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湖北省优良建筑装饰工程名单

（一）公共建筑装饰类

1、 工程名称：蕲春县横车镇九棵松村史馆装饰装修、消防

与智能化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世纪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根据甲方提供的项目设计文件及其相关文件

和要求，对整栋大楼室内装修项目的布置、采购、制作、供

货、施工、安装、调试、验收、结算、技术培训、硬件质保

期内免费维护保修

2、 工程名称：麻城市天骄实验幼儿园综合楼、幼教楼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冯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 麻城市天骄实验幼儿园综合楼、幼教楼工

程总承包，基础、主体、装饰装修施工

3、 工程名称：麻城经济开发区陡坡山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建设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佰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框架 4 层，装饰装修及水电安装

4、 工程名称：湖北一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办公楼

承建单位：湖北中鑫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湖北一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办公楼装修、水电

安装

5、 工程名称：武汉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南延线工程车站装修

工程（第三标段）

承建单位：湖北特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大舒东路站（现金融港北站）、秀湖站站点



装饰工程

6、 工程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浙

商大厦改良项目

承建单位：武汉市蒙娜丽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四十五、四十六层的装修改造工程

7、 工程名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射击场馆项目精装修

工程

承建单位：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媒体中心东楼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8、 工程名称：技术中心扩建项目二期工程产品设计二号楼

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下室一层、地上一至五层室内装饰

9、 工程名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校区图书馆建设项

目

承建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上 9 层，地下 1 层，总建筑面积 36835 ㎡

10、 工程名称：武汉天河机场交通中心装饰装修及连接廊

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二标段

承建单位：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下一层及一层的社会停车区、长途客运站

发车区、长途客运站到达区、卫生间、电梯前室、合用前室、

转换厅、楼梯间、楼梯前室、所以扶梯间、避难通道十二、

环形车道、1-4 号车道及 W 车道、室内通道的装饰装修工程

及廊桥机电施工

11、 工程名称：武汉天河机场 T1 航站楼改造工程精装修工

程施工



承建单位：艺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武汉天河机场 T1 航站楼改造工程精装修工

程施工

12、 工程名称：华中师范大学南湖教学实验综合楼工程室

内精装修一标段

承建单位：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综合楼室内 1—9F 公共区域及地下停车场

13、 工程名称：湖北国展中心广场项目东塔及底层裙楼装

饰装修工程施工（一标段）

承建单位：武汉市伟华装璜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块料地面铺贴；墙面块料干挂；蜂窝板及铝

单板制作安装；卫生间整体铺装；石膏板造型天棚制作安装；

各类金属构件的定制安装；水电路铺设；门窗类制作安装；

软膜造型天棚制作安装；墙体硬包制作；涂料涂刷等

14、 工程名称：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食品

检测实验室基建项目

承建单位：纵横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范围：地上五层，地下两层，共七层

15、 工程名称：武汉华星光电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显

示面板生产线项目精包一标段

承建单位：深圳市坐标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26#生产厂房 2 办公区室内精装修，电气动

力，电气照明，卫生器具给排水工程，L1 连廊精装修，电气

照明

16、 工程名称：武汉华星光电第 6 代柔性 LTPS-AMOLED 显

示面板生产线项目精装修包二标段

承建单位：深圳市坐标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27#模组厂房 3 办公区室内精装修，电气动

力，电气照明，卫生器具给排水工程，L3 连廊精装修，电气

照明工程

17、 工程名称：武汉中央文化区 K4 地块二期三组团 3-2#

楼西单元住宅室内精装工程

承建单位：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装修范围为 3-2#楼西单元负二层-55 层户型

室内及首层大堂、首层电梯厅、首层走道、标准层电梯厅、

避难层电梯厅、标准层走道、避难层走道、轿厢装饰、两层

地下室电梯厅及前厅（详见图）精装。以首层大厅入户大堂

门（不含大堂铜门）为界，除疏散楼梯间外的其它公共空间

部分及户内部分均为装修范围。地下室以入户门禁（含门）

为界公共空间为装修范围。

18、 工程名称：医疗器械园 B 区 3.1 期产业服务综合配套

项目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联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总建筑面积约 35800 平方米，包括医疗器械

园 B 区 3.1 期产业服务综合配套项目的装修工程

19、 工程名称：武汉市轨道交通蔡甸线工程车站装修工程

（第二标段）

承建单位：湖北博艺正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蔡甸广场站、凤凰山站、新农站（站厅、站

台、通道及出入口）装饰工程的施工安装，验收等

20、 工程名称：武汉尚医邦康一脉门诊室内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 层、3 至 6 层室内装饰装修、电气、给排

水



21、 工程名称：中建·光谷之星项目办公部分 H 地块

承建单位：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2 层电梯及厨房、1-3 层聚宝盆区域及

中建大讲堂、电梯厅、卫生间及走道区域；13-15 层办公区

域装饰施工工作，主要包括：办公区、会议室（洽谈室）、

开敞办、资料室等及消防楼梯间装修

22、 工程名称：武汉开发区保和皇冠假日酒店项目 1-4 层

公区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4 层公区装修工程

23、 工程名称：武汉大学大学生体育活动中心

承建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整个工程项目的装饰工程

24、 工程名称：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一期共享核

心区会展中心项目装饰装修专业分包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建工华达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会展中心西展厅

25、 工程名称：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训中心项目装饰装修

专业分包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建工华达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教学实验楼 A 栋、宿舍楼 A 栋

26、 工程名称：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洪山路营业厅改造升

级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当代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下 1 层、地上 2 层

27、 工程名称：黄梅禅文化旅游区五祖寺东山小镇金栗院

室内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联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东山小镇金栗院室内装修面积为 3187 平方

米,其中地下 949.68 平方米，地上 2237.32 平方米，建筑总

层数为二~三层

28、 工程名称：维佳银兴国际影城（阳新影院）室内精装

修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联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四层电影院内精装修

29、 工程名称：恩施机场国际航站楼改扩建项目

承建单位：中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恩施机场国际航站楼改扩建项目

30、 工程名称：下牢溪 809 工业遗址一期改造项目室内精

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内墙面、天棚、地面装饰、电气改造、消

防安装等

31、 工程名称：宜昌江南 in 巷书香府邸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装饰、给排水、消防、电气

32、 工程名称：宜昌北山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秭归店装

饰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秭归县万象国际城北山超市装修工程

33、 工程名称：广盛大厦办公楼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范围：广盛大厦办公楼 20 层精装修

34、 工程名称：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异地新建项目（一期）



净化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大楼 A 区二层、三层、四层，大楼 B 区三层、四

层，工程面积合计 12121.49 平方米，涉及手术室、ICU、DSA、

检验科/输血科、病理科、血液透析、消毒供应中心、静脉

配置中心 8 个科室

35、 工程名称：新建武汉至十堰铁路孝感至十堰段丹江口

站站房室内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丹江口站站房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36、 工程名称：新建武汉至十堰铁路孝感至十堰段谷城北

站站房室内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谷城北站站房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37、 工程名称：襄阳市纪委合正办公楼维修改造项目施工

承建单位：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5 层室内维修改造

38、 工程名称：襄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原长征宾馆改造项目

承建单位：湖北红昌宏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分为小三层五层拆除、机关院内原食堂（4 层

楼）改造、机关院内原长征宾馆（7 层楼）改造、樊东中队

士兵之家装修及采购、樊东中队电影院装修及采购五个部分

39、 工程名称：襄阳市公安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业

务技术用房室内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中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襄阳市公安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业务

技术用房室内装饰工程主楼装饰工程、安装工程等



40、 工程名称：孝感市中心医院教学楼内装工程

承建单位：红太阳建设股份公司

承建范围：教学楼一层至十层，地面为 800*800 玻化砖

或石材，天花为 600*600 铝扣板或硅钙板吊顶，墙面为玻化

砖或白色乳胶漆，门为医用套装门或防火门

41、 工程名称：四季港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国丰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四季港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42、 工程名称：宜昌市吉诚中心市场有限公司猇亭中心市

场“提质惠民”标准化改造项目

承建单位：宜昌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内墙面、地面、天棚改造，增设监控系统、

广播系统，水电工程更新，钢结构更新改造，原坡屋面改现

浇屋面、室外道路刷黑及装饰物等

43、 工程名称：宜昌通诚物流交易中心一楼、三楼、五楼

室内装修项目

承建单位：湖北汇艺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范围：宜昌通诚物流交易中心一楼、三楼、五楼室

内装修

44、 工程名称：东锦苑（17#、18#楼）128 套经适房转公租

房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宜昌鹏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施工设计图范围内的装饰装修、水电、照明

设计安装工程

45、 工程名称：宜昌三峡国际房车露营地游客服务中心装

修工程

承建单位：宜昌鹏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施工设计图范围内的装饰装修、水电、照明

设计安装工程

46、 工程名称：湖北昌耀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研发中心办公楼

承建单位：宜昌城大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办公楼装饰、安装工程

47、 工程名称：宜都客运中心主站房室内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一层室内、闷顶层的新增墙体、二次结构及

地面、墙面、天棚、成品套装门、隔断等装饰工程，室外踏

步及坡道、水电安装等

48、 工程名称：白沙路商住开发项目（B 地块）售楼部、样

板间、看房通道装饰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

承建单位：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伍家岗小学正大门口（汉口银行）一、二楼

整体，包括售楼部、样板间、看房通道装饰工程设计施工一

体化。

49、 工程名称：环南 1 号地块公共展示区域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环南 1 号地块项目 28#楼大厅、1#禅茶馆、

2#楼 4 点半课堂

50、 工程名称：桃花岭饭店综合楼五六楼改造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包括按四星级标准建设多功能会议室两个以

及集健身房、兵乓球室、动感影城为一体的康体中心

51、 工程名称：宜昌桃花岭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客房 3-5 楼

改造项目施工



承建单位：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揽胜楼三层客房、公共走道，望峡楼三至五

层客房、公共走道、电梯厅、会议室的装修改造

52、 工程名称：兴山县中医医院业务综合楼装饰装修

承建单位：湖北鑫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上 9 层，地下 1 层装饰装修

53、 工程名称：阳新县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沿镇水厂综合

楼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黄石鄂康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大楼一至四层室内六面体装饰，强电弱电安

装；室外局部钢结构及铝单板安装

54、 工程名称：大冶市纪委监委新办公楼办案区改造工程

承建单位：红太阳建设股份公司

承建范围：办公楼五层楼装饰工程

55、 工程名称：亘星江南精品酒店装修改造项目

承建单位：湖北嘉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一至三层装修改造

56、 工程名称：武汉亚洲医院项目塔楼（1#病房楼）室内

精装修分包工程（一标段）

承建单位：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住院部 9-20 层装饰，门诊部 3-4 层装饰

57、 工程名称：鄂钢办公大楼消防整改及改造项目

承建单位：湖北金荣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鄂钢办公大楼消防新建、装饰装修新建、墙

体外立面结构新建

58、 工程名称：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一期）一标段食堂



精装修与机电安装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丽岛科技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总建筑面积 31354.55 平方米，地下一层，

地上 4 层

59、 工程名称：汉口银行黄冈分行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新博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包括拆除工程、室内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

电气工程、通风工程等

60、 工程名称：湖北罗田农村商业银行土门坳支行营业厅

办公室装饰安装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高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一二三层室内外装饰装修及水电安装

61、 工程名称：罗田县综合政务中心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锐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一层至三层室内外装饰装修及水电安装

62、 工程名称：蕲春新华丽大酒店足浴 KTV 精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市蒙娜丽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蕲春新华丽大酒店足浴 KTV 精装修

63、 工程名称：湖北银行麻城支行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金鸿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湖北银行麻城支行室内外装饰装修、水电安

装

64、 工程名称：红安县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设计施工一体

化项目

承建单位：武汉银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一层演播主厅、服装间、化妆间、接待室、

办公室、配电间及卫生间;二层控制室、办公室



65、 工程名称：维也纳酒店（长江大学店）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荆州市长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范围：维也纳酒店（长江大学店）装饰装修工程

（一、三、四、五、六层）

66、 工程名称：农村商业银行沙市支行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阳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农村商业银行沙市支行主楼、副楼、培训中

心、八角楼的装饰装修

67、 工程名称：帝曼得电商公司批发城改造项目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建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帝曼得电商公司批发城改造项目装修

68、 工程名称：荆州海洋世界一期（C9）

承建单位：湖北中石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荆州海洋世界一期（C9）装修

69、 工程名称：荆州海洋世界二期（S1）

承建单位：湖北中石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荆州海洋世界二期（S1）装修

70、 工程名称：都市产业大厦室内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科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24 层



（二）建筑幕墙类

1、 工程名称：蕲春天禧孵化园 B 座幕墙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世纪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天禧孵化园创客 SOHO(B 座)幕墙施工设计图

纸范围内的整栋大楼所有外立面玻璃幕墙的设计深化、制作、

包装、运输、装卸、安装、验收、保险、检验、试验及质保

期服务及合同条款所约定的工作（详见合同条款，图纸、报

价清单）

2、 工程名称：麻城市创融大厦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麻一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下 1 层地上 24 层

3、 工程名称：沙湖九号写字楼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沙湖九号写字楼幕墙工程（石材幕墙、玻璃

幕墙、铝单板幕墙、雨篷）

4、 工程名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校区图书馆建设项

目幕墙专业分包工程

承建单位：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主楼九层、裙楼一层石材幕墙工程

5、 工程名称：江夏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建设项目

承建单位：中建幕墙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外立面玻璃幕墙、石材幕墙、金属幕墙、门

窗等

6、 工程名称：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复地·汉正街建

设项目 1#、2#办公楼、商业裙房及地下室工程施工）



承建单位：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系统 E：石材幕墙系统系统；F：裙楼竖隐横

明白色磨砂玻璃幕墙（外挂渐变装饰条）；系统 G：裙楼竖明

横隐彩釉玻璃幕墙（白色背景墙）；系统 H：裙楼点式玻璃幕

墙（穿孔铝单板装饰背景墙 01）；系统 J：裙楼横明竖隐玻

璃幕墙（局部白色背景墙）；系统 L：裙楼广告橱窗点式玻璃

幕墙；系统 N：地弹门系统

7、 工程名称：汉江村城中村改造 K2 地块二期 1#-4#商业、

办公楼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外墙装饰部分：首层垂直面隐框玻璃幕墙（含

无框玻璃地弹门）、首层外倾斜面明框玻璃幕墙、二至三层

面竖明横隐玻璃幕墙；外墙系统石材部分：1#、2#商业楼错

缝石材幕墙、2#商业楼斜面石材幕墙、3#商业楼石材幕墙；

外墙系统玻璃栏杆部分：平台连廊玻璃栏杆；外墙系统装饰

陶棍部分：1#、2#商业楼陶棍装饰线玻璃幕墙；外墙系统铝

合金格栅部分：裙楼空调机位通风位置铝合金格栅；外墙系

统铝板幕墙部分：3#商业楼铝板幕墙系统；办公楼主要幕墙

系统类型总览：办公楼外墙系统：标准层铝合金窗、层间铝

合金隔栅、屋顶竖明横隐玻璃幕墙、底部竖明横隐玻璃幕墙、

隐框玻璃幕墙、铝板幕墙；

8、 工程名称：武汉光谷激光科技园一期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市银翰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新型厂房、2#光纤厂房、3#芯片厂房幕墙

工程

9、 工程名称：南国中心二期写字楼部分幕墙、门窗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天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玻璃幕墙、铝板幕墙、造型陶板幕墙和雨棚

等

10、 工程名称：百步亭商业办公（现代城四区 B）1#楼项目

外立面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天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玻璃幕墙、石材幕墙、铝板幕墙、陶土板幕

墙、玻璃雨棚、钢构架、采光顶、玻璃栏杆、百叶、幕墙防

雷系统及幕墙防雷与主体防雷系统的连接等所有外立面装

饰（含屋面）及其支撑系统等

11、 工程名称：商业、商务项目（京文大厦）一期 A 栋幕

墙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蓝祥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整栋大楼室外装饰装修

12、 工程名称：武汉光谷奥山创意街区 1#楼外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石材幕墙、玻璃幕墙、铝单板幕墙、金属门

窗、玻璃雨篷工程等

13、 工程名称：武汉市急救中心和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迁建项目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凌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武汉市急救中心和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迁建项目幕墙工程

14、 工程名称：武汉大学大学生体育活动中心

承建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整个工程项目的主体及幕墙、装饰工程



15、 工程名称：韩宇药业武汉生物医药生产基地行政研发

中心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建工华达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行政研发中心幕墙、活动中心幕墙、门房幕

墙

16、 工程名称：华中农业大学新建体育训练馆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上 1—4 层幕墙工程

17、 工程名称：中国医药技术交易市场项目幕墙施工工程

承建单位：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A 座、B 座主楼、裙楼外立面幕墙工程

18、 工程名称：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全民健身及游

泳比赛馆和平台层体育配套用房幕墙工程、体育场幕墙工程

19、 工程名称：宜昌博物馆新馆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竖明横隐玻璃幕墙，明框玻璃幕墙，石材幕

墙，玻璃穹顶，铝单板幕墙等

20、 工程名称：新建武汉至十堰铁路孝感至十堰段丹江口

站站房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丹江口站站房明框玻璃幕墙、石材幕墙、铝

板幕墙

21、 工程名称：新建武汉至十堰铁路孝感至十堰段谷城北



站站房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谷城北站站房玻璃幕墙系统、铝板幕墙系统、

玻璃雨棚系统及铝合金断热门窗系统

22、 工程名称：孝感市中心医院教学楼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红太阳建设股份公司

承建范围：教学楼 1-10 层屋面外墙装饰

23、 工程名称：三峡坝区（茅坪）货运中心大楼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秭归县开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范围：1~2 层外立面建筑幕墙施工

24、 工程名称：汉口银行档案库房建设工程施工项目

承建单位：武汉创高建装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玻璃幕墙

25、 工程名称：湖北航达科技有限公司（军用大型飞机附

件研制生产及配套项目 3#厂房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创高建装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玻璃幕墙

26、 工程名称：南国中心二期商业部分幕墙、门窗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商业广场 1-5 层外立面幕墙、门窗

27、 工程名称：湖北饭店暨武汉华邑酒店建设项目幕墙工

程

承建单位：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办公楼 1-29 层、酒店 1-23 层外立面幕墙

28、 工程名称：联想武汉研发基地幕墙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联想武汉研发基地幕墙施工

29、 工程名称：武汉市优抚医院医技楼综合大楼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艺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武汉市优抚医院医技楼综合大楼幕墙工程

30、 工程名称：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综合审判大楼维

修改造项目

承建单位：湖北国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外墙钢筋混凝土工程、外立面真石漆及少量

石材干挂、屋顶墙面防水、窗户改造等

31、 工程名称：武汉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南延线工程光谷广

场综合体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博艺正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电动排烟天窗平面投影总面积约 2500 ㎡，

总共 176 组、每组 4 个窗扇。分别为地下一层换乘大厅排烟

天窗、9 号线站台排烟天窗

32、 工程名称：都市产业大厦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湖北科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层数为 24 层，幕墙工程

33、 工程名称：301 试验室工程外墙装饰及门窗施工项目

承建单位：湖北鼎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整个大楼外立面幕墙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