得极高的业内关注度，增加面对全球客户、投资者、开
发商的曝光率。

OPAL是Farmani集团的一个项目，Farmani集团自1985年
以来一直是全球艺术、建筑、设计奖项的领导性机构。公
司致力于发掘这些领域的杰出人才，授予奖励并提供教育
和人脉资源。

               地产开发商

                         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

献礼全球最杰出的地产设计



获奖者福利

获得OPAL奖不仅是对您和团队杰出成就的认可，也将使您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关注，

提高品牌在行业内的知名度，为您带来新的业务机会。

 

获奖者徽章
您可在线上和线下宣传您获得的奖项。

获奖者证书
您会获得带有OPAL奖项的证书

2020年伦敦OPAL颁奖典礼免费邀请

在我们的获奖者页面上，您会获得永久的简介。

三个主要类别的总冠军将获得精美的OPAL奖杯。
点击此处
注册你的

项目

 2020
获奖者证书
建筑设计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2020
获奖者徽章

PLATINUM WINNER
2020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JURY PANEL OF OPAL CERTIFIES THAT THE COMPANY NAME FOR 
THE PROJECT PROJECT TITLE  IN THE CATEGORY OF ARCHITECTURE 
HAS BEEN SELECTED AS A 2020 PLATINUM WINNER
 

COMPANY NAME
TITLE OF YOUR WINNING PROJECT

Jesper Thomsen
Co-founder

Hossein Farmani
Co-founder

http://www.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


报名费
10名员工以下的小型公司报名费为300美金，10到49名员工的中型公司报名费为
500美金，50名以上大型公司报名费为700美金，这是唯一需要支付的费用。费用在
项目注册完成后支付。

与其他奖项不同的是，如果您的项目获胜，并没有额外或隐藏的费用要支付。获奖者
将获得前文所述各项福利，及参加伦敦颁奖典礼的邀请。

一个项目可以按多个子类别提交。每增加一个子类别，需支付200美金费用。

单击此处注册项目。 

2020 年提交截止日期
提交截止日期请查看OPAL网站。提早申请报名费可获得20%折扣，申请如
比正常截止日期迟，需额外支付多10%的报名费。

早鸟票

240 美金
优惠 -20%

早鸟票

400 美金
优惠 -20%

早鸟票

560 美金
优惠 -20%

常规票

300美金

常规票

500美金

常规票

700美金

最终票

330美金
+10%

最终票

550美金
+10%

最终票

770美金
+10%

小型公司报名费 10名以下员工

中型公司报名费 10名至49名员工 

大型公司报名费 50名以上员工



Fiona Thompson
Richmond International
负责人

Gary Hersham
Beauchamp Estates
创始人

Martin Bellamy
Salamanca Group
董事及CEO

Erik Behrens
AECOM
创意总监

Michael Sørensen
Henning Larsen
Architects
合伙人, MMA建筑师

Chirs Godfrey
HBA Residential
全球合伙人

Daniel Daggers
Knight Frank
合伙人，私人工作室

Julian Weyer
C. F. Møller Architects
主理人

Hamish Kilburn
Hotel Designs
编辑

Ben van Berkel
UNStudio/UNSense
创人 /首席建筑师始

Erik Nissen Johansen
Stylt
创始人/创意总监

Michele Salvi
Zaha Hadid Architects
主管

部分OPAL评审团成员，点击图片了解全部档案详情。

投票和评审过程
评审团根据作品的创意、形式和功能对作品进行评审。项目需要明确它与环境、用户和
目标的关系。除了创意美学之外，作品需要展示有用的功能，提供更好的生活体验，满
足用户的需求。我们期待看到拥抱新技术，创造新趋势，推动人类创造力边界的项目。
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项目也将得到评审团的特别关注。

OPAL 评审团
我们的评审团由地产行业的领先人士组成，他们都对建筑和环境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

在其组织内担任领导或创始人。他们共同确定入围名单和开发商、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

三大类别最终获奖者。单击此处查看完整列表。

 www.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ben-van-berkel-2/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fiona-thompson/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erik-nissen-johansen/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3021-2/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gary-hersham/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erik-behrens/
https://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chris-godfery/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julian-weyer/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martin-bellamy/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michael-sorensen/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daniels-daggers/
http://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jury/hamish-kilburn/


如何参选
通过OPAL网站在线完成简单的四个步骤。您的项目可以来自世界任何地方。在一个主要
类别中输入项目：地产开发、建筑设计或室内设计。然后，您将看到子类别选择，例如：
小型酒店。您可以选择符合的多项子类别。
上传图片和文字说明，即可完成注册。

请确保您提供充足材料，使您的陈述尽可能有说服力，这将帮助评审团对项目作出最理想
的评价。您可以在截止日期前随时编辑或添加内容。

         单击此处获取详细信息和子类别的完整列表。

项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在过去5年内完成
 -   目前正在进行
 -   一个概念性项目

请提交高质量的图片，显示项目的多个
角度和详细的周围细节。如有，还应提
供楼层平面图或现场平面图。

对于修复或翻新项目，请包括开工前和
完工后的图片。

“2019伦敦杰出地产奖” - ’The Shed’ by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 Rockwell Group

http://oui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


每一个提交的项目都由评委进行单独打分。评分基于项目自身的创造力、形式和功
能。每一大项得分最高者将获得奖杯。
. 

         年度奖项x3

       白金奖

     获奖者

   荣誉提名

       地产开发项目

    建筑设计项目   

  室内设计项目

三大类别年度奖项获得者将被授予精美的OPAL奖杯

奖项-室内设计

授予得分最高的项目

白金奖 室内设计
所有得分8.5以上的项目

获奖者 室内设计
所有得分7.5以上的项目

荣誉提名 室内设计
所有获得荣誉提名的项目

入围奖 室内设计
所有入围的项目

奖项-建筑设计

授予得分最高的项目 授予得分最高的项目

白金奖 建筑设计
所有得分8.5以上的项目

获奖者 建筑设计
所有得分7.5以上的项目

荣誉提名 建筑设计
所有获得荣誉提名的项目

入围奖 建筑设计
所有入围的项目

奖项-地产开发

白金奖 地产开发
所有得分8.5以上的项目

获奖者 地产开发
所有得分7.5以上的项目

荣誉提名 地产开发
所有获得荣誉提名的项目

入围奖 地产开发
所有入围的项目

年度地产开发奖年度建筑设计奖年度室内设计奖

“2019年度室内设计奖”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项目分类-全列表
以地产开发，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参选的项目有其子类别。如果您认为项目需要在多个类
别中展示，例如一个项目可以在同等程度上以建筑和室内设计为特征参选，你可以选择适
当的多个主类别和子类别。

如果有疑问，请咨询我们的团队，我们会随时提供帮助。

高层商业建筑
低层商业建筑
商业零售，百货公司，商场
文化
教育
可持续/环境化
医疗
酒店和度假村，大型
酒店和度假村，小型
精品酒店
工业
地标建筑
室外公共空间

娱乐
公共空间或建筑物
混合用途
其他建筑设计
预制住宅
灾后迅速恢复建筑
再开发和再装修
平价住宅
高层住宅
底层住宅
多单元住宅
单身公寓
游艇海运开发

项目子分类

Farmani Group is a leading organization curating and promoting photography, de-
sign and architecture across the globe since 1985.
 
The company’s key mission is to discover and promote talent in these areas 
through competitions, awards, exhibitions, developing artist communities, provid-
ing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and education. 



OPAL 创始人

HOSSEIN FARMANI
Hossein Farmani是一位慈善家、艺术收藏家、教育家、摄影
师、策展人、编辑和企业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职业生涯始
于对艺术、摄影和设计的深厚热情。

Hossein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的法玛尼集团，20多年来一直
在世界范围内领导设计和建筑的策划和推广工作，创立了欧洲
产品设计奖、建筑大师奖以及国际设计奖等著名的建筑和设计
奖，

JESPER THOMSEN
Jesper Thomsen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获得
硕士学位。

他在伦敦Knightsbridge开设私人美术馆之前，一直在数字媒体
行业从事创作总监的长期职业。JESPER THOMSEN对室内设计
和房地产充满热情，近年来开发了许多伦敦住宅地产。同时他
还是一名美术摄影师和其他几个设计奖项的评委。



www.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

Part of the Farmani Group of Companies

http://www.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 
http://www.outstandingpropertyaw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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