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超高超大项目公示名单
单位

分类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业主或总包方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与沙盐路交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汇处西侧

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盐田现代产业服务中心幕墙工程

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天朗海峰国际中心1、2栋玻璃幕墙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桥西
工程

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沈阳华强城二期（2.1期商业）裙
房幕墙工程

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大街

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金碧丽江、西海岸9、10标装饰工
程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西村

北京建磊国际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中航技易发研发办公楼D座等16项
一标段幕墙工程中航技广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57号街区
57C2、57F2地

珠海天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蓝波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科威特大学城石油学院幕墙工程

科威特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武汉英特宜家购物中心幕墙工程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武汉光谷同济医院幕墙工程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哈尔滨银行幕墙工程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新疆亚欧国际汽车城（开利星空）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总部大厦（37#
地块）C、D座工程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新华之星”科研生产基地项目幕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新华之星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新华文
墙工程
”项目部
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ICO·云端项目

成都天府大道东侧

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阿里巴巴上海虹桥综合体项目

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北片07号地块

传富置业（上海）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公园一号广场幕墙及铝合金门窗工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以南与南光路以东
深圳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程（第一、二标段）
交汇处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天津中信城市广场项目R2-R4幕墙
工程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一期乐园配套
用房（精品购物村）项目

厦门市海沧区内湖CBD

厦门海投国际航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中信城市广场，十
中信保利达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一经路与八经路之间中信城市广场

贵阳市金阳新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
区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装饰有限公司

超高 贵阳中天会展城西四塔幕墙工程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长沙坪塘工矿棚户区改造暨旅游产
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业中心区建设项目四星级酒店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坪塘、洋湖街道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建设项目幕墙工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442号
程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有限公司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广西南宁龙光国际大厦项目幕墙工
广西省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南面
程

广西龙光汇达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佛山市三水区新动力广场幕墙工程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吴兴区人民医院建设幕墙工程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平阳县凤凰广场、工人文化中心、
妇女儿童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
超大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
全民健身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博
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工程

平阳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高 佳兆业中心三期幕墙工程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18号

惠州市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高

广西省柳州市广场路10号

广西地王投资集团柳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高 株洲高科总部壹号一期工程

深圳市博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市博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三水区城区主干道西青大道与 佛山市三水区新碧发置业发展有限公
广海大道交汇处
司

长沙世茂希尔顿酒店外立面幕墙工
湖南长沙岳麓区
程

柳州地王国际财富中心3栋BC座铝
合金门窗工程

深业物流中心项目12-04块地（宝
能中心）幕墙制作及安装工程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长沙世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吴兴区人民医院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栗雨湖旁 株洲高科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宁国际商贸中心-金莎国际大酒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产业园南区科技
超高 店铝合金门窗、幕墙制作与安装工
普宁市金莎投资有限公司
南八道豪威科技大厦3楼
程
宜兴文化中心（大剧院和科技馆）
超大
宜兴市城东新区解放东路延伸段北侧
宜兴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幕墙工程
慈溪白金汉爵大酒店室内外装饰工
慈溪市横河镇杨梅大道北路888号
程

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CFD时代财富中心项目幕墙工程

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菩提金国际金融中心幕墙工程

光谷新世界综合体A地块幕墙分包
工程

武汉市江汉区马场角

浙江万程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市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新世界嘉业（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普提金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50号

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奥体文化商务园区配套建设人才公
超高 租房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奥体中心南侧
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外装饰工程
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幕墙工 河北省唐山市学院南路东侧、湖西路北 唐山市南湖生态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
超大
程
侧
责任公司

山东津单幕墙有限公司

东营市“两馆一宫”幕墙工程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华侨城苏河湾项目1街坊T1楼外立
面（门窗及外墙板）工程施工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华为松山湖终瑞项目一期石材装饰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环湖路
制作安装工程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生命保险大厦外立面幕墙工程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和福中一路交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汇处东南角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生命保险大厦外立面幕墙工程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和福中一路交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汇处东南角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幕墙工程

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填海六区02-14
地块

深圳荣超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生命金融城南区幕墙工程

东莞市松山湖金多港片区新城大道/西
三路与西二路/西六路交汇处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泰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深圳市冠泰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奎屯金桥里地王广场外装修工程

深圳市冠泰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保利琶洲项目地块十幕墙工程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尚东柏悦府项目幕墙工程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广州宏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侧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东莞市希尔顿酒店项目幕墙工程

广东省东莞莞太路

东莞市瑞盈酒店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佛山保利商贸中心外幕墙工程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德胜商务区保利1
号地块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恒裕滨城花园二期

深圳市南山区

深圳市银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香江金融大厦幕墙工程

深圳市南山区

深圳市香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苏河湾1街坊

塔谈城中村改造塔坛国际商贸城项
石家庄市桥西区塔谈村
目酒店幕墙工程

华侨城（上海）置地有限公司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塔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奎屯市团结西街以西、乌鲁木齐路以南 奎屯友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达拉特鄂尔多斯广场（东区商业）
鄂尔多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鄂尔多斯广场东区
幕墙工程
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村

泛海财富中心(宗地10南)幕墙分包
湖北省武汉王家墩中央商务宗地10南
工程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安吉尔大厦幕墙工程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

深圳市银珠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 正中时代广场B栋幕墙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

深圳市锦成龙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大 广州华南国际港航服务中心

广州市黄浦区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大 顺德海骏达广场

佛山市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海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大 半岛城邦花园

深圳市南山区

深圳半岛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大

廊坊新朝阳广场二期及裙房外墙周
廊坊爱民道南，和平路西
围外立面幕墙工程

廊坊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
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超大

广州洲头咀高级住宅项目门窗幕墙
广州市海珠区
工程

广州市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宁海招商大厦项目幕墙工程

宁海县新城中心区桃源街道时代大道以
北，气象北路以西，兴工一路以南，新 宁海经济开发区新兴工业园有限公司
园二路以东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平湖市总商会大厦幕墙工程

平湖市南市新区，曹兑路南侧，南市路
平湖市总商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西侧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中海建国东路65街坊北块项目幕墙 上海市卢湾区65街坊徐家汇258号（北
系统分包工程
块）

上海中海海轩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万科滨海壹海城3-2#区I标段
深圳盐田中心区
幕墙工程

深圳市万科滨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双玺花园二期超高层（B标段）幕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海上世界
墙工程

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园区C-20a地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科技创新
块，东侧经六路，西侧经七支路，南侧 温州滨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园一期工程幕墙分包工程
公园路，北侧纬十路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周浦41号地块三期项目外立面装饰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新镇的周东南路
专业施工承包工程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绿地中心项目（桃渡路2,4号
超大 地 块 ） 幕 墙 专 业 分 包 工 程 （ 标段 浙江省宁波市桃渡路2号,4号地块
二）
岗厦河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区
超大
深圳市福田区岗厦河园片区
350米塔楼幕墙工程

上海康桥高科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宁波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办公用房（中国航信高科技产业园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机场北线高速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区）幕墙工程
与天北路交界处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鹭城广场幕墙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厦门火车站东侧、湖滨东路与夏禾路交
建明（厦门）房地产有限公司
叉口

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2号地626
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2号地
地块1号楼幕墙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珠海横琴洲际航运大厦幕墙工程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天津鲁能绿荫里酒店及沿街商业外
天津市卫津南路西侧
幕墙施工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葛洲坝城市花园二期综合楼（含商
湖北省武汉硚口区硚口路
业街）幕墙工程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横琴新区口岸服务区

西宁海湖万达广场12#酒店甲写楼
超高 、13#甲写外装装修工程（二标
西宁市海湖新区西关大街南北两侧
段）
岗厦河园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北区办
超高
深圳市福田区岗厦河园片区
公楼幕墙工程

珠海市洲际航运有限公司

西宁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东莞万科万科中心项目1号楼外幕
墙工程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深圳南山区华润深圳湾综合发展项
深圳市南山区
目柏瑞花园幕墙制作和供应工程

华润置地（深圳）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华尔顿1275（和昌中心）8号楼幕
墙、门窗工程

厦门昌林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岗厦河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区
深圳市福田区岗厦河园片区
3#地块150米住宅公寓幕墙工程

东莞市

厦门环岛干道西北角

东莞市万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保鑫国际装修工程幕墙装饰

涿州市冠云路东

天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亳州万达广场大商业、酒店外装修

安徽省亳州市南部新城希夷大道与杜仲
亳州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路交口九中对面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云阳城中城广场一期项目幕墙

重庆市云阳县滨江大道333号

重庆云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中信新城逸海X1-3项目东区石材幕
北京中信新城
墙工程(二标段)

北京中信新城逸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诸暨万达B区住宅公寓(除CDE公寓
外)铝合金门窗

浙江省诸暨市高湖路以北，东三环线以
诸暨市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西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北京万湖如园C1地块1、4、8、12
、16、18、19#幕墙及门窗

北京市海淀区

北京万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唐山泰勒中心项目

唐山市路北区刘火新庄北新西道以北，
唐山勒泰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西外环以东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延吉万达项目外装修工程

吉林省延吉市卧龙街以西，新民北街以
延吉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东，延河路以北，梨花路以南

陕西金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赛高城市广场1#、3#、4#、5#、6#
西安市凤城七路与未央路十字西北角
幕墙工程

陕西金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西安海悦广场26#楼建筑外墙工程
（万豪酒店）

陕西赛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文景路与凤城七路
西安海荣投资有限公司
交汇处（西北角）

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超大 西安软件新城

西安高新区云水一路以西、云水二路以 西安市高新区软件新城建设发展有限
东、天谷八路以南、天谷九路以北
公司

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超大 山东临沂恒大华府

山东临沂南坊新区成都路与孝河路交汇
临沂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处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陆家嘴广场（小伙巷项目公
超大 建）及陆家嘴商务大酒店金融大厦 天津陆家嘴
南楼之设计及供应幕墙工程
天津陆家嘴广场（小伙巷项目公
超大 建）及陆家嘴商务大酒店金融大厦 天津陆家嘴
南楼之幕墙安装专业分包工程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金融高新区C区

天津陆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陆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依云置地中心幕墙工程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兰州红楼时代广场幕墙工程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杭政储出【2008】23号地块（德城
杭州滨江区西环路与滨盛路交接处
银杏汇）外墙装饰工程

杭州德城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温州市铁路新客站站前区F-17b地
块工程

浙江森象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温州永强机场新建航站楼项目幕墙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
工程

温州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柏宁花园（北区住宅）幕墙及铝门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填海区
窗安装分包工程（Ⅰ标段）

华润置地（深圳）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柏宁花园（北区住宅）幕墙及铝门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填海区
窗制作与供应工程（Ⅰ标段）

华润置地（深圳）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柏宁花园（北区住宅）幕墙及铝门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填海区
窗安装分包工程（Ⅱ标段）

华润置地（深圳）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柏宁花园（北区住宅）幕墙及铝门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填海区
窗制作与供应工程（Ⅱ标段）

华润置地（深圳）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中国人寿大厦建设项目幕墙工程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政储出【2008】18号办公商业金
超大 融用房（D-09-2地块C楼）幕墙工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
程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横琴国贸大厦幕墙工程

广东省珠海市

珠海蓝琴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景枫中心A地块-01幕墙工程

南京市江宁区

南京东方实华置业有限公司

瀚海·晴宇花园Ⅰ、Ⅲ标段幕墙工
河南省郑州新区
程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温州市铁路新客站站前区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

杭州多加商务通信有限公司幕墙工
杭州市余杭州区
程

佛山市凯达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中豪置业有限公司
兰州红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
杭州多加商务通信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体育中心项目幕墙工
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大道东与星塘交界
程（三标段）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扩建工程东航基
超大 地（西区）二期配套工程项目（南 上海闵行区虹桥机场西航站区南侧
区）幕墙工程（二标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玉环·国际家具精品城幕墙工程

台州玉环

玉环县家具行业协会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佰翔京华中心幕墙工程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大道和西皮路
龙岩兆翔置业有限公司
交叉口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总部大厦（37#
超高 地块A、B幢）地下室及上部主体工 厦门海沧区内湖CBD37#地块
程项目幕墙专业分包工程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华茂悦峰住宅项目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重庆市江北嘴金融城1号项目（A04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内A04地块
地块）幕墙工程

重庆市江北嘴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朗成大时代商住楼项目（办公楼、
临海市古城街道鹏雕东南角
商业综合楼）幕墙工程

浙江永强朗成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杭州滨江76号B地块5#楼铝合金门
窗及石材幕墙工程

杭州信诚路与滨盛路交叉口

海墅房地产开发（杭州）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铜山街旧改南块项目一标12#楼幕
墙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邑路与民生路交叉口 上海祥大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万银双子中心幕墙工程

杭州钱江新城江锦路富春路口

浙江万银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中国华融大厦项目幕墙工程

珠海市横琴兴澳路9号

华融（珠海）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兰州天宝时代广场综合楼工程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融信·幸福海岩B1地块华邑酒店外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大桥桥头堡
墙装饰工程
宁波鄞州区宁南南路和四明西路

苏州工业园区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海投国际航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融信（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华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商品展示中心 成都市双流县双兴大道以南，红栏沟以
成都综保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幕墙工程
西
城关区西关什字萃英门2号

ICON创世纪广场项目外墙装饰工程
成都市天府大道南延西侧
施工

兰州天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横岗138工业区改造项目（荣德国
超大 际）玻璃幕墙铝合金门窗、栏杆工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地铁站旁
深圳市中爱联系实业有限公司
程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与民田路交界处西
超大 国信金融大厦幕墙工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角
超大

宝能城花园（东区）项目二三四期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铝合金门窗及幕墙工程

宝能城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供销集团再生资源交易所项目
、中合（大连）置业凌水湾填海区
超大
大连高新区凌水湾填海区E、F、G地块
F地块、中合置业凌水湾填海区G地
块幕墙及断桥铝窗工程

中合（大连）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六合区文化城建设工程幕墙

南京六合新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百度云计算（阳泉）中心项目幕墙 山西省阳泉市开发区大连东路和议白路
百度云计算技术（山西）有限公司
工程
交口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施工总承包第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的填海六区
一标段工程

为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及机场写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字楼及停车场幕墙工程

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龙岐湾御园石材幕墙安装工程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世纪工业中心项目总承包工程

深圳宝安区乡洲石路与北二路交界处
2012-00T-024地块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海洋王科技楼幕墙工程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东片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区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金利通金融中心幕墙制作及安
深圳市宝安区中央商务区
装工程

深圳市金利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华润万象天地项目一期T2.T6塔楼
及相应裙楼幕墙供应工程

华润置地（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海纳百川总部大厦玻璃幕墙专业工
宝安区中心滨海片区宝兴路西侧
程

深圳市滨海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壹方商业中心北区A塔办公楼幕墙
工程

壹方置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心及会议中心 烟台市金山港滨海旅游商务区滨海东路
烟台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幕墙工程
以内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壹方商业中心北区裙楼及B塔办公
楼幕墙工程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组团新城内

深圳市大鹏新区银滩路

天府软件园三期外立面装饰装修工
高新南区大源组团天府科技园片区
程

深圳市福田区大冲旧城改造片区

深圳市宝安区34-2区

深圳市永利鸿盈投资有限公司
天府软件三期外立面装饰装修工程
深圳沙河（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与兴华路交界片

壹方置业（深圳）有限公司

超高 保利珠江新城A4-5项目幕墙工程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A4-5地块

保利广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保利克洛维广场A4-1幕墙工程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穗路

保利广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洑溪府工程

宜兴市宜城镇体育中心北侧

中国建筑一局有限公司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滨江大厦工程塔楼A
、B幕墙工程

江苏省张家港市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超大 龙湖金融中心

郑东新区副CBD环路西、如意东路北

中交（郑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宁波中青文化广场

宁波市北仑泰山路南、人民路东

宁波中青创文化广场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苏地-2011-G-32号地块

苏州市平泷路南、江坤路东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吴江太湖新城核心区B1地块

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新城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石家庄苏宁电器广场

石家庄市新华区，东为公里街、南临中
石家庄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路、西至南大街、北临民族街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苏州尼盛广场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华路南、星都街西

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南昌新地中心

南昌市绿茵路西面、赣江中大道北面

南昌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东方之门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雅路9号

苏州乾宁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合肥新地中心

合肥市合肥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与祁门
安徽纵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路交汇处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大连绿地中心

大连市东港新区

福建凤凰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朝阳区朝阳公园北公建混合住宅项
北京市朝阳区
目幕墙分包工程

北京京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凤凰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天津健康产业园体育基地科研楼、
天津市静海区
新建综合训练馆外檐幕墙工程

天津市体育局

重庆广建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珠江太阳城B3号幕墙工程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刘家台片区

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

超高 豪方天际花园写字楼幕墙工程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北环大道北侧，南
深圳市新豪方房地产有限公司
山大道西侧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卓越宝中时代广场幕墙工程

深圳宝安中心区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汉京金融中心幕墙制作及安装工程 深圳南山区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苏州中心广场项目（内圈）A、J地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港街199号
块及大鸟形屋面

科兴科学园D区（1、2号塔楼）幕
墙制安工程

深圳市南山区

苏州品汇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吴江）置业有限公司

大连绿地置业公司

重庆珠江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越宝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兰斯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方大广场项目幕墙工程

深圳市南山区

深圳市方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阿里巴巴/阿里云大厦幕墙工程

深圳市南山区

传云网络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传
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能源大厦幕墙及外立面装饰工程

深圳市福田区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中海当代艺术馆与城市规划展
深圳市福田区
览馆项目金属屋面及幕墙分包工程

重庆中工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云南远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百大悦尚西城项目1、2、3栋幕墙
工程

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北侧

云南百大新百房地产有限公司

云南远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中洲阳光项目办公区幕墙工程

昆明市盘龙区宝云社区

云南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贵阳市观山湖区

中天域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山湖1号一期3、5、6#、综合楼
南通市通州区湘江北路东侧西湖东路南
超高 及相邻楼幕墙、铝合金门窗、综合
南通三江置业有限公司
侧
楼室内装饰工程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上海市浦东新区前滩企业天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杨箕项目D1-D2栋幕墙工程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置地广场·柏悦公馆8#楼外装饰幕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嘉禾路
墙工程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置地·创新中心（塔楼）外装饰幕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与长江西路交口 安徽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墙工程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贵阳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商务区10#
楼11#楼13#楼

中粮大道祥云名轩、商业及车库项
超高 目之外檐装饰、铝合金门窗及幕墙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九经路交口
工程
悦和工程技术中心办公楼铝合金玻
超高
宜昌开发区发展大道11号
璃幕墙、石材干挂及雨棚制安工程

安徽置地投资合肥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
湖北悦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创高幕墙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疗综合楼二期 兰州市城关区萃英门82号兰州大学第二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大楼幕墙施工工程
医院院内

武汉创高幕墙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

华源电力集团研发大楼外墙装饰工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203M地块
程

武汉华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创高幕墙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

南京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园幕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以北
墙（四标段）工程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创高幕墙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 襄阳中润大厦幕墙工程

湖北省襄阳市长虹北路

襄阳中润广通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创高幕墙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 京华国际幕墙制作与安装工程

武汉市江岸区姑嫂树路10号

武汉世博宏成置业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东宏时代广场项目酒店幕墙工程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山东青岛国际航运中心（A1地块）
山东青岛国际航运中心（A1地块）
幕墙工程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青岛崂山创新园A、B楼项目幕墙工 崂山区滨海公路以西，长沙路以北、株
青岛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程
洲路以南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辽阳东路购物中心生活区及办公楼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156号
项目幕墙工程

青岛金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星联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一期迁建工程项
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4026号
目外幕墙工程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中直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南阳市东北分区起步区北区1-4#楼
河南省南阳市
工程，2#楼、4#楼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直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职工文化中心工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宁海招商大厦项目幕墙工程

宁海县新城中心区桃源街道时代大道以
北，气象北路以西，兴工一路以南，新 宁海经济开发区新兴工业园有限公司
园二路以东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平湖市总商会大厦幕墙工程

平湖市南市新区，曹兑路南侧，南市路
平湖市总商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西侧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中海建国东路65街坊北块项目幕墙 上海市卢湾区65街坊徐家汇258号（北
系统分包工程
块）

上海中海海轩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万科滨海壹海城3-2#区I标段
幕墙工程

深圳盐田中心区

深圳市万科滨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双玺花园二期超高层（B标段）幕
墙工程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海上世界

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园区C-20a地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科技创新
块，东侧经六路，西侧经七支路，南侧 温州滨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园一期工程幕墙分包工程
公园路，北侧纬十路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周浦41号地块三期项目外立面装饰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新镇的周东南路与
上海康桥高科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施工承包工程
周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重庆市铜梁区中兴东路788号

宁波绿地中心项目（桃渡路2,4号
超大 地块）幕墙专业分包工程（标段
浙江省宁波市桃渡路2号,4号地块
二）
古滇项目七彩云南新太阳国际养老
超大 养生产业区-湖景林苑（B区）一期 昆明市晋宁县
外立面工程
深圳蛇口邮轮中心工程施工总承包
超大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湾片区
金域华府幕墙工程

重庆东宏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宁波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昆明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合肥中侨中心项目外立面装饰幕墙
合肥市潜山南路
工程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连云港市新海新区新世界文化城文 新海新区科苑路东，凌州路北，学林路
江苏润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化活动中心工程
西

安徽中侨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运河文化体育会展中心幕墙装 湖滨新城紫薇大道西侧，发展大道东
饰工程
侧，女贞路北侧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保利国际广场B2#、B3#栋幕墙工程 长沙市书院路9号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成都银泰中心项目之住宅楼幕墙工
程

成都银城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国信证券大厦(义乌)幕墙工程施工
义乌市金融商务区01-21地块
合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兰江新城中心商务区A地块(企业服
兰溪新区中心区东北角位置
务中心)幕墙工程

兰溪市鸿业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丽晶国际中心主楼外墙装饰工程一
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
标段、二标段

浙江尊峪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南虹广场三标段(酒店及超高层办
公)幕墙工程

浙江省乐清市中心区A-h2号地块

嘉恒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上虞滨江城市之星1、2、9-12#楼
幕墙工程

绍兴市上虞区王充路与三环路交叉口

上虞滨江城市之星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世欧·王庄城C-a1地块(3#、5#、
9#楼)外立面幕墙工程

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南路

福建世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逸盛元天都城20#地块A4#楼(酒店)
大连普湾新区大坨山东侧
钢结构工程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长兴县交通建设投资公司综合商务 浙江省长兴县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北侧
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楼幕墙工程
经二路东侧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呈贡新都昌商业广场项目幕墙工程 昆明呈贡新区4号地块

呈贡新都昌商业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嘉兰铭轩外檐幕墙装饰工程

天津市鞍山道与南京路交口

天津世纪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普洱茶文化科技中心A栋幕墙装饰
工程

昆明市科普路与筇王路交叉口

云南泛普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沈阳金地长青八期1#、2#、6#非示
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18号
范区外立面装饰工程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沈阳沿海国际中心幕墙工程

沈阳市东陵区天坛南街

沈阳沿海荣天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成都仁和春天国际广场幕墙工程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

成都市高新区仁和百货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富雅•国际生活广场项目幕墙工程

南宁项目3#地块

广西富雅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杭政储出(2004)43号地块二期（A杭州钱江新城核心区西南角
01-3、4、5地块）

宿迁国际体育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长沙南湖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大连逸盛元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金地长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金基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金融城幕墙六标段(3#楼、3-4#楼
裙楼、3-10#楼天桥)

建邺区嘉陵江东街以南（河西45号地
块）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连云港路66号国际航运中心项目幕
青岛市市北区连云港路66号
墙施工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力帆·红星广场项目一期C1/C2塔
楼外装饰分包工程

重庆润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南昌·铜锣湾广场写字楼外幕墙工
南昌市红谷滩区庐山南大道369号
程

南昌·铜锣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南昌新城吾悦广场商业幕墙工程招
京东大道与东元路交汇处
标（二标段）工程

南昌新城悦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三亚海棠湾亚特兰蒂斯酒店项目
(一期)幕墙工程

海南省三亚市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商联中心A1#住宅幕墙施工与安装
工程合同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洲滨江北大道以
江西彗联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商联中心A2#住宅幕墙施工与安装
工程合同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洲滨江北大道以
江西彗联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上虞阳光海岸幕墙、铝合金门窗工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程

上虞滨厦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万博地块四商业办公楼基建工程幕
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商业区地块四
墙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威达大厦幕墙工程

广东省佛山市

佛山市达馨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武汉菱角湖

武汉沿海菱角湖一号现场

武汉致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兴业•喜来登广场6#写字楼玻璃幕
墙外装饰工程

日照市海曲东路以南，绿舟南路以东

日照贻海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长沙绿地中心200米办公楼幕墙工
程

长沙市芙蓉中路老火车北站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
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中国邮储银行金融后台服务中心
(一期)项目营运中心幕墙工程

成都市高新区铜牌片区天府四街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博地中心萧政储出（2010）46号地
杭州市萧山区
块幕墙工程

浙江万翔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博地中心萧政储出（2011）45号地
杭州市萧山区
块幕墙工程

浙江万翔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永和·龙子湖中央广场项目幕墙二
郑州市平安大道南，尚德街北
标段施工

河南省永和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宁波绿地中心项目（桃渡路2号地
块）幕墙专业工程施工合同

绿地控股集团宁波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

宁波绿地中心

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76#A地块世茂中心项目幕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与信诚路交叉口
墙工程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海信南方大厦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余政储出（2012）64号地块一期幕
杭州未来科技城内
墙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怡华华东研发运营中心项目外帷幕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丹路宁双路交叉口西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墙工程
北角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嘉兴万达广场外窗制作与安装工程 嘉兴广益路与庆丰路交叉口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歌山凤凰谷休闲度假中心石材、铝
诸永高速歌山出口高速管理处隔壁
合金门窗

东阳市歌山凤凰谷生态观光农业有限
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融信·杭政储出[2013]74好地块幕
杭州市拱墅区北部孔雀综合体北部
墙工程

杭州恺筑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大

临安天亿金色时代石材及铝合金门
横潭路与城中街交叉口
窗、栏杆、百叶等工程

临安汇锦金昕房地产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业路

海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信南方有限公司
杭州龙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嘉兴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临安中天青山湖项目一期排屋铝合
超大 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及石材安装工 临安市青山湖街道青山村
临安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程
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以南，明德路以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浦联村经济合
超高 谷丰大厦幕墙工程
西
作社
杭政公出[2010]5号地块新型节能
材料生产基地幕墙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浙江建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世贸绿洲六期30#楼工程

浙江建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北山路84号国宾接待中心项目工程 西湖区北山路62号

浙江建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浙江建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义乌市中福广场A3、A4幕墙工程

浙江建工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大

合肥达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超大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以南，建业路以东 浙江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
黄山市社屋前路1号

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项目一期1#、
贵阳市观山湖区
3#、5#地块外立面幕墙装饰工程

寰宇天下项目B地块幕墙指定分包
工程

义乌金融商务区的核心区城北路

黄山天盈福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
义乌中福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
杭州世茂世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楼

花桥国际商务城博览中心新展馆外
花桥光明路南侧、薛赵路东侧
装饰工程

江苏花桥国际商务城博览中心有限公
司

合肥达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超大 能达大厦建筑幕墙及金属门窗工程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达能商务区内

南通能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合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汇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超大 镇江江河汇1、2、3、4、5、6号楼 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99号

重庆国际江北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跑道

江苏合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超大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合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 北约客置地广场幕墙工程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江苏合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 金融城幕墙三标段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以南（河西45
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号地块）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东吴文化中心B区外装饰工程

吴中区宝带东路

苏州国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平潭大卫城标段—外墙装饰工程

平潭综合实验区麒麟路北侧

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四川郫县体育场网壳工程

郫县郫筒镇

成都市西汇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太仓规划馆幕墙及玻璃顶工程

太仓市科教新城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一期）工程 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镇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芜湖星颐广场幕墙及门窗工程

芜湖市

芜湖星焱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南昌新洪城大市场项目

南昌市南昌县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连云港同城大厦幕墙工程

连云港海棠路

连云港市同城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中国南充明宇广场项目5号地块幕
墙工程

南充

南充嘉隆酒店有限公司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郑州正商经开广场1#2#3#楼幕墙工
郑州市经开第九大街东、经南二路北
程

河南正商经开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南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

包头市粮食贸易大厦室外装饰装修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工程

包头市粮油质量检测中心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北辰三角洲项目D2区第二标段外立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河三角洲
面装饰装修工程

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悦熙广场一期外墙装饰幕墙工程

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四区12栋幕墙工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
程

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广佛新世界庄园CF-20地块一期铝
合金外墙挂石工程

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深圳阳光科创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新太白南路与电子三路交汇处东北角 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沥镇不浩湖度假村20大货地块 佛山乡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南新路交汇处

深圳厚华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西南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合肥万达城超高层公寓2#3#楼幕墙
合肥滨湖区庐州大道与南宁路交口
工程

合肥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西南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天一·国际广场11、12#楼幕墙制
作安装

贵州金浩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西南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伊泰·天骄项目8#楼幕墙工程及1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东四段
12#楼钢屋盖工程

沈阳黎东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高

汉峪金融商务中心A6地块幕墙工程 济南高新区舜华路以东、凤凰路以西、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标段
经十路以南、体育南路延长线以北。

贵阳市金阳高新区长岭南路33号

伊泰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盘锦辽滨沿海经济区文化中心及道 盘锦市辽滨沿海经济区湘江街与赤水路
超大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标段幕墙
盘锦市重点公共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交汇
工程
市高铁东站对面，秦皇大街东、荀子大
沈阳沈飞集团铝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邯郸客运中心主站项目外装修工程
邯郸市交建客运枢纽开发有限公司
街西；丛台路北，纬九路南
沈阳黎东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沈阳沈飞集团铝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泰和龙庭商住项目外幕墙指定分包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2巷北侧
工程合同

泰昇房地产（沈阳）有限公司

沈阳沈飞集团铝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绿城理想之城玫瑰园外墙石材幕墙
青岛市李沧区延川路118号
工程施工合同

青岛绿城华川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沈飞集团铝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润世中心二期幕墙专业施工工程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

中联润世（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沈飞集团铝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城南1号商业三期II标段办公楼幕
墙系统分包工程

成都市高新区国际园区国际城南锦程大
中海振兴（成都）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街199号

南京金中建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超高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招银大厦项目幕
南京建邺区河西NO.2010G35地块
墙工程

无锡金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太湖新城金融商务第一街区B-2-1
房幕墙工程

江苏鸿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连云港新海新区科技馆幕墙工程

南京三惠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南京新城科技园互联网产业园（科
南京建邺区新城科技园内E-11地块
技创新综合体A）幕墙工程

中建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王兴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昆山金融街一期C、D、G楼外装饰
工程（幕墙）

昆山市前进路南侧、夏家河东侧

昆山市金融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王兴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苏地2003-B-42地块高办楼项目

苏州西环路三香路交界口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A1
上海市浦东浦新
地块工业厂房项目三期工程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浦星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黄浦区594街坊商办用房项目N1楼
幕墙工程

上海滨江祥瑞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漕河泾科技绿洲康桥园区二期-2幕
上海市浦东新区
墙及外门窗工程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太湖新城东圣立德路、南至方庙路西到
江苏省北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立信大道，北临B1地块
连云港九龙路北、花果山大道西

上海市黄浦区

江苏润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漕河泾康桥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超高 无锡6银华大厦工程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映月天地商业广场幕墙工程与亮化
江苏省无锡市
工程

无锡恒廷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中山北路2900号办公楼项目（元中
上海市
大厦）

上海元中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新江湾城F2（2A期、三四期）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张江中区D-2-2地块新建项目外立
面装饰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张江集电港四期西块新建项目外立
上海市浦东新区
面工程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
司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现代园墅住宅小区三期幕墙装饰工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程

苏州上投置业有限公司

南方雄狮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商业、住宅石
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
材幕墙、玻璃幕墙工程

港中旅成纷（苏州）置业有限公司

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超大

安粮城市广场B区购物中心办公楼
幕墙工程

安徽省安福置业有限公司

中航长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红星利尔广场暨红星美凯龙全球家
贵阳市北京西路
俱生活广场外墙幕墙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宁波建乐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超高

宁波广东省部新城门户区北区1#、
宁穿路以南、后塘河以北
2#-1、2#-2111标段幕墙工程

宁波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480皇后大街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皇后大街480号

Grocon Constructors(QLD) Pty
Limited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重庆力帆中心–LFC项目幕墙工程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

重庆润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希顿国际广场项目幕墙工程

成都市双土村1、3组（天府大道中段新
成都乔治希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会展世纪城斜对面）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世茂锦锈长江A2地块5＃楼幕
墙工程

江苏省无锡市

江苏华西集团（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合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金寨路与东流路交叉口

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

武汉世茂锦锈长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超高 阿布扎比中心市场主楼T2、T3

阿布扎比

Aldar Properties PJSC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保定万博广场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

河北恒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达美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118号

北京柏豪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兰州万达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北路、雁滩路交接十
兰州城关万达广场有限公司
字路口东北角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太原万达

山西省太原市老城区规划基地内东部

太原万达广场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昆明万达

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云南妇产科医院南
昆明西山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侧，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汤臣津湾

津湾广场地处和平区天津东站对面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天津嘉里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六经路交汇处

天津嘉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天津渤海银行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六经路交口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天津国贸

天津市河西区小白楼南京路与马场道交
东津房地产开发（天津）有限公司
口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济南奥体金融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转山西路与经十路路口西 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工业小区开发建设
南角
总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保定万博广场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

河北恒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印尼巨普达

印尼雅加达

PT. CIPURTA ADIGRAHA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哈尔滨银行大厦幕墙工程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群力新区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高 沈阳夏宫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09号

沈阳夏宫房地产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济南人寿

山东济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海博馆

天津

国家海洋博物馆筹建办公室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雅加达ASTRA

印尼雅加达

日本清水建设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马来西亚阿斯塔卡

马来新山

中国建筑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新佩斯体育场

澳洲佩斯

BROOKFIELD MULTIPLEX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美国洛杉矶大都汇

洛杉矶

绿地美国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美国纽约河畔中心B1

纽约

GID Development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印尼西奎斯

印尼雅加达

PT.Prospero

天津津湾房产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珠宝三塔

澳洲黄金海岸

万达地产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888柯林斯大街

澳洲墨尔本

LEND LEASE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意大利哈迪大厦

意大利米兰

cooperativa muratorie
braccianti di carpi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马来西亚四季酒店

马来吉隆坡

中国铁建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太原国际金融中心

山西

发包人：山西晋能国际金融中心有限
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国锐广场AB

北京

发包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上海国金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杨南路378号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杭州远洋办公楼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以北、紫荆路以南
杭州远洋运河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
、金华路以东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上海浦东烟草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至秀浦路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苏州体育中心

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大道东与星塘街交界
苏州工业园区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东南角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业上城三期

深圳市福田

深圳市科之谷投资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广州白云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内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水贝珠宝大厦

深圳市罗湖

深圳市明泰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长沙梅溪湖艺术中心

湖南长沙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华尔顿1267号楼

福建厦门

厦门昌林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重庆华商

成都市

成都格兰西亚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陕西延长石油

西安市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超大 新纪元广场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大吉片公建CD地块项 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大街中信城C、D地
金融街（北京）置地有限公司
目
块

北京市朝阳区CBD核心区Z15地块项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目（中国尊大厦）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

天津市经济开发区第一大街与新城西路 天津新世界环渤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交汇处
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大望京2号地（昆泰）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

北京乾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标段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37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苏州丰隆城市中心（二期）

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与思安街交界处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上海市轨道交通１０号线海伦路站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海伦路路口
地铁综合开发项目

上海杭钢嘉杰实业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扩建工程二期
（北区）二标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华为武汉研发生产项目

武汉东湖开发区，光谷七路以东，九峰
武汉华为投资有限公司
二路以南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一期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路与湘雅路交
湖南富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汇处东北角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江门市滨江体育中心

江门市滨江新区

江门市滨江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深圳湾一号T7项目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与东滨路交汇处

深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科兴科学院三期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科技园分
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Manila Bay Resorts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 Sengkang Hospitol Phase Ⅱ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大汉希尔顿国际

株洲芦淞区七一路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南昌绿地新都会•紫峰大厦

南昌市高新区京东紫阳大道绿地紫峰大
南昌绿地申新置业有限公司
厦工地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湖北能源调度大楼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与沙湖大
武汉市长江公路桥拆迁还建开发公司
道交汇处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江阴海澜

江阴市滨江东路南侧，东外环路东侧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机场西航站区南侧

中信和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豪城建屋置业有限公司

Atlantic Drive, Asiaworld
TIGER
City,Blvd 200,Paranaque City 1703,
RESORT,LEISURE&ENTERAINMENT INC.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ON LOT 02019N PT & LOT 02466A PT
MK21 AT SENGKANG EAST WAY /
MINISTRY OF HEALTH
SENGKANG EAST ROAD / ANCHORVALE
STREET, SINGAPORE
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市大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阴市海澜投资股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南京江东软件城E06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软城内，东至燕山路 南京鼓楼国际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
、西至清河路、南至集庆门大街、北至 有限公司
汉中门大街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无锡云蝠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中山路288号

无锡崇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新浩壹都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深圳新浩房地产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百度国际大厦-东塔

深圳市南山高新填海六区

百度国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雅居乐B1-7

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与金穗路交界处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东北面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大涌商务中心1#栋商住楼

深圳南山区铜鼓路与深南大道交汇处大
华润置地（深圳）有限公司
冲华润城工地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东方希望天祥广场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天府二街路口 成都东方希望天祥置地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燕翔饭店改扩建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

北京燕翔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南京青奥大厦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河西新城区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南侧

北京北控雁栖湖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深圳湾一号T5/T6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与东滨路

深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MK2, Lots
02228V,02229P,02464L,02219N,02220A
GuocoLand (Singapore) Pte Ltd.
,02222N)MK 2 Leedon Heights (Bukit
Timah Planning Araa)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珠江大道东B2-10地块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大道东B210地块（财富中心）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厦门泰地·海西中心一期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大道与滨湖路交叉口 厦门泰地置业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富华里

珠海市香洲区九州大道交白石路富华里
珠海市永福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中洲讯美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华路3号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中海信总部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上李郎村甘李工业园内中
中海信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海信工业厂房项目部

柳州地王国际财富中心2栋幕墙工
程

Leedon Heights

广西省柳州市广场路8号

广西地王投资集团柳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讯美科技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Shangri-La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 Darmansara City, Malaysia

北京港源幕墙有限公司

超高

3rd Ave, Corner 30th Street, West
Crescrent park, Bonifacio Global
Fort Bonifacio Shangri-La
City, Taguig City, Philippines
Hotel. Inc
163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Jakarta Jl. Jendral Sudirman kav.
PT Kepland Investama
2, Jakarta
22-23, Jakarta 12920.
Jakarta
Jl. Jendral Sudirman kav. 22-23,
Jakarta 12920.

永和·龙子湖中央广场项目幕墙一
郑州市平安大道南，尚德街北
标段

GuocoLand (M) Bhd

河南省永和置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