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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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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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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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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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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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

厦门地铁

深圳北站

丹竹头、双龙地铁站

罗湖站

赣榆站

响水站

宝安交警大队（原机场公安分局办公楼）改造项目

深铁大学深云实训基地培训楼装修改造工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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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北京西站，由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

       作为国内客运量最大的铁路车站之一，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受到多项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挑战，如施工期间恰逢“两会”召开、切断电源

安全施工的时间每周最多仅为 2 小时等。所以北京西站在施工过程中的维稳状态、保电工作，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亲自前往视察

工作。

       面对挑战，中深装的技术施工团队在设备安装调试时，进行大量的模拟操作，确保在每次断电施工中可以将工作效率提到最高水平。

历经 6 个月的时间，项目圆满顺利完成，确保北京西站无缝升级，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铁路交通正常运营做出贡献。     

北京西站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荣获“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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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厦门地铁 2 号线起点位于天竺山森林公园，终至本岛五缘湾，总长 41.6km，共设车站 32 座（全部为地下站），连接厦门本岛与岛外海沧，

穿海而过。从岛内乘坐地铁 2 号线到海沧仅需 3 分钟。更重要的是，地铁 2 号线和已开通的 1 号线形成“十字”交叉的轨道交通网络，

贯穿海沧区商务中心、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吕厝商住区以及海峡两岸金融中心，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

“厦门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工程车站设备安装及装修工程施工 4 标段”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车站范围内的通风空调系统（多联机空调）、

给排水（含室外市政给排水接驳）及消防、气体灭火系统、动力照明系统、区间动力照明系统、BAS 系统、FAS 系统、门禁及安防系统、

设备区及公共区装修工程等。车站物业开发空间的通风空调系统、给排水及消防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动力照明系统、喷淋系统、BAS 系

统、FAS 系统、门禁及安防系统、设备区及公共区装修工程等，以及其他属于以上系统的施工项目等。

厦门地铁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荣获“2021-2022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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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深圳北站向北可至北京，向南可至香港，是中国高铁体系中重要的中转站之一。中深装在此次工程中负责电力升级改造部分。在更换

老旧线路、维修老旧设备同时，合理扩容深圳北站的电力容量，为深圳北站的正常运营提供坚实的基础。

16

深圳北站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Railwa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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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深圳地铁 3 号线，又名深圳地铁龙岗线，是深圳市第三条建成运营的地铁线路。一期工程于 2010 年 10 月 30 日通车运营，二期工

程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全线通车。

     中深装在一期工程的修缮改造工程中，对龙岗线一期工程中的丹竹头、双龙地铁站进行重新装修，使之适合整条路线的风格。在不影

响市民出行的前提下，中深装保障文明施工，有效隔断垃圾、粉尘和噪音污染，顺利完成 2 个地铁站的改造工程。

丹竹头、双龙地铁站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Railwa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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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罗湖站作为深圳市最老的火车站，见证了深圳市三十年的发展轨迹。本次罗湖站工程在施工中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因为所在的罗湖区

是深圳旧市区，交通压力非常大，客观条件限制了材料运输和垃圾清理的效率。

       此外，罗湖站还包括一个客车站和香港海关口，每天的客流量都巨大。所以中深装将本次工程细化拆解，确保每个分段的施工按照计

划安排完成，最后整合验收交工，高效率高质量受到了建设单位的肯定与赞誉。     

罗湖火车站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Railway project 



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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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赣榆站，位于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客运铁路车站，是青盐铁路在赣榆县境内的枢纽车站。

截至 2017 年 9 月，赣榆站站台规模为 2 台 4 线，总建筑面积 16984.36 平方米，最高可聚集人数 700 人。

       中深装在赣榆站的建设工程中负责并完成了车站内的装修和电气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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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榆站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Railway project 



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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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2018 年 12 月 26 日，青盐铁路正式通车，结束了响水县无铁路的历史。

       连盐铁路北起连云港，南至盐城，正线长 232.2 公里。其中，盐城路段约 103 公里，经响水路段约 25.5 公里。线路在沈海高速公路

向东约 1 公里，基本与高速公路平行。连盐铁路的建设对加快响水沿海开发步伐、优化响水产业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连盐铁路

的开通，将为响水的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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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水站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Railway project 



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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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的施工地点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航站三路与机场五道交叉口，原机场公安分局大楼，建筑共 5 层，高度 20 米，建筑面积约 5500

平方米。

       主要施工内容是根据客户的使用需求，对建筑进行翻新改造，包括但不限于拆除工程、外立面改造、内部装修装饰、屋顶防水工程、

建设指挥中心、机房搬迁、光纤铺设工程、检测室内环境污染指标、环境污染处理、白蚁防治等。

       项目采用施工总承包的方式承建

26

宝安交警大队（原机场公安分局办公楼）改造项目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Railway project 



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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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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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深铁大学深云实训基地培训楼主要用于各类地铁运营专业实操、培训课程、行政管理等用途，施工目标是建成一座技术先进、功能完

备的现代化、智慧型培训场地。

      此次装修改造的对象是深铁大学深云实训基地培训楼 A 座裙房、12-19 层，施工面积约 12500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室内装修、

电气系统、给排水系统、暖通系统、消防系统、智能化系统、标识标牌等。

深铁大学深云实训基地培训楼装修改造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Railway project 



中深装铁路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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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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