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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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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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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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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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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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行业地位 Rank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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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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奖项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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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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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证书 Awar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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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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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国际大酒店

君澜酒店

云和院国际酒店

南光格兰云天·阅酒店

宜宾华邑酒店

广州岭南学院养生谷

珠海格力海岸静云公馆 ( 五星 )

深圳九州谨程酒店 ( 五星 )

四川黑龙潭长岛天堂洲际酒店 ( 白金五星 )

四川三岔湖长岛天堂洲际酒店 ( 白金五星 )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装修工程

深圳李朗亚朵酒店装修工程

广州岭南学院养生谷

河源巴伐利亚颐养酒店

安庆温泉酒店

博客酒店

河北祥荣大酒店

天津吉祥凯悦酒店

维也纳酒店万科第五园店装修工程

山西运城盐湖大酒店精装修工程

刘三姐度假山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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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桂林国际大酒店位于桂林市临桂区机场路，是一座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商务会议、餐饮、商贸活动和智能化于一体的五星级酒店，

也是一个将黄金地段、高端设计和奢华品质有机结合的商业地产项目。

       “桂林山水甲天下”，作为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桂林拥有众多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桂林国际大酒店室内设

计项目以“桂林印象”为灵感，将最具有代表性的漓江山、银子岩、刘三姐等“桂林符号”融入设计方案中，打造出博物馆式酒店，让入

住的商旅客户感受到浓郁的桂林文化氛围。

       同时作为一座五星级酒店，桂林国际大酒店整体的室内设计风格定位于高端大气，内部各功能区域讲究舒适、便捷，满足住宿、娱乐、

会议、餐饮、活动等使用需求，力求为客户带来五星级的入住体验感。

桂林国际大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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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君澜酒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银田工业区，距离宝安国际机场 30 分钟车程。白天，这里人流熙攘；夜晚，则灯火通明，流光溢彩，映

衬着深圳这座大都市的喧嚣与奢华。

       在外观设计方案中运用大面积的落地玻璃幕墙，以“蜂窝钻石”切面为建筑外形呈现，极具设计感。

       照明设计师结合建筑师的想法，运用大理石和夹丝玻璃对光的洗涤和晕染效果，营造出鲜明的层次感，截然不同于周边其他建筑色彩

斑斓的灯光氛围，极具视觉冲击力。

君澜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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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深圳市凯雷斯顿酒店是一家集客房、西餐、娱乐 KTV、酒吧及商务会议于一体的智能化互联网酒店，酒店拥有各类豪华客房 125 间，

按现代五星标准设计、融入新颖的个性智能化系统，彰显高端大气、温馨舒适。酒店拥有行政会议室、多功能厅各 1 间，以及一座 200

多个车位的停车场。

深圳凯雷斯顿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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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云和院国际酒店位于贵州省都匀市足球小镇，毗邻举办大型赛事的体育馆、足球场，以及自然舒适的山间。酒店集客房、餐饮、康体、

娱乐于一体，接待客户定位于球星入住、考察接待、高端球迷、赛事承办、疗养。

项目的设计方案融入了足球元素和贵州苗族文化符号，视觉效果既有运动的激情活力，又有人文的古典雅致，让入住的客户体验到闲适写

意的生活本色。

云和院国际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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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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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金山和岷江在宜宾相接汇合，创造了长江的强大起点。 酒店的设计方案从宜宾的自然环境中汲取灵感，将宜宾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自

然元素：竹林、水雾、仙寓山洞穴、七仙湖、石林、翠鸟、茶园应用到设计方案中，将酒店的整体内部环境打造成为宜宾的自然掠影，让

入住的宾客在酒店中即可感受到宜宾的人杰地灵和风土魅力。

宜宾华邑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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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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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南光格兰云天·阅酒店隶属深圳格兰云天酒店集团旗下精品中端品牌，酒店设置有百余间精美舒适的客房和套房，大堂吧等餐饮配套，

通过构建沉浸式“阅与行”的体验场景，以便捷的地理位置和暖由心生的服务理念为阅行者创造张弛有度的旅居氛围，提供一段自在从容、

有温度的轻质生活时光。

设计方案以“自然的共生关系”为主题，营造出天然的生态方式，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生状态， 将“树”作为主题元素串联起整

个空间的纽带及构成室内外的情感链接。

南光格兰云天·阅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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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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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酒店位于珠海情侣路末端，唐家湾复地，社区配套酒店，占地面积 12000 ㎡ ，被评为珠海十大度假型酒店。酒店内部设有客房 60 间，

400 ㎡的米其林三星餐厅，拥有独立空间的前台区，10 间中式餐厅包房 。60 间客房各具特色，没有重复户型，房型各异，有平屋顶的、

斜屋顶的、两层阁楼式的、以民国风格为主题，打造出怀旧、休闲、舒适、高档的环境。

珠海格力海岸静云公馆（五星）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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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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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酒店位于深圳蛇口招商商业区复地，占地面积 32000 ㎡，设置客房 219 间。定位于城市商务酒店，设计方案为新中式简约风格，为·体

现酒店的特色，特别在裙楼顶部天台设立一座无边泳池，突出建筑物外立面 1 米，让从主路南海大道经过的客人眼前一亮，也是酒店的一

个重要标识。

深圳九州谨程酒店（五星）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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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27



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酒店位于四川黑龙潭景区内，占地面积 35000 ㎡ ，是一家白金五星级酒店。内部设有一个 2000 ㎡的宴会厅，一座 50 米长的标准

泳池，配套 SPA、足浴等休闲设施。大堂面积 2500 ㎡、高度 20 米，设有独立空间的前台区，内设中式餐厅包房 20 间，豪华套房 20 间，

以独立别墅形式设置在离酒店主体 30 米 ~50 米处的斜坡园林内。

四川黑龙潭长岛天堂洲际酒店（白金五星）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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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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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酒店坐落于“天然氧吧”三岔湖风景区，空气清新，环山抱水。内部设有超 10000 ㎡的超大型室内外水上乐园，3300 ㎡室外无边际

泳池，为顾客打造“海边”度假的体验感受。大堂总挑高 30 米，典雅与现代装饰风格相融合，在低调中透着奢华，散发恢弘大气的气势。

四川三岔湖长岛天堂洲际酒店（白金五星）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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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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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坐落于福田中央商务区，毗邻深圳市会展中心和市民中心，繁华的购物中心和写字楼近在咫尺。

酒店拥有设计时尚而高雅的客房和套房，另有宽敞怡人的服务式公寓。共占 7 层的豪华阁更为客人提供至尊独享的服务和礼遇。并配有一

流的商务中心和健身、康乐设施。

       酒店的装修方案将经典的简约风格和中式风格相结合。巧妙的运用色彩和光线相呼应，打造一个开阔又自然的空间，整个空间视线明

了，给人一种流畅舒适的感觉。室内设计采用暖色系，简单利落的线条使得整体空间看起来更宽敞。

       精心设计的灯光与大理石和木元素巧妙的融合，营造出优雅大气的氛围，精巧的灯具、雅致的挂画、古典的装饰品，让整个空间既有

古韵又有现代的气息。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装修工程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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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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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亚朵连锁酒店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东久新科技园 2# 综合楼，工程包含设计和施工两部分，涉及区域包括：一层露台阳台、自

助餐厅、会议厅、大堂、服务台等公共区域，以及 2-4 层客房。

       设计思路以创造舒适、便捷的空间环境为主旨，将满足客户住宿、就餐、工作、阅读、洽谈、摄影等使用要求置于首位；装饰装修材

料均采用高档、实用的产品，工艺精致、质感考究，表现低调奢华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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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鹏奖”

深圳李朗亚朵酒店装修工程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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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35



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广州岭南学院养生谷是全国首创的大学养生养老园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内，占地面积约为 350000 平方米。

除了完善的住宿设施，还有配有体育馆、图书馆、餐厅、多功能教室、休闲吧、健身房、长者大学等场地设施。

       酒店内部装饰设计方案，首要考虑到贴合老年群体在生活和活动中对便捷和舒适的需求，所以设计风格要求简洁人性化，尤其需要注

重细节部分，例如卧室内配备智能抽水马桶、抽拉式水龙头、消毒柜等设施。装饰色彩以素色为主，让入住的客户在静谧舒适的环境中享

受生活。

广州岭南学院养生谷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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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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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河源巴伐利亚颐养酒店位于荣获国家 AAAA 级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中国旅居养老示范基地的河源巴伐利亚庄园内。

       酒店以文旅 + 健康 + 旅居度假为主题，以“健康养生、禅修养心、活力养老”为功能定位，内部设置理疗室、禅修室、大教室、书院等，

设计风格为简洁素净，装修材质采用绿色环保的新型材料，让入住的顾客在舒适安静、健康环保的环境中得到身心放松。

河源巴伐利亚颐养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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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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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酒店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所处环境风景优美、自然资源丰富，包括温泉资源。酒店设计风格为欧式古典风格，以金色为基调，营造出

高贵典雅的氛围。建筑材料大部分采用绿色环保的新型材料，保证酒店的舒适和安全，并通过环保的材料来体现向往自然、亲近自然、感

受自然的生活情趣，与天然资源型酒店的定位相符合。

安庆温泉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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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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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酒店的目标客户定位于年轻时尚群体，所以内部的装饰设计风格采用时下最受年轻群体欢迎的北欧冷淡风，简洁不失创意，并注重细

节角落的打磨，色彩渲染运用大量的深色系，辅助顾客步入酒店休息后放松精神，在舒适便捷的住宿环境中消除疲劳感。

博客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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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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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河北祥荣大酒店位于沧州市献县，占地面积 3 万余平米，酒店建筑面积 22000 平米，是一家集高档客房、洗浴、餐饮、休闲娱乐、

商务会议于一体的商务型国际酒店。设计风格奢华大气，装饰部分采用大量的高端材质、设备，力求将内部环境达到国际星级酒店水准。

河北祥荣大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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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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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作为天津市内规模较大型的酒店，吉祥凯悦酒店主要承办婚庆仪式，内部的装饰环境设计以精致、奢华、典雅的风格为主题，运用原

生态天然理石构建的墙面、原木酒桶雕刻的花器、通透的玻璃墙、现代感十足的白钢荷花等元素，打造出华丽大气、富有质感的氛围。

天津吉祥凯悦酒店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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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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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维也纳酒店创立于 1993 年，以 " 舒适典雅、顶尖美食、品质豪华、安全环保、音乐艺术、引领健康 " 为产品核心价值，品牌定位中

国精品连锁酒店领袖品牌。发展至今，维也纳已成为消费者心中高性价比精品酒店的代名词。

       万科第五园店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永香路 8 号，本次装修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酒店内部的装饰装修、外墙改造、消防系统改造、通

风系统改造、给排水系统改造。

维也纳酒店万科第五园店装修工程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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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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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工程内容包括酒店大堂，客房，餐厅等功能区域的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设计风格典雅大气，富有现代感，内部装饰和设施均采用富有

质感 的高档产品，适合商旅接待，以及举办各类礼仪仪式。

山西运城盐湖大酒店精装修工程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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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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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刘三姐度假山庄座落于风景如画的宜州市下枧旅游区内，依山傍水，水陆两通，交通便捷，是一家集“三星”级旅游饭店，中国 3A

绿色饭店，国际健康餐饮企业的度假旅游酒店。

       山庄拥有各类客房 59 间、有可容纳 250 人开会的多功能厅和会议室、中餐厅、商务中心，酒吧、商场、网球场、篮球场等服务场地。

刘三姐度假山庄设计
Hot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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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酒店设计与施工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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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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点 世 界 更 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