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深装集团
助学南澳中学公益活动

爱满南澳
助梦成真

同心·圆梦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Preface前言
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

对于强者来说，困难不是前进的绊脚石，而是自励的鞭策。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柯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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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益项目
Charitable Projects

“同心·圆梦”- 初衷
"Concentric, Realizing Dreams"-Original Intention

       南澳中学作为汕头市第一批重点中学，也是南澳县唯一的重点中学，在每年的 6 月份均会走出一批品学兼优、奋进向上的优秀毕业生，

他们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步入各所高等学府，继续更高阶段的钻研学习。

       但对于部分优秀毕业生的家庭来说，金榜题名既带来了喜悦和光荣，也带来了忧虑和负担，因为生活压力较大，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

面临着重重困难。

       作为从南澳县走出来的商业精英，深圳市南澳商会会长、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颖锋先生于 2016 年发起“同心·圆

梦”助学公益项目，意在帮助家乡的优秀学子摆脱生活压力、专心学习，顺利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业。

      “同心·圆梦”项目组每年在顺利考入大学的南澳中学毕业生当中，评选出 5 位品学兼优、生活贫困的资助对象，并在此后的每一年均

予以 2000 元助学金，直至大学毕业。项目从 2017 年执行至今，受助学生已增至 15 人。

       在南澳县政府领导、教育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同心·圆梦”助学公益项目发展顺利，资助和鼓励的对象逐年增加。2020 年起，新增“优

秀教师”奖励项目，向南澳中学高三毕业班中，教学工作成果突出、高考成绩优异的课任教师表示祝贺和敬意。

       展望未来，柯颖锋董事长会继续带领“同心·圆梦”项目组，倾力帮助南澳中学建设校园、作育人材，让南澳县走出更多的人才精英，

回馈社会、反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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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益项目·心在南澳
Charitable Projects

“同心·圆梦”- 发展
"Concentric, Realizing Dreams"-Development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中深装集团设立南澳中学‘贫困生大学梦’助学金项目”签字仪式在南澳中学举行，中深装集团董事长柯颖

锋与南澳中学校长陈壮雄签订“中深装设立南澳中学‘贫困生大学梦’助学金”协议书，“同心·圆梦”助学公益项目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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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26 日，“同心·圆梦”助学金颁发仪式在南澳中学举行，南澳中学校长陈壮雄，党委书记陈奇南，统战部部长宣传部副

部长陈建武出席本次会议。中深装董事长柯颖锋亲自为受助学生颁发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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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圆梦”- 发展
"Concentric, Realizing Dreams"-Development

       2018 年 8 月 18 日，“同心·圆梦”助学金颁发仪式在南澳中学如期举行，南澳中学校长林楚光、南澳中学党支部书记陈奇南出席活动。

受助学生许智雀、黄苗苗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感谢来自中深装集团的热心支持，同学们将以优异的成绩作为回报，并将这股正能量传递给

更多人。

1 公益项目·心在南澳
Charitabl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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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2 日，“中深装十载·因你而精彩”绿色共生论坛暨中深装集团十周年庆典现场，南澳中学党委书记陈奇南为中深装集

团董事长柯颖锋送来锦旗，代表南澳中学对于中深装集团热心公益事业示以敬意。柯颖锋董事长现场宣布成立 100 万“中深装教育基金”，

以鼓励更多自强不息的学生及教师，让更多贫困学子用知识转化力量，用力量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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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圆梦”- 发展
"Concentric, Realizing Dreams"-Development

       2019 年 4 月 30，中深装集团为南澳中学捐建的三座标准篮球场全部铺建完毕。为感谢中深装集团的公益奉献，南澳中学举行“五·一”

教工篮球赛暨中深装集团捐建篮球场启用仪式。

       南澳县政协副主席陈壮雄、中深装集团副总裁李选海、南澳中学书记陈奇南、南澳中学校长林楚光、中深装集团人力资源总监陈得辉

等领导出席篮球场启用仪式。

1 公益项目·心在南澳
Charitabl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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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26 日，柯颖锋董事长携中深装集团众高层领导来到南澳中学，如期举行“同心·圆梦”助学金颁发仪式，受助学生已增

至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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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学生简介
Introduction to aided students

第一批

序号 学生姓名 毕业年限情况 录取情况

1 陈健灵 毕业于2017届高三（2）班 现就读于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建筑学专业

2 曾丽莉 毕业于2017届高三（2）班 现就读于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建筑学专业

3 洪桂镕 毕业于2017届高三（8）班 现就读于广东科技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4 许智雀 毕业于2017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惠州学院园林专业

5 李旭泽 毕业于2017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建筑学专业

第二批

序号 学生姓名 毕业年限情况 录取情况

1 黄苗苗 毕业于2018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广东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2 李  煊 毕业于2018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惠州学院化学（师范）专业

3 杨梅君 毕业于2018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广东白云学院金融学专业

4 杨诗涵 毕业于2018届高三（4）班 现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5 刘佳浩 毕业于2018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第三批

序号 学生姓名 毕业年限情况 录取情况

1 黄秀云 毕业于2019届高三（4）班 现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法学专业

2 黄培杨 毕业于2019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广东理工学院会计学专业

3 陈逸华 毕业于2019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广东白云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4 林潇凝 毕业于2019届高三（1）班 现就读于广州工商学院会计系会计学专业

5 杨馥瑜 毕业于2019届高三（2）班 现就读于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大学计算机应用工程专业

1 公益项目·心在南澳
Charitabl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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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 80 周年校庆授勋

“广东海洋大学教育杰出贡献奖”获奖集体和个人

       广东海洋大学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海洋局共建的省属重点建设大学，是一所以海洋和水产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

也是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院校，将“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海洋大学”作为发展目标。

       一朝海大学子，终生海大人。柯颖锋董事长一直铭记“广学明德，海纳厚为”的校训教导，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回报社会，都提倡

广集学识、踏实作为的海大精神，以真抓实干来提升中深装集团的业务水平、以实际行动来做公益慈善。

       为助力母校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海洋大学”的发展目标，柯颖锋董事长多年来积极支持海大校园建设，先后捐建海洋广

场景观工程、“西湖景观”美化工程等，用专业实力为母校提升办学硬件条件。

       为感谢各地校友会和广大校友对母校的热心捐助，广东海洋大学在 80 周年校庆举行授予“捐赠纪念奖牌”仪式，以感谢精英校友们

捐助的每一笔资金，更感谢大家对母校的深情厚意和期盼。

       截至仪式当日，各界校友各类捐款累计超过 1300 多万元，而数额还在继续增长。仪式现场，校领导、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

校友代表、学生代表共 400 余人出席，柯颖锋董事长作为校友代表发表讲话：“无论毕业多少年，我们所有校友都跟母校心心相印；无论

我们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永远不会忘记，这里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无论我们取得多大的成绩，永远不会忘记当年母校的老师对我们

的培养和教育；无论我们经历多少，拥有多少，对母校的付出从来不求回报；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需母校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广东海洋大学教育杰出贡献奖”：

深圳校友会、湛江校友会、茂名校友会、广州校友会、香港校友会、

司徒锟校友亲属、戴学济校友、张海源校友、柯颖锋校友；

广东海洋大学简介
Introduction to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3 公益项目·爱在海大
Charitable Projects

捐赠代表
深圳校友会执行会长、深圳校友企业家联合会会长、
深圳市中深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 柯颖锋校友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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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景观”美化工程

        为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建校 85 周年，广东海洋大学启动校内“西湖景观”升级美化工程。

       2020年7月3日，“西湖景观捐赠工程”开工仪式在广东海洋大学湖光校区西湖湖畔举行。众校领导携政府部门领导、校职能部门负责人、

各地校友代表出席开工仪式。

       作为校友企业，中深装集团为本次升级美化“西湖景观”捐赠设计方案，助力广东海洋大学合理规划校园布局，打造一流校园环境，

共迎母校 85 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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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建海洋广场景观工程

       走进过广东海洋大学，必会对海洋广场印象深刻。矗立于海洋广场的帆船形象雕塑，大气、庄严、典雅，向世人传递着“ 广学明德，

海纳厚为”的海大精神。雕塑不仅精致美观，同时与水电、绿植景观搭配联动，动静皆宜、白天和夜晚同样出色。

       海洋广场景观工程即由柯颖锋董事长捐赠建设，项目斥资近两百万元。从大型雕塑、喷水池、园林绿化景观、园路、到铺设地面石材、

敷设电气设备系统、安装路灯系统、给排水系统，中深装集团专项团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柯颖锋董事长的爱心回馈和中深装工匠

的匠心精神，造就了广东海洋大学的代表性地标。

广东海洋大学简介
Introduction to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3 公益项目·爱在海大
Charitable Project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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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仪式的领导和校友嘉宾合影

△共同为主体雕塑揭幕

△柯颖锋校友致辞

△揭幕现场全景俯瞰图

△校党委书记关志强到揭幕现场与校友来宾合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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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柯颖锋先生 简介
Ke yingfeng chairman

3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柯颖锋
董事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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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

南开大学 EMBA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教授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高级室内建筑师、国家注册建造师

深圳南澳商会会长

广东海洋大学董事、客座教授

广东海洋大学深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

南开大学 EMBA 深圳校友会会长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装饰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建筑业协装饰分会副会长

深圳市高级工商管理研究会执行会长

深圳市装饰协会副会长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专家顾问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

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

深圳市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

深圳市专家人才联合会 副会长

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常委

大国装饰 70 年展“行业领军人物”

中国建筑装饰三十年功勋人物

中国建筑装饰三十年优秀企业家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家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专家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百佳优秀企业家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材专家库高级专家

广东省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专家

广东海洋大学十大杰出青年

深圳市装饰行业创新型人才

深圳市职业能力建设专家库专家

深圳市首届新生代创业风云人物

第二届深圳百名行业领军人物

深圳建筑业协会专家

深圳市优秀施工企业家

深圳十大青年领袖

深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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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益活动
Other charity activities

3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中深装集团向员工患病家属捐款；

中深装集团为深圳绿化项目“绿荫子孙，功德无量”捐款；

中深装集团每年前往家乡南澳的福利院慰问老人并捐款捐物；

中深装集团不定期组织员工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中深装集团向患肺结核的员工捐款；

中深装集团为芦山地震捐赠；

中深装集团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向广东公益基金会捐款；

中深装集团组织参加“中国梦，深圳绿”植树活动；

中深装集团为修缮佛山祖庙捐款；

中深装集团为家属患重疾的特困员工捐款；

中深装集团帮扶顺县埔寨镇浦西村捐款；

中深装集团组织举办“绿色建筑发展现状与建筑理念转型”公益讲座；

中深装集团组织举办深圳装饰行业首届“中深装”杯篮球赛；

中深装集团向母校广东海洋大学捐赠近两百万修建海洋广场；

中深装集团组织参加“创新深圳，绿色家园”植树活动；

中深装集团组织参加第十三届莲花山大巡游活动；

中深装集团为南澳小学捐赠图书及体育器材；

中深装集团前往南澳福利院慰问老人；

中深装集团组织参与“创新深圳·森林城市”植树活动；

中深装集团助学南澳中学；

中深装集团向和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捐赠七窖村促进文教善款；

中深装集团向四川雷波县捐赠爱心款；

中深装集团助学南澳中学；

中深装集团为生命垂危的同事捐款助医；

中深装集团向南澳中学捐赠三座标准化篮球场；

中深装集团助学南澳中学；

中深装集团与潮医会合作关注医疗公益；

中深装集团参加“创建文明城市，树文明新风尚”系列公益活动；

中深装集团董事长柯颖锋携南澳商会开展“防控新冠肺炎物资捐赠活动”；

中深装集团为南澳县人民医院、福田区莲花街道办捐赠医用防护口罩；

中深装集团向广东海洋大学捐赠西湖景观工程设计方案；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Paint  a  Better  World

16



同心·圆梦

传递爱心
       中深装集团自成立以来，时刻不忘社会各界给予的支持与厚爱，积极响应各大公益慈善组织的号召，先后以企业和个人名义热心助力

公益慈善活动；同时利用自身的品牌影响力，成功的自发组织过多项公益活动，将爱心传递到各个领域和角落，用最具实际意义的方式回

馈社会，在慈善公益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嘉奖。

向福田区莲花街道办捐赠医用防护口罩

向南澳中学捐赠助学金

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公益活动

向南澳政协捐赠医用防护口罩

向南澳中学捐赠三座篮球场

与潮医会合作关注医疗公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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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益活动
Other charity activities

3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宣传活动

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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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爱心

参与“创新深圳·森林城市”植树活动

为潮汕灾区捐资助力

帮助企业困难员工 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参与“创新深圳·森林城市”植树活动

为芦山灾区捐赠应急帐篷

       中深装集团先后被评为“履行社会责任杰出企业”、“高级公益赞助机构”等荣誉称号，在慈善公益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社会各界

的肯定与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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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荣誉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honor

3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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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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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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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3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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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点世界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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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路 82 号茶宫大厦二楼  官方网址：http://www.szzsz.com
联系电话：0755-82946988、82943868  联系传真：0755-8290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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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城市环境提升专家
高端医疗健康装饰专家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设计专项甲级
消防设计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设计专项甲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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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级
展览工程企业施工资质壹级

洁净工程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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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 压力管道 )GC2 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贰级
造林工程施工资质乙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参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参级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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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证叁级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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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级

深圳绿色产业资质认证（工程建筑类）



装点世界更精彩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路 82 号茶宫大厦二楼
2/F，Chinese Cha Gong, 82 Jingtian Road North, FutianDistrict,Shenzhen City 
官方网址：http://www.szzsz.com   联系电话：0755-82946988、82943868   联系传真：0755-82903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