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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莲花山公园“春天之路”

深圳市深南大道中央绿化带提升工程

华南电源创新科技园绿化景观改造工程

深圳市坪山大道时花种植管养服务项目

深圳市罗湖区玉龙社区公园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深圳大工业区体育中心绿化管养工程

“粤港澳大湾区 •2019 深圳花展”获奖作品《爱深圳 • 爱生活》

深圳仙湖植物园野营区绿化工程

深圳北站周边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三馆室外园林工程

深圳龙岗区安良社区公园绿化提升工程

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科普教育设施改造工程

深圳市麒麟山庄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广场景观工程

深圳市福田区 2016-2019 年时花换种及养护服务项目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绿地营养承包项目

深圳北环大道北面彩田立交到新洲立交绿化工程

仙湖植物园苏铁路及周边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福田中心公园景观建设项目

荔枝公园红岭路沿线景观改造提升工程

福田区高铁站立体绿化管养维护项目

祖庙街道辖区内历年景观提升修缮工程

“粤港澳大湾区·2021 深圳花展”作品《深爱》

附：公司苗圃基地现场图片

12

16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6

54

58

14

18

10

Content目录

02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荣誉及资质

行业地位及奖项

04

06

08

企业简介  

绿化项目展示 Green project display

0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02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企业简介

企业荣誉及资质

行业地位及奖项

03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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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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荣誉 Enterprise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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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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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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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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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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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行业地位 Rank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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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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项目展示
Green project display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0810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莲花山公园“春天之路”

“粤港澳大湾区·2019 深圳花展”获奖作品《爱深圳·爱生活》

深圳市麒麟山庄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深圳市深南大道中央绿化带提升工程

深圳仙湖植物园野营区绿化工程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广场景观工程

华南电源创新科技园绿化景观改造工程

深圳北站周边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深圳市福田区 2016-2019 年时花换种及养护服务项目

深圳市坪山大道时花种植管养服务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三馆室外园林工程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绿地营养承包项目

深圳市罗湖区玉龙社区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深圳龙岗区安良社区公园绿化提升工程

深圳北环大道北面彩田立交到新洲立交绿化工程

深圳大工业区体育中心绿化管养工程

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科普教育设施改造工程

仙湖植物园苏铁路及周边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福田中心公园景观建设项目

荔枝公园红岭路沿线景观改造提升工程

福田区高铁站立体绿化管养维护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2021 深圳花展”作品《深爱》

祖庙街道辖区内历年景观提升修缮工程

附：公司苗圃基地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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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为迎接改革开放 40 周年、贯彻落实深圳市委市政府“打造世界著名花城”的战略部署，莲花山公园以“春天之路”为主题，针对金

桂路至山顶广场沿路景观进行改造优化，以提升公园的绿化景观水准。

       本次改造路线全长约 1.6km，沿线的植物经过 20 多年生长，存在种植过密、植株老化、病虫害威胁、层次杂乱无序等诸多问题。提

升方案主要为：将整体项目分为湖光山色、花香四溢、漫山红遍 3 个景区，分别进行优化，去除老化、景观效果不佳的植物，植入新鲜花

卉植被，修缮更换休憩娱乐设备，打造疏朗通透的闲适景观。

莲花山公园“春天之路”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2

项目入选“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精品工程、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
优良样板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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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作品的设计方案从环保出发，以“卉萃深圳、花样生活——我为环保代言”为主题，由董事长柯颖锋亲自设计、搭建。将台风吹断的树枝、

废弃的衣物鞋包、废弃的轮胎、自行车等生活旧物，与石斛、蕨类植物结合，营造出具有环保生态、园艺艺术的原生态花境景观，让观众

在百花齐放中感受环保的魅力，传达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 粤港澳大湾区·2019 深圳花展 " 作品《爱深圳·爱生活》

14

项目荣获本届花展“花境竞赛银奖”、“造园艺术类最佳生态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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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麒麟山庄位于深圳特区西北麒麟山麓，占地 3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6 万平方米，由五栋别墅与一栋综合楼形成错落有致的园林式

建筑群体，设计风格古典与现代结合。

       本次绿化改造工程通过巧妙的设计和专业的施工，将绿植与古香古色的建筑外形相结合，烘托出典雅幽静的环境，让顾客心旷神怡，

如临仙境，在郁郁葱葱的田园式风光中摆脱都市的喧嚣，享受难得的静谧。       

深圳市麒麟山庄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16

项目荣获“中国风景园林优秀园林绿化工程奖”、“广东省风景园林
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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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深南大道是深圳市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全长 25.6 公里，连接罗湖、福田和南山区。深南大道被称为是深圳的一张名片，白天整洁晴朗，

夜晚华灯璀璨，像是展示深圳这座城市魅力的电影胶片。

       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是养护优化深南大道的中央绿化带，以提升美化深圳城市形象为目的，根据时节设计施工，让整体环境更加美观

和谐。       

深圳市深南大道中央绿化带提升工程

18

项目荣获“深圳市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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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始建于 1983 年，占地面积 546 公顷，集植物收集、研究、科学知识普及、旅游观光为一体，是中国观赏植物科

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先后荣获“广东省环境教育基地”、“深圳市环境教育基地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示范基地”、“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深圳市科普教育基地 ”等荣誉称号。并于 2007 年被国家

旅游局评为国家“AAAA”级风景区、2008 年被国家建设部评为“国家重点公园”。

       仙湖植物园野营区绿化工程施工内容包括：绿化养护、公园建设、给水设备安装等，其中绿化养护为重点内容，设计及施工方案都必

须保证与整体和谐搭配，而引进的绿植需要美观、易活。       

深圳仙湖植物园野营区绿化工程

20

项目荣获“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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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广场景观工程位于湛江市麻章区广东海洋大学主校区内，该项目施工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施工内容主要包括：

大型雕塑施工、喷水池施工、园林绿化施工、园路施工、地面石材铺设、敷设电气设备系统、安装路灯、给排水系统施工等。

       设立于主广场的形象雕塑，具有大气、庄严、典雅的特质，向广东海洋大学的莘莘学子传递着“ 广学明德，海纳厚为”的精神。项

目设计新颖美观，将静态雕塑、水电景观、绿植多元搭配，让海洋广场成为该校的代表性地标。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广场景观工程

22

项目荣获“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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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华南电源创新科技园绿化景观改造工程
项目简介：       

       园林建构筑物部分（入口水景、灯光广场、景观构架、休闲廊架、花基和围墙等）、绿化种植部分、电气部分及给排水部分等，其中

绿化项目采用自然式配置方式，以多品种多层次群植、丛植为主，乔、灌、花、草合理组合，进行人工植物群落培植，形成高低起落疏密

有致的立体空间结构。

       由于项目位于张槎一路北侧，绿化品种的设计及施工都必须最大限度的满足道路的安全要求，以方便公交车辆和行人通行，应重点考

虑采用简洁、美观、易活的品种，所以行道树选择树冠冠幅大、枝叶密、落果少的乔木为主。      

24

项目荣获“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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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6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北站周边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项目简介：       

       深圳北站是深圳铁路“四主四辅”客运格局的核心车站，也是广深港高速铁路中间枢纽站和杭深铁路的始发站。截至 2016 年 5 月，

深圳北站是深圳市规模最大、接驳功能最为齐全、设备技术最先进、客流量最大的特大型综合铁路枢纽。

       本次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主要包括：绿化景观施工、树池砌筑、人行道铺设。和一般的绿化项目相比，深圳北站周边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必须充分考虑到将植物的个体景观和群体景观有机结合，并根据深圳北站地形进行改造，达到植物与实地情况更加和谐。

项目荣获“风景园林优良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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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市福田区 2016-2019 年时花换种及养护服务项目

项目简介：       

       项目主要是为深圳市福田区各路段及重要区域的时花进行更换及养护，保持福田中心区域的绿化景观水平，利用花卉进行色彩和造型

搭配，让市容市貌美观整洁、清新怡人，落实“美丽深圳·宜居深圳”的城市建设规划。

28

项目荣获“风景园林优良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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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市坪山大道时花种植管养服务项目
项目简介：       

       坪山大道贯穿碧湖文化健康城段、中心城段、聚龙科创城段三部分区域，总长 21.5 公里，是坪山产业发展带，也是重要的形象景观轴，

聚合了全区重要的交通、景观、产业、公配等功能，沿途分布着坪山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是坪山未来规划与布局的重点。

       坪山大道时花种植管养服务项目为花卉养护、造型项目，保持花卉景观新鲜、美观、整洁，为打造魅力坪山的区域形象增色添彩。

30

项目荣获“风景园林优良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31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市龙岗区三馆室外园林工程
项目简介：       

     “龙岗三馆”位于龙岗中心城核心地段，包含区科技馆、青少年宫、公共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并兼顾文化商业配套等功能。建筑地上 5 层、

地下两层，是龙岗区政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普惠型、质量型文化高地计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

       本次工程是将园林绿化与建筑形体组合、穿插、搭配，组成一个有文化氛围浓郁、视觉造型前卫的整体，具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景观印象，

成为龙岗区的地标建筑。       

32

项目荣获“风景园林优良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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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绿地营养承包项目
项目简介：       

       香蜜湖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办公、居住、餐饮、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片区，作为深圳市城市中心绿核，区域内的绿化水平和空气质

量优于其他城区。

       本项目的主要养护区域为香蜜湖片区地段，养护面积 636755.28 平方米，其中特级绿地 34290 平方米，大量绿植需要维护管养和替换，

中深装在本次工程中展现出的专业水准和敬业态度受到客户的肯定。       

34

项目荣获“广东省养护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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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市罗湖区玉龙社区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项目简介：       

       项目属于市政公园升级改造工程，主要施工内容为园林建筑及和绿化景观。园林建筑和绿化景观组合搭配，让园内景致更加富有层次，

共同烘托出古典园林的气息，成为当地休闲、运动的首选地。

       项目设计因地制宜，兼顾实用与节约原则，有效利用空间。工程采用新型滴灌系统进行浇灌，最大限度节约用水，严控水、油、电成本，

达到节能和绿化双赢的效果。       

36

项目荣获“深圳市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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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龙岗区安良社区公园绿化提升工程
项目简介：       

       项目属于市政公园升级改造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园林绿化施工、给水设备安装、排水系统敷设等，其中园林绿化是重点工作。

园林绿化主要包括种植多种苗木，如细叶榄仁、凤凰木、大棉、大叶紫薇、国庆花等，以及灌木、花带、草皮。

       项目竣工后大幅提升了安良社区的形象，同时具有净化环境、降噪排尘、降温增湿的作用，给当地居民创造出良好的居住环境。       

38

项目荣获“优秀园林绿化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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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北环大道北面彩田立交到新洲立交绿化工程
项目简介：       

       北环大道于 2011 年 6 月全线改造完工，是一条东西向快速干道。全路双向 8 车道，全立交全封闭。全路交会 107 国道、南海大道、

皇岗路等城市重要干道，日车流量巨大，是深圳东西交通的重要快速干道。

       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是针对北环大道北面彩田立交到新洲立交路段，进行绿化养护优化，提升道路整体环境。       

40

项目荣获“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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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深圳大工业区体育中心绿化管养工程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深圳市坪山区，建筑主体具有强烈的设计感和现代感，绿化管养工程的目的是利用周边地形，将绿化景观和建筑造型结合，

不仅起到净化体育中心周边环境的作用，美观、整洁的环境也让体育中心成为当地居民休闲运动的首选地   

42

项目荣获“优秀园林绿化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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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科普教育设施改造工程
项目简介：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1984 年创建，面积 368 公顷，1988 年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职能是面向大众宣传自然保护和环境意

识教育。保护区内地势平坦、开阔、有沼泽、浅海滩、椰林等多种自然景观。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已被“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列

为国际重要保护组成单位之一，也是中国“人与生物圈”网络组成单位之一。

       本次改造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针对保护区内的木栈道、观鸟亭、观鸟长廊、廊桥、卫生间、岗亭等基础设施进行修缮改造，对保

护区公园入口、管理站环境景观进行提升改造并制作科普小品。其中绿化面积约 18236 平方米，观鸟亭的修缮面积约 380.41 平方米，

维修栈道长度约 1796 米。       

44

项目荣获“优秀园林绿化工程”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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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仙湖植物园苏铁路及周边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项目简介：       

项目内容分为两部分：

       1、针对仙湖湖区环湖栈道周边配套设施及绿化景观进行提升改造，主要改造内容为：修缮环湖栈道、改造围栏、建造湖边夜景灯光、

建造沿湖水生植物花境、建造栈道周边花境、增加沿路植物科普介绍等，整体工程面积约 21000 平方米。

       2、苏铁路是游客游览仙湖植物园的必经之路，本次改造内容主要是对苏铁路沿线绿化环境进行改造提升，包括沿线支路至杜鹃路等

区域。主要改造内容为：优化更新沿线绿植、增加乡土树种、科学合理做好乔、灌、草的层次搭配，重点增加垂直绿化的应用，例如增加

附生植物、藤本植物的应用，从而打造自然丛林式的景观迎宾园路，整体工程面积约 17000 平方米。       

46

项目荣获“深圳市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施工类）金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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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Gree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福田中心公园景观建设项目
项目简介：       

       为提升福田中心公园绿化景观品质，以优美整洁的环境迎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心公园开展朱顶红等开花地被建设项目工程。主

要施工内容包括朱顶红植物景观建造、园内绿化梳理、国庆节日造型建造三大部分。其中以“五彩祥云”为设计主题打造的朱顶红

景观，面积 1929 ㎡。

       振华西路与红荔路，梳理去除过度密植、生长不良、病虫害严重的乔灌木及地被，调整植物种植模式，打造疏朗通透、大气简约的

绿地景观；国庆节日造型建造围绕中心公园周边主要干道布置花卉，主要布置区域为：笋岗西路、皇岗路、深南路及公园主要入口，

平面布置总面积 3800 多平方米。  

48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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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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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荔枝公园红岭路沿线景观改造提升工程
项目简介：       

       1982 年，在原有的 589 株荔枝林和一片低洼稻田的基础上，进行挖湖、筑亭、造桥、铺路，构筑成园，深圳市荔枝公园因此得名。

公园东邻红岭路，南接深南中路博物馆，西连居民住宅区，北连红荔路。

改造提升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为扩建与改造公园原有出入口、在绿化带增加通过步道、改造公园绿地空间、修整中下层绿植被、提升绿化

品质，总绿化面积约为 8510 平方米。因项目位于客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区域，所以从设计、施工到管养都需要考虑到所选用绿植的耐活和

美观，使其发挥出最高性价比。

       因此在选择苗木搭配、施工和管养方面都必须考虑到是否具有净化空气、降噪、轻花粉量、美观等方面的因素，在后续管养方面也需

要配备相符的高效方案，计算出管养周期并严格执行，以最少的资源达到最好的管养效果。同时还需要不定期进行杀虫消毒，保证苗木的

存活率。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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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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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福田区高铁站立体绿化管养维护项目
项目简介：       

       福田高铁站是联通香港到大陆高铁的第一站，位于深圳市益田路与深南大道的交界处。车站及相关工程全长 11.4 公里，地下三层，

设 8 线 4 站台 21 个出入口。车站地下一层为换乘大厅，地下二层为站厅层和候车大厅，地下三层为站台层，可同时容纳约 3000 人候车。

车站年发送旅客量约为 1940 万人，是目前亚洲占地面积仅次于香港西九龙、全世界列车通过速度最快的地下火车站。

      立体绿化管养维护项目的主要工程内容是针对福田区高铁站范围内的景观绿植进行设计、养护、更新、补苗，以及维护水电设施、骨

架系统等附属设施。

项目荣获“2019 年度深圳市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养护类）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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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粤港澳大湾区·2021 深圳花展”作品《深爱》
项目简介：

运用废弃的渔网、鱼篓、渔船，精美的风铃、漂流瓶、海洋生物模型等道具，与月季、石斛等花卉结合，表达对深圳往昔情景的回忆，对

现在美好生活的热爱，对未来发展的憧憬。

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历程，浓缩在一部花卉作品中。身处其中，让阳光、微风、花香，感召大家对深圳的深爱。

项目荣获本届花展“造园艺术大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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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祖庙街道辖区内历年景观提升修缮工程
项目简介：

“祖庙街道辖区内历年景观提升修缮工程”是对祖庙辖区内 20 条街道节点进行景观修缮提升，主要施工内容是修复整治沿街部分的建筑

外立面、配套安装工程、人行道铺装、附属设施以及园林绿化等。

为打造出岭南文化与现代人文特色凸显的文明示范街道，项目团队将整体修缮整治工程按照专业和区域细分成子工程，具体施工计划如下：

（一）建筑外立面改造。严格按照先规划、再修缮的原则，确定屋顶、墙身、基座等外观改造方案，规范建筑外立面的修缮标准，达到协

调统一，体现特色的效果。 

（二）提升绿化水平。沿街公园、游园、街头绿地植物色彩丰富，绿化层次突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依形就势，体现生态性、多样性和

地域性，合理设置雕塑小品、座凳等基础设施。

（三） 改善街道照明。同一道路的路灯灯杆、灯具、光源、安装统一协调，式样美观，节能效果达到标准。做到简洁明快，和谐统一，

塑造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特色夜景。

（四）完善道路设施。规范铺装人行道，科学设置盲道、路标、施划标线，标线清晰、规范，形成完善的道路系统。实施道路路面整修改造，

保障居民出行便利。道路铺装及修复平坦顺直，铺装材料体现生态性和地域性。

（五）设立附属设施。为确保沿街路面、绿化带等洁净，公共卫生间、果皮箱、垃圾收集箱等卫生设施设置满足行业标准，标识明显，设

施外观整洁、完好。

（六）优化居民区环境。以沿街居民区为重点，整治卫生环境、修缮附属设施及优化绿化环境。

项目荣获“2021 年度深圳市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工程类）金奖”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57



中深装绿化项目画册

58

Gree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附：公司苗圃基地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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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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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