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装协〔2021〕15 号

关于 2020 年度市优工程
评选结果及省优、国优工程推荐的公示

各会员企业：

根据《宜昌市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评选办法》（宜装协

[2021]7 号）和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宜

昌市优质建筑装饰工程奖评选工作的通知》（宜装协[2021]8

号）文件精神，从 3 月 12 日开始，协会组织开展了 2020 年

度市优工程的评选及省优、国优工程的推荐工作。由企业自

愿申报、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评审、专家对申报工程进行实

地复查，经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及专家组组长综合评审，报行

业主管部门审核，拟评定“四季港宴会厅装饰装修工程”等

34 个工程为 2020 年度宜昌市优质建筑装饰工程；拟推荐“御

景天地一期住宅 4-7#公共区域装修工程”等 31 个工程为省

优工程；拟推荐“湖北吾思科技研发中心装饰装修工程”等

6 个工程为国优工程。现于公示，公示期 7 天，如对评审结



果有异议，请于 5 月 14 日前向协会秘书处反映。

联系电话：0717-6433210

联系人：郝光武 13997678668

附件一：拟评定宜昌市优质建筑装饰工程名单

附件二：拟推荐省优工程名单

附件三：拟推荐国优工程名单

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 2021年 5月 7 日印发



附件一： 拟评定 2020 年度市优工程

序号 企业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1 湖北国丰建设有限公司 四季港宴会厅装饰装修工程

2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御景天地一期住宅 4-7#楼公共区域装修

3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御景天地 2-1 期 15-27#楼、29-30#楼装修

4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御景天地三期洋房 31-41#公共区域装修

5 湖北天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夷陵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改建项目

6 湖北侔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上城·壹号院项目入户大堂及公共部位装修

7 宜昌鹏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宜昌分公司电渠中心改造项目

8 宜昌鹏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细胞源（酵母）营养健康食品数字化车间展厅装修工程

9 宜昌恒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三峡大学水利水电环境工程实验中心楼

9 宜昌巨匠至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10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兴润商业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装饰工程

11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幕墙工程）

12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上城·壹号院 1#、14#、15#、16#楼公共部位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第 1 页（共 3 页）



12 湖北侔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13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建筑装饰）

14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上城·壹号院 17#、18#、19#楼公共部位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14 湖北鑫宜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15 宜昌城大建设有限公司 当阳市人民医院综合业务楼改造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施工

16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五峰教育助力乡村振兴试验区高端培训及研学旅行营地酒店办公综合楼及食

堂报告厅装修工程

17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新世纪证券营业部新址搬迁项目

18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福江铭座办公室装饰装修工程

19 宜昌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江首府接待中心装修

20 宜昌新锐智环境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三峡坝区十三小区 03 组团值班公寓楼室内装饰

21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喜多坊总部办公楼室内装饰装修项目

22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雅思连锁商业有限公司秭归店装修工程

23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太平人寿宜昌中心支公司本部换租职场装修工程

24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退城进园搬迁项目 101#、102#、103#建筑物幕墙工程

25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三峡高速伍家岗收费站迁建工程（综合楼）装饰装修工程

25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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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伍家岗区岳湾路小学教学楼装饰装修工程

26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参建

27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兴发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 17#商业、兴发广场商业综合体（A区）项目商业地下室室

内装修工程

27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28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吾思科技研发中心装饰装修工程

29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智禧湾商品房项目 Y2#、Y4#、Y5#、Y8#、Y10#、Y11#、Y13#、Y14#、S6#楼工程

29 宜昌阔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30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智禧湾商品房项目 5#-8#、10#楼工程

30 宜昌城大建设有限公司参建

31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碧桂园阅江山商品房项目一标段（33#、35-43#、45-49#、52#、53#、55-63#楼及地

下室）项目装修工程

31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32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区域阳光城·文澜府售楼部室内精装修工程

33 湖北品胜源建设有限公司 宜都市陆城第一小学教学楼新建项目

34 湖北品胜源建设有限公司 宜都市华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5000 吨紫外线吸收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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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 年拟定推荐省优工程

序号 企业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1 湖北国丰建设有限公司 四季港宴会厅装饰装修工程

2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御景天地一期住宅 4-7#楼公共区域装修

3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御景天地 2-1 期 15-27#楼、29-30#楼装修

4 湖北侔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上城·壹号院项目入户大堂及公共部位装修

5 宜昌恒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三峡大学水利水电环境工程实验中心楼

5 宜昌巨匠至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6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北山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康龙店装饰装修工程

7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环城南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1号地块入户大堂及标准层区域装修工程

8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宜昌市儿童医院）一期精装修工程

9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幕墙工程）

10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上城·壹号院 1#、14#、15#、16#楼公共部位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10 湖北侔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11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建筑装饰）

12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上城·壹号院 17#、18#、19#楼公共部位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12 湖北鑫宜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13 宜昌城大建设有限公司 当阳市人民医院综合业务楼改造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施工

14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五峰教育助力乡村振兴试验区高端培训及研学旅行营地酒店办公综合楼及食堂

报告厅装修工程

15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新世纪证券营业部新址搬迁项目

16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福江铭座办公室装饰装修工程

17 宜昌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江首府接待中心装修

18 宜昌新锐智环境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三峡坝区十三小区 03 组团值班公寓楼室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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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喜多坊总部办公楼室内装饰装修项目

20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雅思连锁商业有限公司秭归店装修工程

21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太平人寿宜昌中心支公司本部换租职场装修工程

22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退城进园搬迁项目 101#、102#、103#建筑物幕墙工程

23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三峡高速伍家岗收费站迁建工程（综合楼）装饰装修工程

23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参建

24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伍家岗区岳湾路小学教学楼装饰装修工程

24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参建

25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兴发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 17#商业、兴发广场商业综合体（A 区）项目商业地下室室

内装修工程

25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26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吾思科技研发中心装饰装修工程

27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区域阳光城·文澜府售楼部室内精装修工程

28 宜昌市洋坤建筑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远安县税务局综合业务办公用房维修改造

29 宜昌鹏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美岸长堤三期 1#楼幕墙工程

30 宜昌鹏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细胞源（酵母）营养健康食品数字化车间展厅装修工程

31 湖北天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夷陵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改建项目

32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碧桂园阅江山商品房项目一标段（33#、35-43#、45-49#、52#、53#、55-63#楼及地

下室）项目装修工程

33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阔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智禧湾商品房项目 Y2#、Y4#、Y5#、Y8#、Y10#、Y11#、Y13#、Y14#、S6#楼工程

34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城大建设有限公司参建
智禧湾商品房项目 5#-8#、10#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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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1 年拟定推荐国优工程

序号 企业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1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吾思科技研发中心装饰装修工程

2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桃花岭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客房 3-5 楼改造项目施工

3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退城进园搬迁项目 101#、102#、103#建

筑物幕墙工程

4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泰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建筑装饰）

5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兴发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 17#商业、兴发广场商业综合体（A 区）项

目商业地下室室内装修工程

5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6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宜昌市儿童医院）一期精装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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