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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文件

中装协〔2020〕52 号 签发人：张京跃

关于表彰建筑装饰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突出贡献单位的决定

今年伊始，我国遭遇了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习总书

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全国人民

迅速控制疫情提供了科学指引和重要保障。

在这场史无前例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们装饰行业企业和装

饰行业千千万万的从业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顾个人安危和得

失，主动投身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去。在抢建抗疫医院的工地上

有他们的身影，在捐款捐物的队伍中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以赤诚

的爱国之心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为大力弘扬建筑装饰行业企业在抗击疫情期间表现出的爱国

为民伟大精神，褒扬在疫情发生后积极捐款捐物参与抗疫设施建

设奉献爱心的装饰企业，经协会研究决定，给予在抗击疫情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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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突出贡献的建筑装饰企业全行业通报表彰。

特此决定

附件：建筑装饰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单位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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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筑装饰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创高建装股份有限公司

当代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振天建设集团

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科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红太阳建设股份公司

武汉市蒙娜丽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世纪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筑装饰协会（员工）

武汉澳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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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新锐智环境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

宜昌市新锐智环境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湖北智隆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华达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龙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联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纵横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国豪装饰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金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大美天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富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环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继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杰冠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深圳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天威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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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凯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三惠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广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华典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炯源装饰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双龙艺术装潢有限公司

江苏鼎尚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元奕朗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静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京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阴市装饰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及会员

徐州红太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装饰材料行业协会

江苏华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环亚医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雄狮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公益慈善基金会

金螳螂退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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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国贸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苏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水木清华设计营造有限公司

苏州威利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丽美登装潢有限公司

苏州虎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广林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佑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之光装饰有限公司

江苏嘉洋华联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市华鼎装饰有限公司

苏州市谨业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市名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东保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雅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特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耀新建设有限公司

扬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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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市新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晶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华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宫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爱得威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坐标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深圳市装饰行业委员会

深圳市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三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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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长城家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文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荣华装饰有限公司

山东博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润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香山红叶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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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颐金建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

济南鸿腾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福缘来装饰有限公司

山东省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德泰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国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潍坊建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沈潍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临亚装饰有限公司

重庆大方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港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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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重庆明星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重庆兄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瀚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皇城互联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建筑装饰协会

重庆思源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左之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永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陆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圣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建筑装饰协会

山西高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省建筑装饰协会

天津市蓝林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方博奥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云南建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昆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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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科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美华建设有限公司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洪沪港建设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春昆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百洋建设有限公司

吉林瀚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常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方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市集林装饰有限公司

金大陆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华艺博展装饰有限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天森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建筑装饰协会

安徽安兴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森丰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鲁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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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元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时尚建设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建筑装饰协会

内蒙古科达铝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志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业之峰诺华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司

恒洁卫浴集团有限公司

圣都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然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点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山水空间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铭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耐家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良工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靓家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康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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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精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绿城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福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湖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千年舟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方圆幕墙有限公司

浙江青川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龙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世贸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云艺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视野环境艺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鸿顺达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深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屹立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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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铭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良工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一方建筑装饰实业有限公司

金元大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宏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恒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年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浩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典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立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梦怡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华凯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铭隆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艺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凯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川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新天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悦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广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嘉兴新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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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叶安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广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百合盛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尔达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升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纵达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铭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大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东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港立建设（浙江）有限公司

杭州金顺建设有限公司

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海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辰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硕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新概念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

成都建工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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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岚庭家居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