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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型装饰技术的引领者

the leader oF the 
alien decoration technoloGy.

        建筑艺术与工艺美术一样，也是一种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艺术 , 实用性是建筑的首要功能。

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物质技术的进步，建筑越来越具有审美价值。

Architectural art, like arts and crafts, is also a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ity and aesthetics, and practicality is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ractice and the progress of material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has more and more aesthe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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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富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和销售金属铝天花、铝幕墙等建筑装饰产品的大型企业，公司除目前自建有 40000

多平米的生产厂房外，近期还自购用于生产建设用地 200 亩，进一步扩大产能，充分满足客户对本公司产品的需求。

公司成立 30 多年来，产品先后被应用于数以千计的典型工程，包括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深圳火车站、广州火车站、广州地铁站、广

州高铁站、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广州南方电网调度中心、全国九运会场馆、广州中信广场以及全国五十多处的万达广场等等众多大型建筑

装饰用材，产品除满足国内各类大中型工程项目的装修外，还远销国外各地，截止到 2017 年底，年销售额达 5个多亿。公司产品包括：铝单板、铝方通、铝窗花、

铝条扣、铝挂片、铝格栅以及各种非标造型的天花板。各产品均具精巧的结构及吊装系统，并可根据设计要求，精确加工成弧形、梯形、跌级等多种造型的装饰要求，

创新能力在同行业中独树一帜！产品表面处理有一百多种颜色以及各种仿木纹、石纹、竹纹可供随意选择。

富腾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技能完全具备满足您形态各异、千变万化的设计构思要求，令您的设计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

Guangzhou FutenG Building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the last century in 80s, is a large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etal 
aluminum ceiling, aluminum curtain wall decoration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built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more than 40000 square meters of production plant, also 
recently used in production since the purchase of 200 acres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to further expand production capacity, fully meet customer demand for our products.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30 years, the product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typical project of thousands, including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the national Olympic Sports Center, 
the ShenZhen Railway Station, Guangzhou Railway Station, Guangzhou subway station, Guangzhou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Xiamen International Airport, Chongqing Jiangbei International 
Airport, Guangzhou Southern Power Grid Dispatching Center, the nine national games venues, Guangzhou CItIC Plaza and more than 50 national Wanda Square and other large building 
materials, all kinds of products in the domestic large and medium-sized project decoration, but also exported to the foreign country, by the end of 2017, annual sales reached 5 billion. the 
company's products include: Single aluminum plate, square tube, aluminum window , aluminum buckle, aluminum hanging films, aluminum grille and a variety of non-standard shape of the 
ceiling.. each product has exquisite structure and hoisting system, and can be processed into various decorative requirements such as arcs, trapezoidal and falling grades according to design 
requirements. Innovation ability is unique in the same industry.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the product has more than 100 colors, as well as all kinds of imitation wood, stone and bamboo. 

Fute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skills fully satisfy your design shapes, the myriads of changes requirements, to design your most incisive play!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广州市富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FutenG BuildinG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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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精英团队
company culture elite team

卓越团队是需要建立在所有成员具有共同的理念和奋斗目标之上，有统一的行动纲领和行为准则，才能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并进行协调，保持组织应变能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

Excellent team is based on all members' common ideals and goals, unified action plan and code of conduct,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and coordinate, to maintai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

Company Tenet: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of one heart 
and one mi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help, mutual recognition, mutual 
gratitude, we finally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to create a forerunner of 
sincer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trust, so 
as to succeed in managing your own life 
and business.

在经营的过程中、同心同德、相

互理解、相互帮忙、相互认同、

相互感恩、最终实现大家共同致

富。开创精诚合作、相互信任之

先河、从而成功经营自己的人生

和事业。

公司宗旨

Company Vision:  
Over the past 20 years, we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We hope that every building can 
be decorated more beautifully, 
safer and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rough customized 
aluminum products.

20 多年来我们时刻关注

着中国与世界的建筑物

品，渴望每一座建筑都可

以通过定制铝板产品装饰

得更加美丽更加安全更加

环保！

公司愿景

Company Positioning: 
A: Chinese aluminum curtain 
wall industry first high quality 
suppliers;

B: China Internet high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 talent 
stock - making integrated 
manufacturers;

A: 中国铝天花幕墙行业

第一高效高质供应商；

B: 中国互联网高研发高

人才的股份制智造一体

化厂家；

公司定位
Company declaration: 
We are good faith in human,practical 
work,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rst high 
quality and high quality suppliers in 
China.

我们诚信做人、踏实做事、

改革创新、追求卓越、承担

责任为实现中国第一高效高

质供应商而奋斗 。

公司宣言

Company Mission :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individual of our FutenG 
building material to make an 
aluminum plate product that is 
reassuring and reassuring to the 
consumers.

做出一件让消费者放心

和安心的铝板产品，是

我们富腾建材每一个人

的责任。

公司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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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名称 数量 产地 产能 精度

转塔数控冲床 6 台 江苏 10000m2/ 天 国际标准

电脑数控剪板机 4 台 江苏 5000m2/ 天 国际标准

电脑数控折弯机 11 台 江苏 6000m2/ 天 国际标准

滚弧机 3 台 广州 1500m2/ 天 国际标准

铝板开槽机 3 台 广东 2000m2/ 天 国际标准

氩弧焊机 15 台 广东 6000m2/ 天 国际标准

电脑数控雕刻机 10 台 广东 6000m2/ 天 国际标准

木纹喷涂车间 1 套 广东 3000m2/ 天 国际标准

自动静电涂装生产线配套设备 2 套 德国 8000m2/ 天 国际标准

机械设备名称 数量 产地 规格型号 精度

贴膜机 3 台 广东 PB054 国际标准

色差仪 3 台 日本 CR-10 国际标准

光泽仪 3 台 美国 60° 国际标准

测厚仪 3 台 美国 6000-N1 国际标准

酸度计 3 个 中国 PH 值：0 ～ 14 国际标准

游标卡尺 30 把 中国 0-200mm 国际标准

游标卡尺 6 把 德国 0-300mm 国际标准

游标卡尺 3 把 中国 0-1000mm 国际标准

角度尺外 3 把 中国 0-360° 国际标准

径千分尺 10 把 中国 0-25mm 国际标准

游标塞尺 3 把 中国 JZC1-10 国际标准

主要生产设备介绍
main production equipment introduction

一个优秀团队要想成功、及时地完成制定目标，就离不开各成员的全力配合和通力协作。

凝聚产生力量 , 团结诞生希望

If an excellent team wants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successfully and in time, it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ull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members.

COHeSIOn PRODuCeS StRenGtH AnD unIty IS BORn OF HOPe.

企业风采
corporat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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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梅州［世界客商中心］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商会工程案例
chamber of commer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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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梅州［世界客商中心］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商会工程案例
chamber of commer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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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梅州［世界客商中心］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蜂窝板

商会工程案例
chamber of commer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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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山东滨州大剧院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项目名称：贵州大兴东国际旅游城
产品应用：铝质天花

铝天花界第一单 520000M2

大剧院案例

旅游城案例

grand theater case

tourist city case

大兴东国际旅游城

天花纪录
军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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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馆案例
art museum case
项目名称：贵州都匀艺术文化中心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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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馆案例
art museum case
项目名称：新疆霍尔果斯中国文化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博物馆案例
art museum case

项目名称：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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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案例
art museum case
项目名称：广东省博物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板、格栅

专注行业三十年
Focus on the industry for thir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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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案例
real estate case
项目名称：广东东莞鲁能公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铝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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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案例
commercial case
项目名称：广西北海和安宁春城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专注行业三十年
Focus on the industry for thirty years

室内幕墙采用高强度的优质 AAA 级铝合金材料精加工而成，产品经前处理后，再采用氟碳喷涂处理，设计掺入现代、时尚等创新元素，让建筑更具现代感。

The interior curtain wall is made from high strength and high quality AAA grade aluminum alloy. After pretreatment, fluorocarbon spraying is applied to design and 
incorporate modern, fashionable and other innovative elements to make the building more modern.

It is suitable for beam and column, clapboard decoration, lobby face, roof plane, interior wall, interior decoration of car and boat, and large scale ceiling.

适用于梁柱、隔板包饰、大堂门面、屋顶平面、室内隔墙、车船内饰及大幅度吊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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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西北海和安宁春城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商城案例
commercia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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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型铝单板经过铬化等处理后，再采用氟碳喷涂技术，

加工形成的建筑装饰材料。氟碳涂料主要是指聚偏氟乙

烯树脂，氟碳涂层具有卓越的抗腐蚀性和耐候性，能抗

酸雨、盐雾和各种空气污染物，耐冷热性能极好，能抵

御强烈紫外线的照射，能长期保持不褪色、不粉化，使

用寿命长。

Aluminum single aluminum plate after chromium treatment, using 
fluorocarbon spraying technology, building decoration materials 
processing form. Fluorocarbon coating mainly refers to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resin, fluorocarbon coating has excellent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weatherability, resistance to acid rain, salt fog and various air 
pollutants, great cold and heat resistance performance, can withstand 
the strong ultraviolet radiation, can keep not fade, not powder long, 
long service life.

项目名称：广东珠海华发商都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商城案例
shop design

项目名称：宁夏银川居然之家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商城案例
shop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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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浙江义乌万达影城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铝窗花

            

电影院案例
cinema case

型材方通通过连续滚压或冷弯成型，安装结构为专用龙骨卡扣式结构，安装方法简单方便，适用于室内装饰。 产品有着通透、吸音和装饰等功能，并且具备现代时尚、超前效果。通过面板高度、

方向以及照明和颜色的变化，将吊顶表现得更加通透和富有动感。

It through continuous rolling or cold bending,special carrier card buckles type installation structure, simple and convenient, suitable for interior decoration. 
Products have open transparent, sound-absorbing and decoration functions, and with modern fashion, leading effect. through  changes height, direction and lighting and color, put ceiling more transparent and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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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新加坡印度贵族学校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艺术镂空板

项目名称：新加坡印度贵族学校
产品应用：铝单板、铝方通

学校案例
schoo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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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广州亚运会场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运动场馆案例
sports venu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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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馆案例

会议中心案例

sports venue cases

conference center case

项目名称：广东广州亚运会场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项目名称：湖北宜昌众创求索中心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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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窗花是由优质铝材和扁条制作而成的新型防盗网，因可以设计成类似于窗花

的花纹，顾得名铝窗花。产品是采用高强度的优质铝型材质精制而成 , 产品设

计新颖时尚、简约耐用。

Aluminum window is a new type of network security by high quality aluminum strip and produced, 
because can be similar in design to the window pattern, named Gu aluminum window. the product 
is refined using high-quality aluminum material with high strength and product design, novel 
fashion, simple and durable.

项目名称：贵州沿河思州酒店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窗花、铝方通

酒店案例
hote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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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贵州沿河思州酒店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窗花、铝方通

酒店案例
hotel case

专注行业三十年
Focus on the industry for thir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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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your window grilles aluminum aluminum Home Furnishing decoration style, color to the corresponding collocation of various colors and styles, can also be based on window flower shaped aluminum frame of different color 
window styles. Aluminum window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que design, sturdy and durable,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is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election of flower color matching.

市政工程案例
cas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项目名称：贵州贵阳乌当区东风镇市政街道改造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窗花、铝方通

铝窗花可依据您家居的装饰风格、色调来搭配各种相应颜色和款式的铝窗花，也可依据窗花花形，铝框颜色不同，窗花款式多样。 铝窗花还具备设计独特、坚固耐用的特点，最独特的特点

为可根据环境配套颜色与选择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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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案例
cas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项目名称：贵州贵阳乌当区东风镇市政街道改造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窗花、铝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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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案例
cas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项目名称：广东清远连南民族体育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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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案例
cas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项目名称：广东清远连南民族体育馆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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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清远连山县市政街道改造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窗花、铝方通

市政工程案例
cas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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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案例
cas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项目名称：广东清远连南［佛山希望小学］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窗花、铝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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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佛山新城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城市综合体案例
urban complex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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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佛山新城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项目名称：甘肃兰州万达广场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城市综合体案例
urban complex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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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艺术镂空板

机场案例
airpor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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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广州白云机场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条扣、遮阳板

项目名称：香港国际机场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 、三角板、铝方通、铝条扣

机场案例

机场案例

airport case

airpor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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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黑龙江大庆火车站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条扣

车站案例
station case

项目名称：北京地铁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铝条扣

地铁站案例
subway statio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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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浙江宁波地铁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勾搭板 

地铁站案例
subway statio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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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贵州都匀高铁站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铝条扣

高铁站案例
case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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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贵州贵阳高铁站
产品应用：造型铝单板、铝方通

高铁站案例
case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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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惠泰广场成都华日大厦

上海亚朵酒店

深圳粤海酒店贵州六盘水酒店

无锡梦享城

大堂案例
the lobby case

北京大地装饰清远美林湖

异型装饰技术的

云南大理国际酒店（1） 云南大理国际酒店（2） 云南大理国际酒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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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型装饰技术的

贵州罗甸旅游区游客中心

青岛万象城 力美健健身房无锡中城誉品商场

深圳新兴医疗

其它工程案例
other engineering cases

北流红云酒店毛里塔尼总统办公楼和国际会议中心 成都仁和超市四川自贡华商国际城

悦动国际影城 河南信阳烟草局 浙江临安节能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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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空铝单板 雕刻、雕花铝单板

双曲铝单板

古铜铝单板 异型铝单板

艺术镂空铝单板 长城格铝单板

瓦楞板 吸音保温板 铺放式天花

艺术六角铝单板

常规蜂窝板 大理石蜂窝板

氟碳铝单板

搪瓷铝单板

包柱铝单板 木纹铝单板

冲孔图案铝单板 仿石纹铝单板常规铝单板

造型板 波纹板 勾搭板

金属拉网天花

异型装饰技术的产品展示
produ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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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格栅标准型格栅H 型条扣G 型条扣

U 型方通 凸型方通 弧形方通 型材方通

V 型方通 圆管方通明架方板暗架方板 S 型条扣 C 型条扣 常规斜角挂片S 型挂片

斜角 S 型挂片

铝窗花（1） 铝窗花（2） 铝窗花（3） 铝窗花（4） 铝窗花（5）

水滴挂片 直角挂片 空调罩

异型装饰技术的产品展示
produ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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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程名录
part of the project list

成都南开中学活动中心

成都阳光 100 米娅

成都市建设路万科金域蓝湾幸福驿站

成都创新时代广场

成都青羊万达影院

成都仁和春天超市

成都华日大厦

成都古摄影影楼

四川香格里拉写字楼

四川力垦公司

四川阆中火车站广场

四川自贡华商国际城

四川领水售楼部

四川元盛环保办公楼

四川资阳市希望汽修专修学院

四川华蓥市工业新城党建展厅

四川

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

陕西咸阳川庆鑫源厂房

陕西艾兰酒店

西安汇丰厨具工程公司

陕西

湖北襄阳电影院《悦活荟》

湖北宜昌众创求索中心

湖北宜昌嫘母博物馆

湖北宜昌三峡云计算运营中心

武汉市大汉区实验轻轨站

武汉迈成广告公司

武汉火车站

湖北咸宁传媒大厦

湖北世丰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湖北心动西餐厅大堂

湖北锦江之星

湖北十堰市华悦城

中国张家口查普曼公司

孝感市起跑线幼儿园

湖北

包头市公安局

内蒙古包头嘉和粥城

内蒙古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山东烟台商贸城

山东烟台万达影城

山东滨州大剧院

山东滕州君瑞城

青岛地铁 2 号线清江路站

青岛万象城

邹城市凫山街道

廊坊胡杨记忆

山东济宁市加祥会议室

山东

云南昆明大剧院

云南昆明广播电视大楼

云南昆明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丽江贝乐迪幼儿园

云南宜良愿景商场

云南玉溪市醉春秋茶楼

云南汇贤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乐秋信用社

云南建工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

福州市茶亭街沿改造工程

福州 GANG 啤酒屋

厦门市集美区乐海路中央公园城

厦门市湖里区蓝山越酒店

厦门延吉万达影城

厦门新华书店

福建三明万达影城

台州春天百合整形美容院

尤溪县综合市场

福建

上海孙桥溢佳农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林肯专卖店

上海 ICCI 交大南加洲学院

上海卡雨诗美容美发会所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上海立文图书馆

上海神秘酒吧

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

合肥市华润万家

安徽蚌埠交通局

安徽芜湖繁昌县大润发

安徽省宿州市仙庄镇宿东杏花村宾馆

安徽省霍邱县城关镇徽商大市场

安徽阜阳五道河景观项目

安徽远锦装饰

安徽农村商业银行

安徽艺巢

安徽

湖南长沙《湘江玖号》

湖南长沙万富汇办公室

湖南长沙旭辉广场

湖南长沙大学

长沙保利西海岸

湖南常德步行街

湖南常德万达影城 

湖南常德市技术工业学校

湖南张家界云顶会酒吧

湖南株洲会议厅

湖南红太阳光电有限公司

湖南衡阳 ART 加盟店

湖南汇珑新天地广场

桂阳县全民健身中心

湖南

宁夏银川天下川外墙工程

宁夏

黑龙江佳木斯新二旅社

黑龙江大庆万达影城

黑龙江鹤岗市体育馆

哈尔滨经纬 360 大厦

哈尔滨国际物流园

哈尔滨万达纪念馆

黑龙江

河南洛阳山城壹号

郑州碧源月湖售楼中心

洛阳雷克萨斯

河南

重庆市大渡口步行街重庆金店

重庆江北区五里坪两江产业园

重庆融华地产地下街

重庆沙坪坝区上桥小学

重庆新科城市广场

重庆力帆时代

重庆

太原市大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太原市悦美食汇美食广场

山西太原北美金棕榈二期

山西

江西九江温泉度假村

江西九江市海棠影视城

江西九江共青城新村菜市场

江西上饶燕语江南

江西上饶万达影城

江西宜春医院

景德镇金幕影城

南昌联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河北保定广汽传祺

河北联家超市

河北

天津 SM 城市广场

天津

辽宁沈阳万科紫台项目

辽宁锦州水沐堂

大连崇达展厅

大连市林肯汽车 4S 店

沈阳天汇广场

辽宁

新疆乌鲁木齐领袖新城

新疆霍尔果斯中国文化馆

乌鲁木齐大学

新疆

甘肃白银会展中心

甘肃省临夏工程

天空之盛

甘肃

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股份展厅

西宁王府井 1 号酒楼

青海

澳洲 Tribe 酒店

澳洲堪培拉农展馆

援毛里塔尼亚总统办公室

泰国曼谷灯光展厅

越南河内国家展览馆

新加坡印度贵族学校

国外

不便一一详录

………………

其它项目

深圳永福村听涛雅苑三期 

深圳怡景别墅泳池

深圳平湖华南城

深圳普乐方

深圳地铁站

深圳中建钢构博物馆

深圳达利时

深圳市京基 100

深圳四季水岸雅观园林

东莞市桃太郎工程

东莞市宸轩展览有限公司

东莞银座酒店

东莞松山湖幼儿园

东莞虎门万达影城

东莞塘厦怡兴商贸广场

珠海市欢聚时代办公楼

珠海华发 TOD 小镇

珠海市横琴新自由贸易区金融街

珠海指点科技园

珠海嘉珠广场

珠海横琴梧桐树大厦

惠州檀悦酒店

惠州中大星耀幼儿园 

惠州绿茶餐饮连锁店

惠州市惠阳区好益康酒店

惠州市德赛西威研发楼改造工程

惠州《仲海工业园》

惠州万达办公室

惠州蔚海蓝天房地产

清远汤塘幼儿园

清远城市春天

清远阳光 100 米娅

清远汉威泰电子厂

清远万达影院

清远市胜利茶文化博览馆

佛山果岭天地

佛山杰盛隆

佛山传媒集团

清远美林湖摩天轮内装

香港大埔慈山寺办公室

香港青衣伟力工业大厦

香港

江苏南京华为展厅改造

江苏仪征服务区院

江苏华洋力沃创客城

江苏省 KFC 连锁店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南路 2 号味语传奇

江苏南通万达影城

无锡中城誉品商场

苏州人民医院无锡梦享城

苏州人民医院

张家港幼儿园

张家港保税中心改造

南京弘阳装饰城

江苏宜必思酒店

江苏

贵州富万家购物广场

贵州沃美影院

贵州艺美园装饰公司

贵州铜仁华夏医院

贵州六盘水酒店

贵州兴义市园林管理局

贵州遵义市中建幸福花园

贵州遵义道真县老凤祥珠宝店

贵州米克尔森房地产开发公司 

贵州众乐广告

贵州罗甸游客中心

贵州习水人民医院

贵州天空之盛

贵州贞丰大讲堂

贵州黔东南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贵阳 BRT 公交站

杨柳井站贵阳水电九局办公楼

贵阳清镇职教城东区中学

贵阳保税区海关大楼

安顺职业学院 

贵州

广州派尚品牌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正佳冰河湾真冰溜冰场

广州南沙欧瑞保利地产

广州萝岗保利越秀爱特城

广州莲花山山海连城

广州琶洲中心

广州曜一城

广州祥鑫公司

广州悦莱美健身房

广州天河万菱汇

广州粤辰实业工厂

广州御府园林

广州跑马场

广州大学城南地铁站商铺

广州怡韵琴行

广州天河歌咏汇 KTV

广州祥鑫公司

广州南沙百斯盾办公楼

广州佳兆业天御

广州海珠区东山口地铁站

广东增城凤鸣幼儿园

深圳民治天虹商场

深圳市国防基地

深圳市粤海酒店

深圳宝安山海上城售楼部 

深圳硅谷大院

深圳市南山科技园

深圳创业会所

深圳市龙华万众家居城

深圳福田区园岭小学

深圳宝安宝乐城市酒店

深圳龙华新区湘江小厨

深圳倍轻松科技展厅

深圳聚拢医院

深圳朗山酒店

深圳泛海广场

深圳龙园 1 号文化广场

深圳酷思

深圳清华大学实验室

广东

北京朝阳韩盛自助烤肉店工程

北京隅仁餐饮连锁店

北京大兴公安局

北京艾蒂森空间装饰设计

北京大地装饰

北京

广西钦州探测气象大楼

广西方略制药办公楼

广西防城城乡外墙立面改造工程

广西南宁一品豚骨万象城店

广西南宁优逸酒店

柳州市金鹅福地汽车站

柳州融水大润发商场

柳州富璟湾

桂林潮田传统村落改造工程

贺州太白路文体中心

梧州再生资源厂区

崇左好青春厂房 

安吉万象世界购物中心

南京宁和城际轨道交通一期

广西

广东中山惠泰广场

广东中山金晖苑广告牌

广东中山利和广场 22 楼

肇庆新青年创业园

肇庆鼎湖别墅山庄

茂名信宜柴味鱼店面

茂名恒大名车汇

汕头酒店一层

汕头宝来捷服装厂

江门演艺中心

江门恒大泉都

韶关《君临 . 健身汇》

湛江喜来登酒店

广东鹤山盛大装饰公司

海口市肿瘤医院

海口老城区景园悦海湾酒店

海口日月广场万达影院

海口秀英万达影院

海口美兰区开维生态城酒店

三亚东岸湿地公园

海南

杭州汉驭网架有限公司

杭州游艇项目

杭州海阔天空洗浴场

杭州萧山德意厂房

浙江义乌公安局

浙江义乌群星学校

浙江义乌万达影城

浙江金华巴巴零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临安节能大厦

浙江宁波源至生活

浙江宁波紫蝴蝶百年老店

浙江温州宏国大厦

浙江温州平阳宠物小镇

浙江浦江县商业街

浙江湖州水厂办公室

浙江国大影院

浙江乐清师范学校

浙江乐清生命健康产业园

浙江凯撒大酒店

浙江永创宾王路提档工程

浙江桐乡草原鹿

浙江桐乡毛衫产业园 

法国 CCM 外贸杭州金华分公司

浙江

吉林悦江南足浴

吉林桦甸万达影城

吉林长春欧亚万达影城

吉林四平市万达广场前佳超市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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