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文件 
沪装协（2016）第 024号  

 

关于公布上海市建筑装饰行业“信得过” 

评价推介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关于开展上海市建筑装饰行业

“信得过”评价推介活动的通知》（沪装协（2016）第 002号）文件

要求，经企业自愿申报、初审、专家评审、公示等评审程序，现将评

价推介活动获奖名单予以公布（排名不分先后，以企业名称笔划为序）。 

特此通知。 

 

附件一：“信得过”企业评选结果 

附件二：“信得过”项目评选结果 

附件三：“信得过”个人评选结果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2016年 11月 25日    

  

签发人：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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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信得过”企业评选结果 

2015年度上海市信得过建筑装饰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上海一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原上海申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 上海力进铝质工程有限公司 

3 上海丰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 上海艺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 上海中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7 上海正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 上海龙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上海龙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1 上海东尼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12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 上海东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 上海市室内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16 上海辽申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17 上海亚繁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8 上海优高雅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19 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0 上海华钻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1 上海华硅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22 上海华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3 上海企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4 上海旭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5 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6 上海迅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7 上海住总金属结构件有限公司 

28 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9 上海沪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0 上海宏誉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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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31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上海杰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33 上海卓旭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34 上海国仕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35 上海迪蒙幕墙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6 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7 上海欣世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38 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39 上海金浦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40 上海金粤幕墙有限公司 

41 上海宝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2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43 上海建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原上海东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4 上海建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5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46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申兴装饰工程公司 

47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48 上海茶亭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49 上海荣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0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1 上海科胜幕墙有限公司 

52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53 上海美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4 上海美特幕墙有限公司 

55 上海恒利益建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56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57 上海健尔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8 上海爱迪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59 上海爱思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 上海高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原上海高新铝质工程有限公司） 

61 上海海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2 上海海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3 上海海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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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64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5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6 上海鸿立建设有限公司 

67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 上海博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9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70 上海富艺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71 上海富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72 上海富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73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4 上海锦丽华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75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6 上海新泉玻璃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77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8 上海滨晟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79 上海静安建筑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81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2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83 无锡王兴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4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5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86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87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88 正兴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9 百事特设备租赁（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90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 江苏南通三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92 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 

93 金博（上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4 郑州中原应用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95 浙江英瑞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96 深圳蓝波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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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上海市建筑装饰行业 30强企业 

主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企业 

上海一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正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室内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誉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宝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健尔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主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增项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企业 

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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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行业优秀企业 

2016 年上海市优秀建筑装饰设计与施工企业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6 年上海市优秀建筑装饰施工企业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誉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上海市优秀建筑幕墙设计与施工企业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上海市优秀建筑幕墙施工企业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住总金属结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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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信得过”项目评选结果 

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金奖 

公共建筑装饰类 

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1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院设计大厦室内设计精装修

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2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地花园广场一期会所精装修工程 会所餐厅 

3 
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

限公司 

云南金茂丽江城区君悦酒店主体客房

及公共区域精装修专业分包工程 
酒店 

4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

限公司 

轨道交通 11号线迪士尼乐园站装修及

风水电安装工程 
交通场站 

5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营业部办公场所新址设计装

修工程 
历史建筑修缮 

6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陆家嘴金色阳光项目精装修工程 住宅 

7 
上海健尔斯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科技 1#楼功能

性装修工程 
医疗建筑 

8 
上海海志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上海浅深休闲酒店装修工程 娱乐休闲场所  

9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国信世纪海景园 3号楼装饰工程 住宅 

10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海宁高星级酒店项目（一期）室内精

装修工程Ⅰ、Ⅱ标段 5-22F（朗豪酒店） 
酒店 

11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兖州市兴隆文化园一区灵光宝殿四标

段装饰工程 
其他 

12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 13号线一期 13（1）G.19

标江宁路站、长寿路站装修工程 
交通场站 

建筑幕墙类 

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1 上海美特幕墙有限公司  上海纽约大学幕墙工程 教学场所 

2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能上海大厦幕墙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3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闸北区 392街坊 54丘地块项目

（创富中心一期） 

办公行政空间、

商场 



 

7 

 

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奖 

公共建筑装饰设计类 

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1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院设计大厦室内设计精装修

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2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

司 
上海京剧院迁建工程/室内精装修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3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

司 

东营市廉政教育展厅设计与施工一体

化布展工程 
其它 

4 
上海海志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上海浅深休闲酒店装修工程 娱乐休闲场所  

5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海宁高星级酒店项目（一期）室内精装

修工程Ⅰ、Ⅱ标段 5-22F（朗豪酒店） 
酒店 

6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兖州市兴隆文化园一区灵光宝殿四标

段装饰工程 
其他 

7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 13号线一期 13（1）G.19

标江宁路站、长寿路站装修工程 
交通场站 

8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 127 街坊（原卢湾区）项目办

公区域精装修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建筑幕墙设计类 

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1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设计集团办公楼新建项目幕

墙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2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市国际建材大厦新建项目外装

饰深化设计及制作安装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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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装饰类 

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1 
上海一建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信息中心（上海）二期项目

精装修分包工程 
金融场所 

2 
上海丰润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湖州银润锦江城堡酒店凯蒂猫主题房 酒店 

3 
上海艺高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青浦区赵巷镇 17号地块住宅项目会

所及公建精装修专业分包工程 
会所 

4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常州技师学院新校区一期建设工程体

育馆室内装饰工程 
教学场所 

5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病房大楼室

内装饰工程一标段 
医疗建筑 

6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常州蓝色港湾演艺大舞台装饰工程 影剧院  

7 
上海龙博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美琪大戏院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 

历史建筑修

缮、影剧院 

8 
上海龙博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临港科创城研发 1、2号楼装饰项目 办公行政空间 

9 
上海华晖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核工院核电研发设计中心（三期）

室内装饰工程二标段 
办公行政空间 

10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复地花园广场一期 A、B、D楼精装修

工程 
住宅 

11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沪上生态家装修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1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

公司  
常州新宝林禅寺装饰工程 其他 

1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丁香国际商业中心西塔楼装饰工程

（丁香路 778 号商业及办公楼项目） 
办公行政空间 

14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

公司 
武警政治学院迁建工程干部培训中心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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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15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

公司 
南桥中企联合大厦（中小企业大厦） 办公行政空间 

1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

公司 

陆家嘴竹园商贸区 2-13-4/5地块大

楼工程（上海纽约大学） 
教学场所 

17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好世凤翔苑一期项目 10＃楼精装修工

程 
住宅 

18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病房综合

楼 
医疗建筑 

19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京剧院迁建工程/室内精装修工

程 
办公行政空间 

20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东营市廉政教育展厅设计与施工一体

化布展工程 
其它 

21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

有限公司  
华平大厦办公楼装饰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22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新邻生活站 B2-F3层精装修工程 商场 

23 
上海强荣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黄浦滩名苑 1号楼室内装饰工程 住宅 

24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 03地

块南块新建项目商业公共区域精装修

分包工程 

商场、超市 

25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东块）B02

楼、B05楼精装修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26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市高端艺术人才实训基地项目 办公行政空间 

27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昆山市人民南路交通枢纽城市综合体

商业中地块项目 1号楼南北裙楼及以

下室内装饰工程 

商场、超市 

28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陆家嘴中心区二层步行连廊（一期）

工程—世纪连廊装饰工程 
交通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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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29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核工院核电研发设计中心（三期）

室内装饰工程一标段 
办公行政空间 

30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扬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装修工程 文体场馆  

31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扬州市城北客运站西办公楼室内装修

工程（三楼） 
交通场站 

32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大悦城一期西北地块商业项目精

装修Ⅱ标段 
商场、超市 

33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 127 街坊（原卢湾区）项目

办公区域精装修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34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华丽家族·复兴天地中心 A3、A4楼地

上部分及地下室精装修分包工程 
办公与商业 

35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万科南站商务城一期（b-04地块）项

目 
办公行政空间 

36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西站地下南北通道和相关工程项

目装饰装修分包工程 
交通场站 

37 
江苏南通三建建筑装饰

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 D2-02-05地块商

品房项目 2 标装修工程 
住宅 

38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限

公司   

MODO自由区项目 LOFT室内及公区精

装修工程一标段 
住宅 

39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长风地区 10#北地块商办项目一期装

饰装修工程 3#楼 
住宅 

40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世和商务中心综合楼裙房工程-上海

万和铂尔曼酒店裙楼室内精装修装饰

工程 

酒店 

41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 

长风地区 10#北地块商办项目一期装

饰装修工程 1#楼 
住宅 

42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 

太仓金融大厦室内装修工程一标段

（1-3层） 
金融场所 

43 
聆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森兰商都 商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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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类 

序号 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1 
上海力进铝质工程有

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万象城苹果店幕墙及屋

面系统工程 
商场 

2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设计集团办公楼新建项目幕

墙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3 
上海华晖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紫薇花园外墙干挂石材工程 住宅 

4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市国际建材大厦新建项目外装

饰深化设计及制作安装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5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建

设有限公司 
普陀区上粮二库东侧地块商品房项目 住宅 

6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建

设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区档案馆新馆石材幕墙装饰

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7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上海漕河泾科技绿洲康桥园区（二期

-1）1#楼 
厂房、仓储 

8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塘桥社区 02-04地块项目幕墙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9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

有限公司 

正荣·财富中心 A1地块一期 III标段

-A~F 栋塔楼幕墙工程 
办公行政空间 

10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

有限公司 

新建天津市第二儿童医院项目幕墙工

程一标段 
医疗建筑 

11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项目 A2-1地块深

化设计、供应及安装石材及铝板幕墙分

包工程 

别墅 

12 
金博（上海）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金山文广中心 办公行政空间 

13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 

唐镇 l区级动迁基地 W1-7地块住宅项

目石材幕墙工程 
住宅 

14 
福建凤凰山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昆山鼎耀花园三期 36#~43#楼石材幕墙

工程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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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 

序号 单位名称 成果名称 

1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

公司  
GRG 造型吊顶工厂制作、现场安装技术 

2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椭圆柱发光造型的制作及施工技术 

3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运用 BIM技术制作安装双曲面金属圆管 

4 上海爱迪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地面人造石材湿贴法 

5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GL-102特色玻璃研制与施工技术成果 

6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红外式墙面阴阳角寻角测量技术 

7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异型拼装式金属吊顶双锁扣技术 

8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聚合物乳液活性基层材料施工技术 

9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大面积石材精密外加工施工技术 

10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点挂式木纹转印铝蜂窝板安装施工工法 

11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玻璃幕墙龙骨套用主体钢构施工工法 

12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双曲面超高亚克力异形圆柱制作安装技

术 

13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悬挑盘扣脚手架在高大剧院装饰中的应

用 

14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分离式转接件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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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成果名称 

15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开放式铝板幕墙施工技术 

16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干挂瓷砖靠墙不锈钢扶手安装技术 

17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轻质隔墙龙骨体系施工技术 

18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新型卡式龙骨在项目中的应用 

19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超大规格 SRC板在室内装饰工程中的应

用 

20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不锈钢玻璃（夹不锈钢钢化夹层玻璃）的

应用 

21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劳务管理中的研究与

应用  

22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基于 BIM技术的异型材料加工与施工技

术 

23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大玻璃幕墙超长不锈钢玻璃肋施工技术 

24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大跨度悬挑网架平台施工措施 

25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BIM 辅助双曲面异形柱三角铝板安装施

工工法 

26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彩色新型水磨石地面施工工法 

27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墙面玻化砖新型湿挂法施工工艺 

28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异形双曲面钢结构网架半单元体吊装施

工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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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

限责任公司 
新世界名品城项目 5层精装修工程 

2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项目酒店裙房-1~3F

精装修专业分包工程 

3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项目酒店 37-44层酒

店精装修专业分包工程 

4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项目主楼51层以上区

域及其他区域部分机房精装修专业分包工程 

5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设计集团办公楼新建项目幕墙工程 

6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新建杭州东站站房贵宾室装饰工程 

7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天地广场(贵和二期）酒店室内精装修工程一标

段 

8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 
东方万国企业中心外幕墙工程 

9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工程航站楼精装修工程

三标 

10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内江万达嘉华酒店客房区（11-16 层）室内精装

修工程 

11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 127街坊项目 

12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中环国际广场（海南）朗廷酒店室内装饰工程 

13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上海中心大厦项目室内精装修分包工程（E标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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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信得过”个人评选结果 

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家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志国 

2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梁明华 

3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杨志平 

4 上海东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万新 

5 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张敏亮 

6 上海宏誉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吕  泉 

7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洪林 

8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田学勤 

9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王海利 

10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徐  辉 

11 上海海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洪宝荣 

12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维思 

13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孙仲夏 

14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祥 

15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厉生荣 

16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  丽 

17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  伟 

18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德明 

19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谭太凯 

20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许炳良 

21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王文胜 

22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陈明东 

23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谷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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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杰出项目经理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志军 胡建伟 

2 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龙腾斌 

3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陈庆丰 

4 上海美特幕墙有限公司 邱卫东 

5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林 

6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胡轶凡 

7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周东贤 郭夕山 

8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新财 忻江 季杰 倪永桃 胡宏炜 

9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敖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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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志民 

2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 
杨宪堂 张德民 周亮 袁涛 龚永全  

3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王海波 史少麟 江建明  许茹君   

孙伟 孙凯 张小平 张凯 陆纪明  

岳继英 诸曙亚 黄新成 葛亚南  

4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史艳丽 李洪伟 杨志平  缪浩彬   

金韬 

5 
上海东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龚浩 

6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王帅 王铁锤 包忠良 朱之超 陆琼 

陈建军 荚新民 钱黎明 诸华平 

7 上海市室内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乐家骅 杨柳峰 顾志祥 

8 
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蒋毅 谭敏 

9 
上海宏誉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

司 
张之华 

10 
上海建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沈涛 

11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曹俊 

12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王荣 李舟 李忠 沈桂兴 陈海山  

周雷军 

13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王健 朱江 

14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朱宏亮 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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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5 上海健尔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春生 席平刚 

16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沈强 陈信达 徐建平 黄亚东 

17 上海鸿立建设有限公司 冯坚桦 

18 上海博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培明 瞿国平 

19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袁祖升 高小林 

20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于观平 田荣 苏宏明 高峰 郭夕才 

21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周美根 崔为民 谭斌 

22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任鹏明 刘晓杰 李文成 童维 刘峰 

李爱军 宋海鹏 都进忠 董明杰 

23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海涵 吴昌恒 徐来 

24 
无锡王兴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范建兴 

25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江国乐 孙鹏 李启华 李波  

沈豪皇 郭景 陶其乐 崔海山  

彭中飞 董伟 董勇刚 童志刚 

26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卞小亮 罗朝平 梅建恩  谢腾飞   

费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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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奖优秀设计师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虞霖 裘惠民 

2 上海华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仕朝 

3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彭小龙 

4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蔡正 沈杰 

5 上海美特幕墙有限公司 王军华 蒋恒博 

6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丁炯 金文锦 胡轶凡 李明祥 

7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致木 

8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涛 马晓明 江模华 

9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刘军 

10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程美芳 毛蓓 张寿良 陈志春 

11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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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市建筑装饰奖优秀项目经理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上海一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傅忠 

2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胡建伟 葛亚南 诸曙亚 

3 上海龙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叶军 丁宝忠 

4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陈筱璐 刘少瑜 

5 上海华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华任 郝江妮 

6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小杰 

7 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田晓东 

8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周剑峰 

9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军烈 姚光武 

1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杨永宁 戴益飞 

11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周锦海 

12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雷茂辉 

13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汪建华 王治强 瞿宝林 

14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钟敏 王健 

15 上海美特幕墙有限公司 温向东 

16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刘训华 魏震 

17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建华 

18 上海景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袁祖升 于广州 胡轶凡  

刘昌洋 高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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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9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高峰 

20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丁利明 周美根 谭斌 周基波 

21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程有限公司 董明杰 都进忠 

22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昌恒、徐来 

23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平建峰 杨辰益 高益 

24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杨其中 

25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翁守锋 

26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沈豪皇 崔海山 

27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罗敏锋 

28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黄征 

29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波 梅建恩 

30 江苏南通三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许金辉 

31 金博（上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静 

32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易爱军 成镔 

33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吕长春 苏现锋 

34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朱开 林雪彬 杨德强 戴曦晟 

35 聆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熊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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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上海市建材业管理办公室 

抄送：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

理总站、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2016年 11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