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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深圳电信枢纽机房楼配套装修工程消防安装部分

深圳市粤海街道南油 B 区 11-29、56-75 栋消防整改工程

邹城市交运商务中心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

潮商广场消防工程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卷盘购置安装工程

龙岗绿智创谷项目格坑工业园供配电系统、室外消防管网及园区环境提升工程（二次）

深圳电信通信机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更新改造项目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RB 实验楼五层装修 EPC 工程

河南镀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超硬光学薄膜建设项目（二期）

恒昌科技大厦（东座及西座）消防工程

龙田街道办民兵应急（消防）分队专属驻地装修工程

坑梓影剧院及广场改造工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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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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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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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ompan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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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荣誉 Enterprise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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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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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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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 Certifications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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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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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行业地位 Rank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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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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筑装饰分会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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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工业总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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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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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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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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项目展示
Fire project display

中深装展览项目画册



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深圳电信枢纽机房楼配套装修工程消防安装部分

深圳电信通信机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更新改造项目

恒昌科技大厦（东座及西座）消防工程

深圳市粤海街道南油 B 区 11-29、56-75 栋消防整改工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RB 实验楼五层装修 EPC 工程

龙田街道办民兵应急（消防）分队专属驻地装修工程

邹城市交运商务中心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

河南镀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超硬光学薄膜建设项目（二期）

坑梓影剧院及广场改造工程（一期）

潮商广场消防工程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卷盘购置安装工程

龙岗绿智创谷项目格坑工业园供配电系统、室外消防管网及

园区环境提升工程（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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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深圳电信枢纽机房楼配套装修工程消防安装部分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本项目的服务客户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要施工内容是对 IDC 机房的消防设施进行更新改造，具体包括：安装气

体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雾探测报警系统等消防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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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深圳电信通信机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更新改造项目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主要施工内容是针对建筑现有的消防设施系统进行整改，包括：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火灾自动报警工程、低压电气线路改造工程、

防火门及门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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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恒昌科技大厦位于前海合作区的核心地段，总用地面积 14950.4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99724.18 平方米，由两栋塔楼对称相望，

总高度为 151m，建筑层数地上 31 层（裙房 6 层）。西座塔楼主要功能为办公楼，东座塔楼主要功能有酒店和办公，裙房为办公、酒店、

文化、商业配套。

      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建设消防自动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消防喷淋系统、消防栓系统、广播系统、防排烟系统、各楼层

的所有正压送风和排烟系统、防火卷帘、气体灭火系统、灭火器具、消防设备配电、室外消火栓等。

恒昌科技大厦（东座及西座）消防工程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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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是对粤海街道辖区的南油 B 区 11~29、56~75 栋消防隐患整改，重新敷设室内消火栓管道，增设室内消火栓室外埋地管网，增

加水泵接合器，更换消火栓箱体，灭火器、室外消火栓系统，路面拆除与恢复。

深圳市粤海街道南油 B 区 11-29、56-75 栋消防整改工程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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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针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RB 实验楼五层进行装修工程、洁净工程、中央空调工程、强弱电工程、给排水工程、局部消防改造。

工程采用 EPC 总承包方式，中深装项目专属团队承揽整个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进行全方位把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RB 实验楼五层装修 EPC 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20

项目荣获“全国优质工程金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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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主体改造面积为 4009.5 平方米，新建训练塔建筑面积为 163.2 平方米和消防泵房建筑面积为 

166.27 平方米。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主体改造工程、训练塔工程、消防泵房工程、室外道路及围墙工程、室外网管工程、安装工程。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龙田街道办民兵应急（消防）分队专属驻地装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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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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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城东科技新城，建筑主题结构形式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主要施工内容是针对包括 8 

层至顶层的公共区域、卫生间以及功能性房间（强弱电间、机房、管道井）进行建设，对涉及消防功能的墙面进行增设或改造，安装给排

水系统、电气系统、弱电系统等。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邹城市交运商务中心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

24



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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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主要施工内容是建设消防系统、通风系统、压缩空气系统、输变电系统、纯水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管道系统，以及室内装修装饰等。

河南镀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超硬光学薄膜建设项目（二期）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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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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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坑梓影剧院于 2004 年建成投入使用，因使用年限较长、每日客流大，建筑陆续出现墙体裂痕、消防供水管网漏水等问题。为保障观

众和市民的安全，坑梓街道办事处于 2018 年启动对其全面整改提升计划。

      其中消防部分的工程内容包括：消防设施改造、电气改造、给排水改造、楼道地面及外墙局部补修等。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坑梓影剧院及广场改造工程（一期）

28

项目荣获“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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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总建筑面积 108727.81 平方米，其中地下 2 层，建筑面积 26302.18 平方米；地上 3 层为商业裙楼；塔

楼 2 座，办公楼 23 层；微型办公楼 29 层。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搭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消防电梯、应急灯照明及疏散指示等消防工程施工。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潮商广场消防工程

30

项目荣获“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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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为响应《深圳市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指南》要求，保障辖区居民人身财产安全，项目对南湾街道辖区内 13 个社区的七层以下

且未安装消防卷盘的出租屋进行消防改造，施工对象包括丹平、丹竹头、吉厦、南岭村、南龙、南新、沙塘布、沙湾、厦村、上李朗、下

李朗、樟树布、宝岭共 13 个社区内约 2685 栋出租屋。

       主要施工内容为铺设室内消防卷盘给水系统。消防水源从出租屋楼栋入户自来水总闸端接入，并新增水表、增压泵、室内消防立管、

消防卷盘、压力表、排气阀等消防配套设施，共计增设消防卷盘约 10750 个。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卷盘购置安装工程

32



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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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沙庙路与环坪路交叉路口往西北约 100 米格坑工业园，具体施工内容包括：

       1、格坑工业园室外消防管网：消防水池扩容及水泵房设备管线更新；室外压力供水管网改造，水泵房至各单体入户接驳处范围内的

室内消火栓管网系统、自动喷淋系统管网改造、室外消火栓系统改造（含直供区生活供水系统室外管网衔接部分）

       2、格坑工业园与龙口工业园园区环境提升：入口大门形象整体改造；增加岗亭、入口标识 LOGO；建设宣传栏、自行车停车棚、垃圾桶、

休闲座椅；大小乔木栽植、灌木栽植、花卉栽植；现状植物补植防护栏杆；建设太阳能路灯。

       项目采用施工总承包的方式承建。

Fire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龙岗绿智创谷项目格坑工业园供配电系统、室外消防
管网及园区环境提升工程（二次）

34



中深装消防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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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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