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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诺智慧大厦展厅装饰装修工程

深圳大学孟建民院士团队科研用房项目展厅建设工程

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提升工程 EPC 总承包

深圳博物馆展场维护项目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展厅精装修工程

上海浦江万达广场万达影城内厅装饰装修工程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营业厅建筑设计装饰工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院史及医科文化馆建设项目

广州联通营业厅—数字网络体验系统建设工程

湛江市渔港公园贝壳展览室修复工程

上海市黄浦学校报告厅及校园文化装修工程

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一期项目智慧海洋中心设计施工一体化 EPC 项目

坑梓影剧院展厅及广场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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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8 年，是国家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甲级、施工壹级企业，董事长柯颖锋，公司注册资金

1 亿，位于深圳福田 CBD 中心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设计与施工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医疗洁净工程，多元化经营涵盖：城市园林绿化、建筑幕墙设计与施工、消防设施设计与施

工、城市及道路照明、机电设备安装、建筑智能化、防水防腐保温、钢结构、送变电、古建筑、建筑总承包、市政公用、特种结构补强、

特种防雷、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压力管道 GC2）、展览陈列设计与施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净化、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维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工程、地质灾害治理、营造林、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白蚁防治、虫害消杀、环卫作业清洁等。

       中深装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安全健康体系、质量管理体系 GB/T50430-

2017 认证。拥有一支高校主力及产学研骨干汇集而成的优秀管理团队，企业管理和各类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632 人，其中具有中、高级技

术职称的工程专业人员 153 人，国家一、二级建造师 45 人，小型项目经理 30 人，涵盖建筑学、装饰施工、工民建、结构、暖通、给排水、

电气、园林绿化等专业；配备数支设备先进、训练有素的专业施工队伍，凭借一整套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完善的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公

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为每个项目的效果和质量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证，项目团队施工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目前，公司拥有国家专利 50 多项，主编及参编国家、行业、团体标准 10 多项，获得多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和国家级科技示范工程，

获得市级工法多项、多项工艺标准经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批准立项，成为行业推荐标准，并报送住建部立项。 

       公司的设计水平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先后荣获中国建筑装饰绿色环保设计五十强企业、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医疗空间设计机构、中国

建筑设计机构五十强。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平的设计院，根据市场精细化分工趋势，组建了办公空间、医疗、酒店、大型建筑物、精装样板房、

园林景观和灯光照明等专业设计团队，聘请了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地的外籍设计专家和众多设计师精英。依托强大的设计力量，公司与科

研院校建立合作，与广东海洋大学、四川美院、广州美院等高校签约并开展深度合作，为打造更多的优质作品而奋斗不懈！

       近年来公司业务拓展顺利，市场份额、业务覆盖区域不断扩大，标志性精品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公司先后在东北、西北、西南、华北、

华中、华东、华南等七大区域设立了三十多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及稳定的市场份额。

       经过多年的发展探索和市场历练，近十年，中深装的发展速度堪比“深圳速度”，中深装的品牌、管理团队、研发能力、社会信誉均

在业界获得充分认可。展望未来，公司将以精心设计、精细工艺、精尖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成为中国绿色建筑装饰第一品牌，为社会、

客户、员工创造更多价值。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企业文化 Compan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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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知名品牌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幕墙行业百强企业

企业荣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幕墙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绿色环保设计五十强企业

中国医疗建筑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商二十强

中国建筑业最具成长性 200 强企业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 50 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医疗空间设计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优秀专业化设计机构 : 医疗空间设计

中国绿色医院建设成就奖 - 十佳医疗装饰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标准编制工作先进单位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用评价 AAA 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息化创新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酒店装饰专业化百强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医疗装饰专业化百强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行业开创型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优秀装饰施工企业

广东省优秀园林企业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等级 AAAAA 企业

深圳百强企业

深圳质量百强企业

深圳知名品牌企业

深圳先进职工之家企业

深圳市十强优秀园林企业

深圳市园林绿化企业信用等级 AAAAA 企业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荣誉 Enterprise Honor

企业资质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消防设计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专业承包壹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壹级

展览工程企业施工资质壹级

洁净工程壹级

中国清洁清洗行业等级资质国家一级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特种工程 ( 限结构补强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特种工程 ( 限特种防雷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Ⅲ类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Ⅱ类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叁级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 压力管道 )GC2 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承装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修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试类电力设施许可证四级

造林绿化施工资质乙级

白蚁防治企业资质乙级

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资质证书乙级

环卫作业清洁服务资格乙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级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丙级

深圳绿色产业资质认证（工程建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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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营造林、城乡绿化、生态修复等工程施工与管养。

广东省林学会印制

发证机构（印章）

2020年 01月 19日 

扫二维码

验证真伪

法定代表人：王武烈

证书编号：ZLS乙 2020-006

有效期至：2023年 01月 19日

单位名称：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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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 Cer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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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设计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幕墙奖

中国风景园林优秀园林工程奖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精品工程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金奖

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金奖

全国优秀园林绿化工程金奖

全国园林景观设计金奖

全国花卉布置工程金奖

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奖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息化创新企业奖

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版工程奖

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

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广东省级工法

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深圳市花境花坛优良样板工程奖

深圳市风景园林优良样版工程奖

深圳市优质专业工程奖

深圳市建设工程市级工法

深圳市建筑装饰工程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优良工地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会员单位

中国展览馆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会员证

广东省市场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省林学会营造林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专家人才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建筑业协会会员会员

深圳市建筑业行业协会市政分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工业总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环卫清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白蚁防治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花卉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地质矿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福田区建筑装饰设计协会会员单位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行业地位 Rank In The Field

工程奖项行业地位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筑装饰分会
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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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证书 Awar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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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诺智慧大厦展厅装饰装修工程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展厅精装修工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院史及医科文化馆建设项目

深圳大学孟建民院士团队科研用房项目展厅建设工程

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提升工程 EPC 总承包

深圳博物馆展场维护项目

上海浦江万达广场万达影城内厅装饰装修工程

广州联通营业厅——数字网络体验系统建设工程

坑梓影剧院展厅及广场改造工程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营业厅建筑设计装饰工程

湛江市渔港公园贝壳展览室修复工程

上海市黄浦学校报告厅及校园文化装修工程

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一期项目智慧海洋中心设计施工一体化 EPC 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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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三诺智慧大厦位于深圳湾商业圈的核心，地处滨海大道主干，濒临深圳湾口岸、香港国际机场、深圳国际机场，总建筑面积约 55000 

平米，是集商务办公、技术研发、主题餐饮、文化体验、智慧生活馆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一站式垂直商务综合体。

项目的主要施工对象是位于大厦内的珊瑚群创客岛和茶室两部分区域，其中珊瑚群创客岛是以展示、体验功能为主的智能化展厅，而茶室

则是一座古典大气的商务会所。

       施工内容包括：装饰装修、内隔墙工程、吊顶工程、墙面工程、地面工程、门窗及细木工程、涂饰工程、智能化系统、空调通风系统、

电气系统、给排水系统、强弱电等。

三诺智慧大厦展厅装饰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荣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深圳
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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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八楼，作为全国首个行政审判中心，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成为体现深圳行

政审判特色，展示深圳法治形象的高地。

       项目主要施工内容是针对楼层的原建筑内墙、装饰、安装设备进行改造，改造总建筑面积 11727 平方米。改造后的空间功能设置为：

办公室、立案用房、审判用房、信访接待用房、审判配套用房、司法警察警务用房、辅助用房、展厅、食堂等。

       项目团队紧紧围绕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3.0建设标准，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同步规划建设数字法庭系统、

综合指挥系统、数据可视化系统等 7 大审判专用业务系统。建成后，区域内所有办公终端全部实现在云端，无纸化办案、远程视频开庭、

语音转写、庭审自动巡查等功能齐具，信息化建设水平整体处于全国法院前列。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展厅精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金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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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是中山大学在深圳运营管理的第一家直属附属医院。医院占地面

积 23.36 万平方米，规划总床位 4000 张，也是华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医院。

       为展现中山大学及中山大学医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建院史和荣誉、以及医疗科普知识等内容，院方将医技楼

一楼天井处进行改造，建成文化馆。

       项目的主要内容是设计文化馆的区域规划方案、装饰方案、施工建设。

       规划方案拟将文化馆分为三个区域：科普讲座区、主展示区、文化墙。其中科普区可以举行科普宣讲活动，日常播放宣传片等影音资

料；主展示区可通过图文影音、实物或新科技展示中山大学医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建院史、

荣誉等；文化墙用于展示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医学科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的人文、科研成果、荣誉等内容。

1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院史及医科文化馆建设项目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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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18

项目简介：

       孟建民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团队致力于医疗养老建筑、未来城市与未来建筑、健康 - 绿色 - 可持续建筑、新材料 - 新技术 - 新工艺、

城市更新与智慧城市等领域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2018 年，孟建民院士在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下组建健康环境研究所。

       项目的建筑面积约 4128 ㎡，主要施工内容是对原“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楼进行装修改造，包括拆除工程、钢结构工程、装饰工程、

智能化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直饮水工程及弱电预埋工程等。

       展厅的设计装饰方案以展示智能化建筑和未来城市环境为主，结合互联网系统和数字化系统，以多条讲解动线为主线，展现设计方案、

表现效果、视频动画、实体模型等，也让参观者在更加生动形象的环境中感受未来智能城市的建设理念和方向。

深圳大学孟建民院士团队科研用房项目展厅建设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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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是 1948 年攻打潍县时，山东兵团司令部进驻预定的指挥位置。2013 年 10

月 10 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传承红色基因，保留城市记忆，寒亭区固堤街道办事处开展一些

列工作，整合潍县战役旧址资源，精心打造出潍县战役党性教育基地，其中就包括修缮维护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

       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提升工程是涵盖设计、施工、布展一体化的总承包工程，包含但不限于：展厅的规划设计及施工、布展的

设计及施工（含基础装修、展陈策划编纂、图文展板、展品征集及仿制、展品陈列、多媒体设备采购安装等）、室外环境的布置（含艺术

品）、环境提升、原址的改造提升、基础配套设施等。新建展馆建筑面积约 1216 平方米。

       展厅内部的设计方案是通过沙盘、展板、实物、雕塑、视频等展现方式，全面细致的还原潍县战役战前、战中、战后的历史情景，让

参观者生动形象的了解潍县战役的红色历史文化，切身感受那段峥嵘岁月的激情昂扬。

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提升工程 EPC 总承包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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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21



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深圳博物馆位是一座以地志性为主的综合类博物馆，也是深圳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中心。深圳博物馆始建于 1981 年，于 1988 年 11

月开馆，占地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1995 年 5 月，深圳博物馆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先后荣获 2014 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单位、2014 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项目。2016 年 12 月，深圳博物馆入选《全国红

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深圳博物馆展场维护工程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制定展览总体设计方案（展示构想、展示架构、展示空间设计、功能动线分析）、展示

道具设计和摆放、展示灯光设计、辅助展品设计、版面设计、多功能规划、互动装置规划、常规的扩初设计方案（平面图和效果图）等。

项目将中国文物保护理念与国际古迹保护准则相结合，既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国际原则，又在修复方法上运用中国文物保护理念，完整地

保留了建筑特色，既达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也良好地展现文物的美好形象。

深圳博物馆展场维护项目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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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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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浦江万达广场是上海市闵行区浦江地区大体量、全业态、多品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定位为区域家庭购物、娱乐中心，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开业。

       浦江万达广场万达影城的建筑面积为 6050 ㎡，内厅装饰装修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万达影城内展厅内部装饰装修、影城大堂装修、

观影席走道装修等。由于影城隶属于娱乐产业，展厅的装饰着重灵活性、稳定性、实用性和先进性，设计思想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主，

同时做到“物尽其用”的原则，既要方便系统日后升级，又要兼顾投入使用后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上海浦江万达广场万达影城内厅装饰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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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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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为满足演示最新网络通讯产品所需的条件、为顾客营造更加优质的产品体验场所，项目对原有的联通营业厅进行升级改造。主要施工

内容包括拆除旧的店面装饰装修、搭建智能化系统、弱电系统、数字化体验系统等。施工的重点内容是对营业厅的智能化系统进行升级，

满足最新网络通讯产品运行所需的条件，方便顾客体验产品、缴费、咨询业务等功能需求。

广州联通营业厅—数字网络体验系统建设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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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27



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坑梓影剧院坑梓电影院的建筑面积为 5489.89 ㎡，主体建筑为地上三层，于 2004 年建成投入使用，梓街道办事处于 2018 年启动对

其全面整改提升计划。

       全新的坑梓电影院展厅将创意设计与高科技展示布展相结合，以“科技 + 创意”的协调带来完美的观影感受。展厅的数字环境应用

多点触摸、360 度幻影成像等前沿技术，实现影音娱乐互动，同时整合控制所有数字媒体设备，包括视频、动画、图文、音响、灯光等等，

以一体智能的方式最大程度营造整体效果。

坑梓影剧院展厅及广场改造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28

项目荣获 " 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



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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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作为为广大客户提供面对面服务的直接窗口，线下营业厅不仅是客户办理业务和体验服务的重要场所，也是深圳供电局展现企业形象、

业务能力、最新产品的平台，对提升品牌美誉度、客户认同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次工程是对多个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营业厅进行建筑设计装饰，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设计装饰方案、开展装饰装修工程、公共安全系

统安装工程、智能化设备安装工程等。其中安装智能化设备包括各类自助服务设备、安全监控设备、智慧用电展示设备等，借助信息通信、

计算机网络、智能控制等技术构建多功能智慧营业厅。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营业厅建筑设计装饰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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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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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作为湛江市区公园、主干道创文项目——设施修复工程中的一部分，湛江市渔港公园贝壳展览室修复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是对原贝壳

展览馆进行重新设计和装饰。

       作为粤西和北部湾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湛江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和渊源的海洋文化，中深装在设计承建此项目时，充分发挥展厅

设计技术的展示效果，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项目设计师细心了解海洋文化和当地人文习俗，做好展览室的设计策划工作；后期施工

团队精细施工，完美呈现设计方案，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一处了解湛江海洋资源、自然风景和人文习俗的平台。

湛江市渔港公园贝壳展览室修复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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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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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对上海市黄浦学校报告厅及一层公共区域内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区域包括会客室、门厅、会议准备室、控制中心等，主要施工内容

为室内装饰、种植屋面、重做坡道、弱电系统、电气系统、消防及喷淋系统、暖通系统、空调新风系统等，工程涉及建筑面积约为 2129 ㎡。

上海市黄浦学校报告厅及校园文化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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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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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宜昌大数据产业园项目是宜昌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伍家岗区政府、宜昌国投集团三方共建项目。产业园规划占地 408 亩，

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占地 81 亩，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于 2020 年 5 月启动建设。

      项目包含从概念设计、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全过程的设计服务内容 ( 含施工图预算、深化设计等内容 ) 及施工布展。具体设

计与建设内容包括：装饰工程、电气工程、平面工程、场景工程、暖通工程、多媒体软硬件工程以及展品展项工程、家具及软装工程。

      设计方案拟借助大数据与智慧科技手段，以“认识海洋-关注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为主题，生动展现我国海洋大数据、产业化进程、

海工装备以及海洋国防。

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一期项目智慧海洋中心设计施工一
体化 EPC 项目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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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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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路 82 号茶宫大厦六楼  官方网址：http://www.szzsz.com
联系电话：0755-82946988、82943868  联系传真：0755-82903355

生态城市环境提升专家

装饰·设计
高端医疗健康装饰专家

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

中国建筑幕墙百强企业、中国建筑装饰绿色环保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医疗空间设计机构、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用评价 AAA 企业

广东省优秀园林企业、广东省连续八年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等级 AAAAA 企业

深圳百强企业、深圳知名品牌企业、深圳先进职工之家企业、深圳市时花生产优秀企业深圳市十强优秀园林企业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消防设计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专业承包壹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壹级
展览工程企业施工资质壹级
洁净工程壹级
中国清洁清洗行业等级资质国家一级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特种工程 ( 限结构补强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特种工程 ( 限特种防雷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Ⅲ类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Ⅱ类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叁级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 压力管道 )GC2 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承装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修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试类电力设施许可证四级
造林绿化施工资质乙级
白蚁防治企业资质乙级
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资质证书乙级
环卫作业清洁服务资格乙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级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丙级
深圳绿色产业资质认证（工程建筑类）



装 点 世 界 更 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