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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河北省建筑工程装饰奖获奖工程及获奖企业 

 

（公共建筑装饰类） 

项目所在地：石家庄（13 项） 

1. 工程名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新建医技病房楼项目精装修

工程施工 

承建单位：华艺博展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一至四层医疗街及门诊大厅等精装修 

2. 工程名称：石家庄市融创中心 21#地（小学）精装工程 

          承建单位：大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 至 4 层 

3. 工程名称：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办公厅机关办公楼局部改造项目 

          承建单位：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办公楼一至六层装饰装修、门窗安装、机电安装、

会议系统 

4. 工程名称：省杂技团天缘剧场提升及消防设施完善项目 

          承建单位：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前厅、观众厅、舞台区、后台装修改造 

5. 工程名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项目室内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深圳市博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病房楼室内装饰工程 



 

 2 

6. 工程名称：星辰商业广场升级改造项目-酒店新增区域装修改                  

造 EPC 项目 

          承建单位：河北省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上第四层：客房区、健身房；第一层东南部：酒

店自营餐饮。 

7. 工程名称：军休干部服务管理用房维修改造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省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军休所内北楼、南楼、东楼及院落等项目清单内容

全部 

8. 工程名称：石家庄市同福·当代府 MOM∧项目启动期体验中心

及样板间、食堂精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蓝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体验中心一至三层，样板间，食堂的精装修施工，

及相关范围内的电气，照明，给排水，通风空调等

机电工程的施工 

9. 工程名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门诊医技楼精装修项目 

承建单位：佳林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 至 9 层的室内精装修全部内容 

10.工程名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南楼装修改造项目工程总

承包（EPC) 

承建单位：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南楼室内墙面、地面、天棚重新装修，给排水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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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系统、通风空调系统、电气系统、弱点系统、医用气体系统、 

标识导向等 

11.工程名称：新建石家庄市儿童医院（市妇幼保健院）项目内

部精装修及机械停车工程 

承建单位：斯特龙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内装修及机械停车工程 

12.工程名称：石家庄市老年大学（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续租修

缮市规划馆现址项目 

承建单位：斯特龙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内容 

13.工程名称：紫竹锦江售楼部精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石家庄常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抹灰、室内顶棚精装修工程，墙面基层及涂料，

地面精装修工程，窗帘盒，硬包，木制品装饰面

层安装，强、弱电桥架、管线、灯具、开关、插

座、配电箱灯安装、给排水管道安装 

项目所在地：邢台（1 项） 

1. 工程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行营业办公用房装修

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融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 

项目所在地：邯郸（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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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名称：邯郸市博物馆迁建项目展陈工程设计及施工总承包                                        

承建单位：金大陆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负一层装修；二、三、四层展厅内布展精装修 

2.工程名称：邯郸市博物馆迁建项目展陈工程设计及施工总承包招

标（标段 2）内装修深化设计和施工内容 

承建单位：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公共区域展陈的配套工程的设计、施工 

项目所在地：保定（5 项）

1.工程名称：电谷科技中心 1 号生产厂房室内装修二期工程施工 

承建单位：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地上一至五层室内装修项目 

2.工程名称：电谷科技中心 2 号研发生产楼大堂及裙房室内装修

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西裙房一至三层室内装修，东裙房一至三层室内装

修负一负二层及大堂一至三层室内装修 

3.工程名称：保定市第二医院扩建病房楼（室内装饰） 

承建单位：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内容 

4.工程名称：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实验学校精装修工程（小学部   

分） 

承建单位：中通建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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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范围：小学部分 1 至 5 层精装修 

5.工程名称：曲阳县疫情防控隔离建设项目 

承建单位：河北英利装璜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内容 

项目所在地：张家口（2 项） 

1. 工程名称：崇礼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翠云山奥雪小镇

中心湖配套区滑雪养生酒店精装修工程 1 标段 

           承建单位：河北白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滑雪养生酒店一、二层精装修工程 

2. 工程名称：新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昌平站等 5 站站房及相关工

程 ZFSG2 标段（东花园北站、怀来站） 

          承建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ZFSG2 标段（东花园北站、怀来站）站房公共区室

内装修 

         项目所在地：廊坊（1 项） 

1. 工程名称：固安大湖 1.3 期高层东区 9/10#楼精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9/10#楼精装修 

项目所在地：天津（1 项） 

1. 工程名称：国家海洋博物馆一期布展工程施工第二包 

承建单位：金大陆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今日海洋》展厅内展陈布展及精装修工程 



 

 6 

项目所在地：唐山（4 项） 

1. 工程名称：金融商务酒店及写字楼室内装修工程施工一标段 

承建单位：方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 

2. 工程名称：唐山宾馆 2#楼改造项目工程 

承建单位：方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 

3.工程名称：“重温光辉历程 探寻初心使命”唐山市政协发展    

成就展览陈列工程 

承建单位：方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 

4.工程名称：唐山一中曹妃甸分校提升改造项目土建装修、加

固等工程 

承建单位：唐山市集林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 

项目所在地：秦皇岛（1 项） 

1. 工程名称：北戴河国际酒店 

承建单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装饰施工内容 

项目所在地：沧州（3 项） 

1. 工程名称：沧州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业务用房改造工程设

计、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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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单位：河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综合楼一至四层、备勤室、食堂、活动室 

2. 工程名称：沧州师范学院 11#学生公寓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11#学生公寓图纸范围内的室内装饰装修 

3. 工程名称：青县市民文化活动中心项目部分展馆装修布展工

程 

          承建单位：河北元正文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 

        项目所在地：衡水（1 项） 

1. 工程名称：景州文体中心东门厅及剧场内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东门厅及剧场内装修 

  项目所在地：甘肃（1 项） 

1.工程名称：金塔县“两馆两中心”博物馆陈列布展及设施配套

项目（EPC) 

    承建单位：华艺博展装饰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程量 

（建筑幕墙类） 

项目所在地：石家庄（12 项） 

1. 工程名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新建医技病房楼项目幕墙工

程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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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单位：捷成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2.工程名称：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办案基地（SBA1205 工程）外

装修工程 

          承建单位：捷成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3.工程名称：石家庄融创中心商品区 13#地块高层及社区大堂的

幕墙工程（Ⅰ标段） 

          承建单位：捷成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4.工程名称：石家庄弘城国际项目 loft3#、4#楼及商业外立面幕

墙工程 

          承建单位：捷成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5.工程名称：石家庄融创中心商品区一区 8#地块高层及社区大堂

的幕墙工程二标段 

          承建单位：河北白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6.工程名称：新建石家庄市儿童医院（市妇幼保健院）项目外装

修工程和楼体夜景照明工程 

          承建单位：佳林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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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程名称：国展游客服务中心外墙装修 

          承建单位：佳林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8.工程名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外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中兆海山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9.工程名称：天润广场幕墙（二标段）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省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10.工程名称：和西苑外墙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蓝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11.工程名称：元悦度假酒店裙楼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普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12.工程名称：新合作大厦 

           承建单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项目所在地：邯郸（3 项） 

1.工程名称：中船重工邯郸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汉光光电科技园项

目-军品研发大楼外幕墙工程 

          承建单位：中兆海山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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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2.工程名称：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外装工程 

          承建单位：河北元正文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3.工程名称：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项目玻璃幕墙等外檐装饰工程 

          承建单位：斯特龙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项目所在地：张家口（2 项） 

1.工程名称：河北北方学院体育馆及室外运动场看台项目体育馆

工程 GRC 幕墙施工 

          承建单位：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2.工程名称：新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昌平站等 5 站站房及相关工

程 ZFSG2 标段（东花园北站、怀来站） 

          承建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项目所在地：唐山（1 项） 

1.工程名称：南湖旅游景区游客中心项目工程 

          承建单位：方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项目所在地：衡水（1 项） 

1.工程名称：景州文体中心外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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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单位：河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范围：室外幕墙 

（公共建筑装饰设计类） 

1. 工程名称：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办公厅机关办公楼局部改造项目 

设计单位：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范围：一至六层室内设计 

2.工程名称：金塔县“两馆两中心”博物馆陈列布展及设施配套     

项目（EPC) 

设计单位：华艺博展装饰有限公司 

  设计范围：除一楼总序厅、临时展厅和二楼第三展厅以外的

其它各展厅的方案深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