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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装饰”）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环境空间
营造板块专业服务商，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城市运营
板块的平台企业。 

金茂装饰是集建筑装饰研发与设计、施工、装配科技、软装文创与智能化家居为一体的综合型装饰企业，专注奢华酒
店、科技住宅、高端写字楼及商业综合体等领域的精装修设计与施工，打造了众多国内精品工程，并先后获得“鲁班
奖”、“国家优质工程”、“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白玉兰奖”、“绿岛杯”、“上海建筑装饰金奖”等众多奖项。

金茂装饰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经营城市，业务覆盖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区域超过五十个一线及强二线
城市。未来，我们将面向全国及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创新发展模式，秉承“铸造高端精品，践行企业责
任”的发展战略，以一流的施工品质和完善的全流程服务，逐步打造成为“智慧科技、绿色健康”的环境空间综合
解决方案服务商。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AAA级信用企业

关于我们
About Us

金茂（JINMAO）
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榜
位列第179位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10月18日，随着金茂大厦的破土动工，
金茂装饰作为室内精装总承包企业正式
成立。

打造科技住宅开篇之作—北京广渠金茂
府（中国金茂高端科技住宅首座金茂府
系产品）。

资质 Qualifications

金茂大厦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营业，公
司五年磨一剑，沉淀先进的技术及施工
管理经验，市场拓展面向全国。

成立北京分公司。公司取得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建筑装
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

公司市场化初见成效，承接国内极具影响
力的项目，荣获多个上海建设工程“白玉
兰”奖及国家优质工程奖。

中化集团完成对金茂集团的收购，金茂装
饰正式加入中化集团地产板块。

1994

2011-2014

2015-2016

1995-1999

2009

2017-2019

2000-2003

2004-2008

2020
遵循中国金茂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
精细化管理要求，调整组织架构，着手进
行市场化改革。重塑公司品牌视觉形象。
获评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称号。

成立科创中心，全面提升公司科技创新
能力。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两亿。业务扩
展至全国45个一线及强二线城市。

创新业务全面布局，科技人居、装配式内
装、设计研发、软装陈设同步发力，打造
公司第二发展曲线。连续获评中国建筑装
饰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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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十大知名品牌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建筑业品牌影响力企业30强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突出贡献奖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奖装饰行业影响力设计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杰出住宅空间设计机构
最佳中装协推荐设计机构
上海市信得过建筑装饰企业
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质量信得过单位
......

一种卫生间门口位置防水构造 
一种轻钢龙骨石膏板吊顶毛细管管网结构 
一种新型天花检修口装置 
一种卫生间降板区域干湿分区止水钢板装置 
一种新型防渗水和霉变窗台板构造 
一种建筑装饰幕墙快速连接装置 
一种室内装配式快装组合装饰板 
一种装配式复合饰面板材
一种减少光污染节能环保建筑亮化结构 
一种建筑施工中节能环保多单元可配置的粉尘去除装置
一种毛细管网马牙槎式石膏板吊顶结构 
一种建筑施工中绿色环保的粉尘去除装置 

企业奖项

专利

项目奖项

企业荣誉及专利
Corporate Honor and Patent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国家级绿色建筑创新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建筑业优秀工程奖
美国建筑师学会最佳室内建筑奖
北京建筑长城杯金质奖
上海市建筑装饰金奖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
海南省建筑工程“绿岛杯”奖
北京市建筑装饰优质工程奖
......

布局全国
超过五十座核心城市
Explored More Than 50 
Core Cities in China

总部

华东区

华中区

华北区

华南区

西南区
一种装配式3D打印建筑板 
一种隔热型建筑装饰用顶板安装结构 
一种保温型装饰内隔墙板安装结构
一种建筑工程用装饰组件 
多功能可移动配电箱架  
室内装饰装潢装置 
室内装配式装饰条扣件  
装配式建筑的外墙挂板结构 
装配式天花板吊顶梁结构 
室内墙面阳角装饰护板 
吊顶用连接装置  
……

佛山

北京
Beijing

天津
Tianjin

青岛
Qingdao

南京
Nanjing

合肥
Hefei

郑州
Zhengzhou

上海
Shanghai苏州

Suzhou

杭州
Hangzhou 宁波

Ningbo

深圳
Shenzhen

珠海
Zhuhai

Foshan

长沙
Changsha

武汉
Wuhan

无锡
Wuxi

丽江
Lijiang

广州
Guangzhou

昆明
Kunming 

贵阳
Guiyang

福州
Fuzhou

南昌
Nanchang

西安
Xi’an

厦门
Xiamen

济南
Jinan

重庆
Chongqing

成都
Chengdu 

三亚
S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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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高端
Focus On Upscale Decoration Project

我们拥有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与严苛的工艺标准。我们秉承“铸造高端精品，践行企业责任”的发展理念在装饰施
工及绿色建筑行业身居前列。我们的HSE管理标准时刻把员工与客户的安全健康放在首位。

金茂装饰承诺在所有业务活动中始终将健康、安全和环境保
护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确保为所有员工营造健康和安全的工
作环境，尽可能地提供一种预防性的、全面的支持系统。我
们将制定可测量的HSE目标，通过审核与定期评估来跟踪我
们的HSE工作进展。我们将持续创新，从而不断提升HSE管
理绩效。

金茂装饰以绿色施工运营的完整产业链为依托，以开创企业
绿色综合经营管理创新、引领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为己任，
实现企业效益、环境保护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深耕装饰
行业２6年

众多经典案例
成果沉淀

企业定制
工艺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级标准
HSE安全管理

HSE 绿色
健康

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

HSE 管理标准
轻伤控制率 <3‰

23 项 HSE 管理指引
安全隐患整改率 100%

北京凯晨世贸中心
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上海金茂大厦 
长沙金茂广场  
北京广渠金茂府小学 
丰台金茂广场

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上海大宁金茂府
广州珠江金茂府 
北京金茂府
天津海河金茂府
杭州首开金茂府
天津东丽上东金茂府
无锡蠡湖金茂府
宁波海曙金茂府 
苏州科技城金茂府
西安长安金茂府

上海光大安石中心

LEED-EB 铂金级 
LEED-CS 金级
LEED-EB 金级
LEED-CS 金级

LEED-SCHOOL 铂金级
LEED-CS 金级

三星
三星
三星
四星
三星
三星
四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WELL CS 金级

死亡事故为 0
重伤 1 人及以上事故为 0
大型机械设备事故为 0
火灾事故为 0
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事故为 0
造成一日以上全部停工停业事故为 0
负主要责任的一般及以上交通事故为 0
一般环境事件（Ⅳ级）为 0
职业病危害事故为 0

装饰行业绿色健康践行者

以“高端品质、五星服务”的理念打造众多国际顶级
豪华酒店，成为国内酒店装饰细分市场领跑者。

●　上海金茂君悦酒店
●　北京金茂威斯汀大饭店
●　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

●　烟台世茂希尔顿酒店
●　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

●　上海文化广场
●　甘肃人民医院
●　霞客岛生态城

●　北京环球影城
●　西海岸科技城
……

以人为本，从“交流互动、文化哲学、视觉艺术”
的角度塑造城市公共空间典范。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公共空间及其他 Public Space and Others

●　览秀城
●　光大安石虹桥中心
●　J·LIFE 时尚生活中心

●　大悦春风里商业中心
●　凯德·壹中心
……

精益求精塑造出多元并举的综合商业空间，力求实
现文化与美的交融。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　金茂大厦
●　北京凯晨世贸中心
●　上海光大安石中心

●　中国人寿数据中心
●　南昌九颂中心
……

以“人文、 科技、低碳”的理念打造众多高端写字楼，
合力共建低碳舒适、智能环保的办公环境典范。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LEED

BREEAM

WELL

零
事
故

●　北京金茂府
●　北京广渠金茂府
●　上海大宁金茂府

●　北京颐和金茂府
●　北京中骏天宸
……

以“精工优质、绿色科技、智慧健康”的理念打造
精致奢华、健康人居的住宅产品，完美阐释品质生活。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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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设计 数字科技精装
Space Design Technology  Home Decoration

金茂装饰设计院拥有各专项设计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团队。秉承“服务至本、追求卓越、精雕细琢、创意无限”的设
计理念为国内外众多知名大型建筑空间进行设计，屡获嘉奖。目前正与多个国际知名设计机构进行长期合作，为客
户提供优秀的空间设计服务。 

酒店              办公              会所              别墅                                                           住宅              展馆              商业              医疗服务领域

金茂装饰数字精装将实现“绿色、健康、智慧、科技
及客户全流程服务”立体化概念，通过金茂装饰装配
式内装技术、金茂绿建科技系统及精装升级技术的结
合，为您打造“多快好省”的核心竞争力。

针对毛坯备案的项目，金茂装饰与开发商共
同配合进行室内精装修服务。

基于BIM+VR等数字化技术研发的个性化的
精装产品。是对目前市场中的家装产品的精
简优化，对公装产品进行多元化升级。

针对精装备案的项目，金茂装饰为开发商提供
精装总承包服务（B2B），再为业主提供个性
选装服务（B2C）。

BIM+VR系统
3D实景设计、多种风格方案线上虚拟演示。

BBC整装服务数字精装 BB+C加载服务

数字化保障体系

室
内
设
计 

IN
TERIO

R D
ESIG

N

FU
RN

ISH
IN

G

B
IM

C
O

N
SU

LTIN
G

ELEC
TRO

M
EC

H
A

N
IC

A
L

陈
设
设
计

BIM

设
计

设
计
咨
询

机
电
设
计 

同期销售 | 同期交付 | 毛坯变精装同期销售 | 同期交付 | 毛坯变精装 精装备案定制升级

数字工程管控
实时掌控工程进度，控制过程风险。

ERP管理平台
工程信息数字化，业务流程标准化，过程管控
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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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誉
PRIOR 

金茂装饰旗下定位于超高端定制豪宅装饰领域的独立品牌。不提倡刻意粉饰和浮华的豪宅，而是为时代杰出之士塑
造饱含人文情怀的家，并以金茂装饰一贯信守的一体化环境空间综合解决方案为产品和服务根基。真正从家情感和
实用需求出发，让高定的设计、材料、工艺、科技、品质实现其对本真美好生活的渴望。

/施工团队、设计服务和材料落地的完美融合
/保持紧密沟通是我们的态度
/谨让设计呈现生活方式

设私宅专属服务
 

全周期工程管理体系 3E供应链体系

/精益求精的工艺
/一座会思考的房子
/隐蔽工程里的执著，内外皆有的章法

/复刻心中的家
/为客户定制一份珍稀

/旗帜引领，专业且专注

以家之名 至于本真

为人生里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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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内装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秉承“ 绿色健康，智慧科技 ” 的价值理念，金茂装饰于2018年布局装配式装修业务，聚焦中高端装修市场，以自
有技术体系为核心，融入“科技+智能”理念，整合优质供应链资源，提供集设计、研发、生产、安装、运维全流程
服务于一体的装配式装修服务，致力于成为建筑装修新技术、新标准、新理念的制定者、践行者与推动者，为加速
建筑工业化进程贡献力量。

针对有装配式内装需求的项目，
提供前期咨询及规划设计服务。
BIM全流程管控，将方案设计与
装配式技术相结合，体现人性化
设计及多场景呈现，提供产品配
置清单。

提供墙面、顶面、地面、二次隔
墙、集成厨房、集成卫浴、集成
管线等装配式内装全系统部品销
售及安装服务。

拥有中高端装配式装修整装产品
线，提供装配式内装方案设计及
施工一体化服务。

设计咨询 系统部品 内装EPC

工期缩短 成本降低 质量优化

装配式内装优势

产品服务

效果升级 空间节约 环保节能

软装文创
Soft Clothing Creation

软装陈设与物料平台以“美学、功能、智慧、精品”四大理念为客户打造高端精品人居环境，业务范围涵盖住宅、办公、
商业、酒店等环境空间。同时具备优质高效的落地服务资源及能力，为业主提供满足需求的全链条【大软装】服务。

以设计为引领，以艺术为导向，以
品质与服务为核心，从美学角度出
发，结合人性化、功能、智慧，为
客户打造适配项目的人居体验，打
造全链条大软装服务。

打造多维智能可视化选材平台，专
注产品定制与物料搭配，提供高效
精准的落地服务和物料解决方案。
供应链体系完善，提供智能可视化
物 料 选 材 体 验 ， 云 共 享 ， 直 观 便
捷 。 同 时 拥 有 优 质 供 应 商 合 作 体
系，实现随时随地安心选材。

平台旗下运营的文创品牌设计加，
以文化与艺术为顶层设计，与知名
设 计 师 联 名 共 创 ， 打 造 艺 术 、 品
质、技术三位一体的文创产品，提
升企业文化与品牌形象。

软装陈设 物料平台 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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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ND 
PRODUCT DISPLAY
案例展示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上海君悦大酒店
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深圳 JW 万豪酒店
北京威斯汀大饭店
烟台世茂希尔顿酒店
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
北京万丽酒店
丽江金茂君悦酒店
三亚希尔顿酒店
贵阳东景希尔顿酒店
长沙梅溪湖豪华精选酒店
上海崇明凯悦酒店
柳州保利凯悦酒店
承德泰丰洲际酒店
......

18-19
20-21
22-23
24-25
26-27
28-29
30-31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上海金茂大厦
中国人寿上海数据中心
北京凯晨世贸中心
上海光大安石中心
南昌九颂中心
中电建路桥集团
柳州保利中心
重庆国华金融中心
上海沪南供电局
中化大厦
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
北京丰台金茂广场
长沙梅溪湖国际广场
......

32-33
34-35
36-37
38-39
40-41
42-43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北京广渠金茂府
上海大宁金茂府
杭州滨江金茂府
北京金茂府
北京颐和金茂府
通州新光大酒店式公寓
厦航翔安高级公寓
上海汤臣高级别墅
北京贡院六号公寓
北京 NAGA 上院公寓
中粮天悦壹号
北京宵云路 8 号公寓
厦门海峡国际社区
......

44-45
46-47
48-49
50-51
52-53
54-55

长沙览秀城
北京大悦春风里商业中心
金茂时尚生活中心
凯德壹中心
长沙福晟 MALL
光大安石虹桥中心
......

56-57
58-59
60-61
62-63
64-65
65-66

公共空间及其他
Public Space and Others

上海文化广场
北京环球影城
甘肃省人民医院
西海岸科技城
霞客岛生态城
......

68-69
70-71
72-73
74-75
76-77



上海君悦大酒店
Grand Hyatt Shanghai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位于 88 层金茂大厦的 53-87 层，曾被 2000 年吉尼斯世界纪录
千禧年版评为“世界最高酒店”。

酒店的装修风格在现代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莫过于是酒店内从 56 层
起共 33 层楼高的中庭，高耸入厦顶，华丽至极；客房豪华漂亮，每间客房均配备全
景式落地玻璃幕墙，可尽情欣赏申城美景。酒店装饰用料扎实、奢华，技术含量极高，
精湛程度堪称上海之最。

项目位置 :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 
定位 : 超高端五星级酒店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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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The Ritz-Carlton Sanya

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于 2008 年 4 月开业，酒店坐落于亚龙湾最佳位置，闹中取静、环
境宜人。酒店总建筑面积约为 83000 平方米，是一家豪华五星级酒店。

酒店 ESPA 水疗中心占地 2788 平方米，为亚洲最大，它成为了让宾客得到心灵复苏的
水疗天堂。

在这里，亚洲优雅气息和西式现代文化配合的天衣无缝，装修风格极具特色，施工工
艺精湛独特，客房内的饰面均为工厂预制，现场无钉孔安装，装饰用料极力展现了设
计风格，处处体现大气和高贵。项目位置 : 海南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定位 : 豪华五星级酒店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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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JW 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Shenzhen

深圳 JW 万豪酒店座落于深圳福田商业中心，酒店共拥有 402 间宽敞华丽、设计现代的
各式豪华客房，大部分客房均拥有绝佳景观，既可领略现代化都市的繁忙景象，又可远
眺美丽的香蜜湖和绿意盎然的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球场。

酒店整体风格与使用的设计元素新颖时尚，酒店的外观在经典风格中加入现代感的线性
元素，其热带风格的设计理念令该酒店与当地的季节性特征完美结合。宴会厅设计的比
较柔和，运用了中国剪纸手法的设计元素，简约却不失细节的表达 , 使得设计饱满而文雅。
整体工艺精湛高贵，展现出传统和时尚的相互交融。

项目位置 : 广东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 
定位 : 豪华五星级酒店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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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斯汀大饭店
The Westin Beijing Chaoyang

北京威斯汀大饭店坐落于城市的黄金地段，整个酒店装饰风格以深色调为主线，配以
中国元素点缀其间，所有客房都配有可观城市美景的落地大窗，整体装修风格时尚别
致。为配合奥运会的接待任务，采用了个体交叉施工方案，仅两个月就完成了总统套
房的施工。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更是成为了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新加坡总统纳丹、沙特王子穆
罕默德·本·纳瓦夫、南非驻华大使倪清阁、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萨姆·拉姆萨米等
众多外国首脑及体育、商界精英人士奥运行宫的首选。 

项目位置 :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定位 : 超高端五星级酒店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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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世茂希尔顿酒店
Hilton Yantai  

项目位置 : 山东烟台东山街道 
定位 : 超高端五星级酒店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烟台世茂希尔顿酒店座落于烟台市芝罘区核心地段的地标建筑——世茂·天际（1-6F、
26-41F），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可饱览烟台繁华城市中心和醉人海景风光。烟台世茂
希尔顿酒店是金茂装饰与世茂集团的首次合作，我司项目管理团队秉承“有诺必践，
永争第一”的理念，在施工过程中获得了业主的认可和好评。

酒店拥有 252 间奢华客房及套房、14 间可分隔式的华丽宴会厅及多功能会议室、4 间
餐厅或酒吧，满足多种宴会及用餐选择。卓越的空间设计融合高品位的艺术装饰，每
一个细微之处都体现了业主对品质的追求和施工单位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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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
Le Meridien, Binjiang, Hangzhou

项目位置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定位 : 超高端五星级酒店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是杭州的第九家喜达屋酒店 ，坐落在快速发展的国家高新区——
滨江区内。目前该区域已吸引了包括摩托罗拉、富士重工、NEC、三星、博世等众多大
型企业。

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拥有 200 间特色客房，不同风情的餐饮体验包括全日餐厅、中国
餐厅、特色餐厅和大堂酒廊。酒店设有超过 3,500 平方米的会议和活动场所以及商务中心，
可提供功能齐全的会议及多功能空间。除此之外，酒店水疗中心、健身中心、室内恒温
游泳池、礼品店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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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丽酒店
Renaissance Beijing Wangfujing Hotel

北京万丽酒店位于举世闻名的王府井商业区黄金地段，总建筑面积约为 41349 平方米。
酒店外围人文历史氛围浓厚，毗邻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及北海公园，可俯瞰紫禁城全貌。

酒店的建筑设计与北京的历史风貌相结合，采用独特而时尚的双翼式建筑设计，形状如
展开的书籍。在内部装饰方面均采用最新颖的方式，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展示了古代典籍
和艺术作品，设计时尚现代的 R Bar 配有 LED 屏幕，让商旅人士展开一段从古代到现代
时间之旅的同时，将皇城美景尽收眼底。

项目位置 :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定位 : 准五星级酒店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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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茂大厦
Jinmao Tower

金茂大厦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是中国标志性建筑之一。大厦共 88 层，高
420.5 米，单体建筑面积达 29 万平方米，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世界高新技术的完美结合。
大厦 1-2 层是宽敞明亮、气势宏伟的门厅大堂；3-50 层是层高 4 米，净高 2.7 米的大空间
无柱办公区。
大厦选用最先进的玻璃幕墙，对幕墙框架作了鳞化处理，基本消除了光污染；大厦的消防
安全和生命保障系统实现创新思路，改他救模式为自救模式；大厦电梯特有的候梯不超过
35 秒、直达办公楼层、空中对接功能等是最优秀的垂直运输系统；大厦的智能化系统，
统管所有功能和区域，信息高速公路接通到每张办公桌和每间客房。大厦所有功能设备都
具有先进性和超前性，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项目位置 : 上海浦东新区黄浦江畔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定位 : 地标写字楼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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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上海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of China Life Insurance in 
Shanghai

中国人寿上海数据中心坐落于上海浦东张江金融产业园区，是中国人寿“两地三中
心”IT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中心总用地 53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1000 平
方米，由三栋 8 层主楼及两栋单层能源动力区组成。

机房可用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按照国际最高等级 Tier4 级和国家最高 A 级机房标准
设计，可靠性达 99.995%，PUE 值（数据中心能源效率指标）小于 1.6，在同业数据
中心中处于先进水平。该数据中心由德国著名设计事务所设计，材料选用风格时尚超
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化、移动互联等先进技术，为打造现代综合性金融保
险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现代化技术支撑。项目位置 :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 597 号 

定位 : 高端写字楼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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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晨世贸中心
Chemsunny World Trade Center

凯晨世贸中心位于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集合了西长安街、金融街和西单三大商圈的
优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被誉为长安街顶级写字楼的收官王座。

凯晨世贸中心由 SOM 建筑师事务所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联袂担纲设计。他借鉴中国
传统建筑及民间艺术中常见的 Z、L 形饰纹作为设计思路，以及佛教中吉祥如意的“卍”
字符，将汉字中偏旁部首的笔画拆解为最基本的横平竖直，重新组合形成一系列相互交
错的 Z、L 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项目位置 : 北京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  
定位 :LEED-EB 铂金认证 5A 写字楼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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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大安石中心
Shanghai Guangda Anshi Center

光大安石中心是上海的新一线商务领地。光大安石中心总体量 16 万方，由独栋办公楼、
沿街底商、5A 甲级双子楼、下沉式商业级五星级朗廷酒店组成。中心属国家绿色二星建
筑，拥有五大智能系统和 PM2.5 过滤系统，重新定义了上海的甲级办公典范。

项目位置 : 上海市杨浦区霍山路 398 号 
定位 : 综合办公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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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九颂中心
Nanchang Jiusong Center

舜赣外滩办公商业综合楼由商业、商务、公寓组成，总建筑面积为 112993.57 平方米，
可计容建筑面积为 81173.66 平方米，其中办公建筑面积为 56152.41 平方米；服务
型公寓面积为 13547.6 平方米；商业面积为 11473.66 平方米。建筑层数 44 层，高
度为 196.7 米。

项目位置 :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
定位 : 办公空间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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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路桥集团
Powerchina Roadbridge Group CO.,LTD.

围绕“绿色·科技·人本”三大核心理念，从中进化出创新无限观、未来永续观、生
命温度观、智慧科技观、空间无界观五大价值观，以迭代、择址、绿色、科技、人文
五大标准，打破城市资源之间的界限，最终建立产城融合发展大趋势下的办公新生态。
全新的 4.0 时代的生态智能城理念，打造 24 小时办公、生活、娱乐一体化的低碳、节能、
智慧、活力之城。在绿色标准方面，实行全周期绿色理念“臻绿品质”战略，打造气
候连廊、全天候阳光中庭、生态园林等；在智慧科技方面，全方位运用人脸识别、访
客系统等智慧科技，加速全场景办公生态，实现智能化科技办公、全流程服务体系。

项目位置 : 北京市丰台区西南四环总部基地核心区
定位 : 办公空间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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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融中心
Beijing Fusion Center

北京融中心办公楼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七圣中街 12 号院 A、B 座，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由两栋独立建筑组成，地库连通。本项目为商改办项目，改造前为综合购物中心，改造后
以办公空间为主、商业为辅的综合性写字楼。项目共计地上 6 层，地下 3 层。建筑规划面
积为 109,638.32 平米。

金 茂 装 饰 承 接 了 该 项 目 一、 三 两 个 标 段 的 室 内 装 饰 工 程， 包 括 AB 座 B3~F1、A 座
F2~F6，通过公司各条线的配合支持及一线团队的日夜坚守，在克服疫情等诸多困难因素
的同时，从 2021 年 9 月到 12 月，历时 4 个月完成竣工移交。

项目位置 : 北京市朝阳区七圣中街 12 号院 
定位 :5A 写字楼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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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渠金茂府
Beijing Guangqu  Jinmao Palace

广渠金茂府位于北京朝阳区，东起东四环路，西至大郊亭中路，南起广渠路，北至百
子湾南路。总占地面积 15.5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8.21 万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
积将达 28 万平方米，其中综合、商业建筑面积约为 7.1 万平方米。建筑设计集合正
统的欧洲皇家建筑经典，融入现代建筑科技材料，采用世界尖端的实现手段。项目毗
邻地铁 14 号线及 7 号线，地点优越，交通便捷，毗邻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华贸中心、
中央电视台新址、北京电视台等著名建筑。

项目位置 :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15 号
定位 : 豪华住宅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JINMAO DECORATION  案例展示 / 46 JINMAO DECORATION  案例展示 / 47



上海大宁金茂府
Shanghai Daning  Jinmao Palace

项目位置 : 上海市静安彭江路
定位 : 豪华住宅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上海大宁金茂府位于上海内中环间，占地面积 96,429.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89,200 平
方米，是中国首个 BREEAM 认证住宅，比肩海德公园 1 号。

大宁金茂府项目坐享国际名校、顶尖医疗，25000 平方米的私属金茂中央公园，项目设计
继承了海派公馆的贵族生活气质，又融入了英式花园的自然与浪漫，把“花园”这个设计
理念幻化到具体设计中，对不同“花”的形态进行抽象、提炼，致力于打造“公园里的府
邸、花园里的房子”。极致健康的生活定制，开创全维度生命住宅人居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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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金茂府
Hangzhou Binjiang Jinmao Palace

项目位置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定位 : 豪华住宅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杭州滨江金茂府总建筑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与钱塘江一街之隔，以双桥双轨三快速的
路网构筑杭城一体化多维交通。区域内集萃星光国际广场、中南购物中心、奥体中心、
绿地杭州之门、武警医院、杭州市江南实验学校等高端配套，医疗、办公、娱乐、休闲、
教育资源一应俱全。 滨江金茂府作为杭州首个府系项目，是浙江首个荣获 BREEAM 认
证的住宅项目，以 12 大绿金科技系统始创杭州精装科技华宅范本，将健康的生活方式、
精致的生活理想、人性化的生活感受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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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茂府
Beijing  Jinmao Palace

项目位置 : 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
定位 : 豪华住宅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北京金茂府共有 7 块用地，位于北京南部三、四环间的石榴庄地区，紧邻地铁宋家庄站。
在分散的地块内，打造最高品质的金茂府。作为设计团队的三磊深知，这不仅是“造府”，
更关乎城市旧有界面的更新与优化。
中国传统审美观中强调“虚实”结合，设计团队在室外空间与建筑实体之间设置过渡空间，
加强建筑虚与实的对比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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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金茂府
Yihe Beijing Jinmao Palace

项目位置 : 北京市海淀区
定位 : 豪华住宅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颐和金茂府作为府系首个落址海淀的项目，同时是新十年金茂府代表作，在精准把握
高端群体需求演变脉络的基础上，集合府系十年高端生活方式营造之精华，实现府系
产品的升级与焕新。
在产品精研过程中，颐和金茂府呼应三山五园在地文化，交融时代的美感精神，并始
终怀着一颗“生活至上”的诚心，从真实的生活需求出发，重构“8 重颐和时光”，为
时代精英定制“从物理、到情感、到精神”的终极人居生活提案。
室内设计上，由台湾设计大师唐忠汉先生主理，营造安缦氛围居境，并从居者生活场
景和生活习惯中反复提炼，创新“独墅化平层”这一户型理念，动静科学分区，双入
户方式，超级环厅情境空间，一个平面下的多代际生活，无需取舍，均在此得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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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新光大酒店式公寓
Tongzhou New Everbright Serviced 
Apartment

项目位置 : 北京市通州区
定位 : 豪华公寓 

高端住宅 High End Residence 

新光大中心是由光大控股打造的大型综合体项目。项目位于通州新城运河位置，大运
河北段源头五河交汇之处。总占地面积近 11 万平米，建筑面积约 75 万平米。
公寓是为新光大中心全面升级精心筑造产品，打造全精装高品质商务公寓，层高 3.5 米，
高区 3.7 米，面积 97~179 平米，超高的立体空间舒适度，大尺度空中会客厅，多角度
观景，智能化配套给予您终极奢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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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览秀城
The Mall of Splendors

项目位置 :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
定位 :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作为中国金茂商业板块首个“览秀城”，长沙金茂览秀城，以艺术和现代的眼光，深挖文化业态
及人文基因，将人文、艺术和体验，渗透到品牌组合和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打造成为潮流人士
和文艺青年的必逛之地，并携手梅溪湖蜕变为城市新的文化地标。为打造独树一帜的水景景观，
呈现灵动的室内外空间，融入双首层等设计理念，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攻破了多个难点。以“水与
商业的交融”为主题的设计，室内山水景观较多，对防水工程要求极为严苛。同时，独特的曲线
设计，要求所有天花板及地面吻合，挑空前后错落有致，曲线部分全部通过硬材质制作变形。
我司项目团队深入研究施工要求及设计理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扎实施工、细致琢磨，最终
将精品呈现于梅溪湖畔，为长沙市民铸造了一道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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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悦春风里商业中心
Beijing Joy Breeze

项目位置 : 北京市大兴区
定位 :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北京大兴大悦春风里购物中心面积 10.6 万平方米，购物中心楼层
地下 1 层，地上 7 层，地点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黄村东大街 38
号院。

“大悦春风里”定位“生活美意”，以一二线城市的新兴中产阶
级为主力市场，瞄准高频日常生活需求，包涵餐饮、休闲、娱乐、
社交、家庭、亲子等生活类业态和零售类业态，主要覆盖 25-45
岁的新兴中产和成熟中产核心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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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茂时尚生活中心
J·LIFE

项目位置 : 上海、丽江、三亚
定位 :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金茂上海 J·LIFE 坐落在金茂大厦裙房，于 2005 年开业，汇集了
健康护理、精品零售、运动社交和中西餐饮、国际教育多家知名品
牌 , 为尊贵的客户提供一站式、高品质、个性化的服务。

金茂丽江 J·LIFE 是金茂商业旅游地产的升级之作。项目于 2014
年开业，位于丽江古城北部高端度假旅游休闲生活区，距离束河古
镇不足一公里，与丽江金茂君悦酒店、金茂雪山语度假别墅合力共
筑丽江第三镇——金茂谷镇。

金茂三亚 J·LIFE 位于金茂丽思卡尔顿酒店内，2008 年开业，开拓
性地将世界一线品牌首次引入海南，包括 Louis Vuitton、Prada、
Ermenegildo Zegna、Salvatore Ferragamo、Tod's、Stefano 
Ricci、Paul&Shark 等众多世界奢侈品品牌，是目前国内最成功的
且唯一的奢侈品旅游精品商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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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德·壹中心
Capitamall One

项目位置 :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新城中央商务区
定位 :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凯德壹中心位于滨江新城中央商务区核心中轴，由一座 7 层高的
购物中心、长沙西部最高的 328 米高塔、以及高达 258 米的甲级
写字楼、住宅区和长沙首家 JW 万豪酒店组成。该地标性综合开
发项目可通过即将建成的连接长沙湘江东西两岸的地铁四号线轻
松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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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福晟 MALL
Changsha Fu Sheng MALL

项目位置 : 湖南省长沙市
定位 :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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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安石虹桥中心
Guangda Anshi Hongqiao Center

光大安石虹桥中心位于临空经济示范区核心区域，北邻天山西路，南至新渔路，东起淞虹路，
西接福泉路。项目与地铁 2 号线淞虹路站无缝衔接，坐拥地铁站 3 个出入口。
光大安石虹桥中心总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含办公、商业、公寓、临空社区配套四类业态，
将多维办公场景、ART PARK 大融城商业、服务式公寓体验相融合，各业态人群互补，形成
供需闭环，创新独一无二的乐活体验。
项目建筑设计打破传统盒子 Mall 的封闭模式，通过空中环廊、南北内街、下沉广场、屋顶花园、
晴空球场等多维的立体空间层次，形成以品质生活为主导的无界融合的城市综合体。

项目位置 : 上海市长宁西区 
定位 : 商业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Commercia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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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广场
Shanghai Culture Square

上海文化广场是一座拥有高标准、高科技含量的开放下沉式高端剧场，为上海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整个建筑装饰风格极其现代，装修设计时采用了大量动感曲线，超过一半的饰面均为弧形，天花
及舞台台口均采用工业软件制作安装完成，为达到流线型的造型特别采用凤凰羽毛装饰图案来进
行烘托。剧场进门大厅的中央，由造型新颖的透明玻璃搭建的“艺术之树”顶天立地，为地下各
层空间洒下一抹阳光。大厅正面巨幅玻璃画出自著名旅美画家丁绍光之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彩色玻璃画作，镶嵌拼贴的要求十分精细。整个观众厅的室内装潢以创造出一种现代、奢华的氛
围为目标，采用玻璃和木质的饰板墙面赋予内部空间独特又温暖的质感，同时木质以及金属材料
的运用增加了色彩的层次。顶部华丽的水晶灯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又与周围的色彩
和环境配合得恰到好处，所有细节无一不在体现其高端文化公共场所的定位。

项目位置 :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 597 号 
定位 : 文化空间 

公共空间及其他  Public Space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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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 Beijing

项目位置 : 北京市通州区九德路
定位 : 主题乐园

公共空间及其他  Public Space and Others

北京环球影城乐园核心面积 1.2 平方公里，预计于 2021 年建成开园，与其同期开通的还
有地铁 7 号线的东延线。这条线路西起焦化厂站，东至位于六环附近的北京环球影城。
项目共计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其中包括主题乐园的一期、二期工程及一家水上乐园和另
外五家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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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医院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项目位置 :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定位 : 医院

公共空间及其他  Public Space and Others

甘肃省人民医院建于 1950 年，是甘肃省政府所属的集医疗、科研、教学及预防保健为一
体的综合性国家三级甲等医院，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医院。除本部外，有西院区、红古
分院和新区分院三个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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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茂西海岸科技城
Qingdao Jinmao West Coa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项目位置 :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定位 : 城市运营项目展示中心 

公共空间及其他  Public Space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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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霞客岛生态城
Wuxi Xiake Island Eco City

项目位置 : 江苏省无锡市徐霞客镇
定位 : 城市运营项目展示中心

公共空间及其他  Public Space and Others

无锡霞客岛生态城项目位于江阴市徐霞客镇，地处上海“1+N”长
三角城市群中心，坐拥中国最发达的苏锡常经济圈，周边交通体
系完善，有京沪、沪宁城际两条高铁，京沪、沪宁、锡宜三条高速。
项目总占地约 1 万亩，总建筑面积约 392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
为长三角区域唯一位于湿地内的大规模休闲度假文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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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健康、智慧科技为理念，在金茂府精装产品价值体系基础上，
从空间规划、智能环境、高标工艺及全链条供应体系四个维度着手，
结合科技系统与全屋智能交互的智慧家居，为客户提供格调高雅、智
慧随心的居住环境。

高品质　　　高科技　　　高颜值

针对地产公司毛坯备案的项目，与开发商共同推出室内精装修服务，分析不同消费层级的客户群体需求，
打造 “府”、“悦”、“墅”三大产品系列，为客户提供标准化定制整装服务。

府 | 系列

家装 | BBC 产品 
Home Decoration | BBC

Palace Series

定制精装
Customization Decoration

针对客户的居住痛点及核心需求，结合金茂悦系升级整体价值树，提
出成长内驱、功能为王、智慧随心、精工细作四大体系，严控施工工
艺和细节标准，阐述悦系产品理念。

主健康　         多功能             精工艺

悦 | 系列
Yue Series

针对别墅高端置业圈层，将金茂人文科技理念植入宅邸营造，结合大
师级设计，通过功能空间、园林美学等六大细分系统的个性化量身定
做，推出“金尊定制”、“茂美整装”，为业主打造健康、智能、生
态的人文居所。

超高端     　    全定制     　    高智能

墅 | 系列
Villa Series

JINMAO DECORATION  创新产品展示 / 82 JINMAO DECORATION  创新产品展示 / 83



家装 | BB+C 产品 
Home Decoration | BB+C

个性化定制服务
Customization Service

收
纳+

健
康+

根据用户需求，并结合人体工程学，对室内收纳系统进行精细化设计，遵循
“各处分布”、“立体集成”、“藏露有序”的原则，打造“六心”收纳体系，

在标准配置基础上，为客户提供衣橱、电视柜、岛台、餐边柜等收纳选配及
设计服务，为室内空间增容。

通过主动降低及主动吸收进行室内空气质量的维护。
主动降低：采用高级别环保地板，从源头降低甲醛释放量，保证精装后空气
质量。
主动吸收：采用专利科技除醛壁纸，通过纯天然纳米硅片与甲壳素成分，
24 小时内甲醛去除率高达 82%。

针对地产公司精装备案的项目，为开发商提供精装总承包服务，为购房客户提供精装升级或选装
加载服务，分析客户群体各维度的需求，推出六大升级加载包。

美
学+

生
活+

智
能+

成
长+

在保证家居安全、舒适、实用的同时，增强家居的个性与美感，以当代人文
美学为基调，通过富有质感的大理石背景墙、优雅轻奢风的家具、创新易清
洁面料的软装、因地制宜的配饰，为客户营造清新优雅、富有生活格调的艺
术居所。

研究家居生活痛点，为用户甄选恒温花洒、多功能厨盆、抽拉龙头、智能马
桶等产品，提升居住品质，提高生活质量。

玄关、客厅、厨房、卧室等功能空间均可接入智能家居系统，可通过 APP、
语音等多种模式进行控制，实现“万物”互联，更有多种场景模式可供选择， 
为客户打造专属的智能管家。

关注生活中的每一阶段，利用室内空间再规划，通过二次设计，打造灵活多变、
功能适配的空间，满足每个阶段家的梦想，让房子陪伴成长，让成长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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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誉定制住宅产品
Smart Customized House

璞誉，以金茂装饰一贯信守的一体化环境空间综合解决方案为产品和服务根基，提供从设计、施工、软装、交付的全
案个性化定制室内精装服务，真正从用户对人居的情感和实用需求出发，让高定的设计、材料、工艺、科技、品质实
现其对本真美好生活的渴望。

智慧化系统
让家之设计跃然眼前 洞察每一处细节 专注极致追求

专业大宅设计师及强大的研发团队，从个性化方案
设计到软装产品的定制，我们为客户提供超越理想
的体验。

引进先进高效的 ERP 系统，让项目在各个部门之
间的联系更数字化更快捷；同时连通供应链库，使
企业管理更加高效，实现全链条智能运营。

璞誉从金茂装饰 75 项专属工程工艺细节中，升级
并应用 28 项专属建筑、装饰施工专利，为真正豪
宅业主定义全新精工标准。

企业管理系统应用 专属工艺工法BIM 技术应用

设计数字化应用

设计可视化展示

智慧工地的搭建

高水平团队建设

移动式服务保障

先进施工工具

运用 BIM 技术将数据前后端打通，真正实现三维
模型显示、信息管理、设计过程可视化、 即时报价，
快速搭建设计模型。

打破传统图纸汇报与平面 ppt 汇报的形式，充分运
用 VR、打扮家等数字化工具，以全景呈现、漫游
游走等形式向客户展示产品效果，提升客户感知。

现场安装摄像头，并与手机端 APP 链接，实现客户、
公司、工长、监理四方同步可视化监督。利用凡尔
玛工程管理系统软件，更新施工日志及巡检记录等，
实现智能化管理。

实行下沉式管理模式，前期发展阶段由公司工程部
进行下沉式项目管理，对施工工长进行系统培训、
锻炼、磨合队伍，挑选精造工人。

开发售后维保 app，及时响应客户在维保期的各类
问题，为客户提供快捷高质量的服务。

引进许多先进的施工工具，如腻子无尘打磨机、手
动炮钉枪、无尘水钻、无尘开孔器等等，节省施工
时间，保持良好的施工环境。

高性能管理 工艺标准

璞誉
P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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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誉科技豪宅产品
Environmental-Friendly Technology Jinmao Mansion

基于智慧住宅产品，我们将户式空气源热泵及 24 小时置换新风等科技系统配置其中，为客户打造“绿色健康、智慧科技”
的 2.0 全新概念豪华住宅。

璞誉
PRIOR

打造“四季无感，屋内五恒”的健康人居体验，全年保持室温在 20-26 度，实现无噪声运行、节省空间、热响应快、
维护简单等诸多优点。

科技系统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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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内装部品展示
Prefabricated Component

半装配产品 全屋装配产品1.0 2.0Half-Prefabricated Product Complete Prefabricated Product

传统装修 + 装配式
 

全屋 100% 采用装配式装修

全屋硬包、全屋吊顶，打造中高端住宅品质观感。
全屋架空地面 , 采用新式工艺做法解决地面踏空感的问题。
通过技术与材料创新，降低墙体厚度，释放居住空间。
客厅墙面、卫生间壁柜门板、厨房橱柜吊柜均采用 PVF 膜
材料包覆，使具备抗污、耐擦洗等特性。

1
2
3
4

1

2
3

与传统装修方式相比，可在质量、观感不变的情况下，
满足政府对装配化率的相关要求。
综合施工成本降低 15%。
施工工期节约 30%。

Ceiling System

Wall System

以金属涂装板为主要材质，可塑性强，可制作跌级吊顶天花；同时，通过优化设计及工艺解
决装配式安装方式造成的顶面分割问题，使从观感上与传统装饰一致。

吊顶系统

墙面系统

在基层工艺做法不变的基础上，可呈现皮革硬包、壁纸、仿石纹、木饰面、壁布、乳胶漆、
PVC 包覆、布面印花等多种饰面效果，并率先将 PVF 膜材料应用于装饰面材，可进一步达到
防化耐用、强耐污、防潮抗菌等作用。同时通过优化原材，实现对饰面板的小块切割，达成密拼、
曲面等多种复杂设计效果，满足中高端精装定制的选型要求。

风格多样

免吊杆 免涂饰 A 级防火

防潮抗菌 A 级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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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预制架空模块，并铺贴瓷砖或木地板，采用 5 脚支撑结构安装固定，通过调平螺栓进行
平整度调节，解决传统湿法铺贴效率低、施工周期长等问题。

地面系统

厨房系统

顶面、地面、墙面工厂预制，现场安装，省时省力，强化厨房人性化、精细化设计，在橱柜
门板等位置包覆 PVF 膜材料，易擦洗抗油污。

Ground System

Kitchen System

施工快捷 

水电集成

地面减重 无踏空感

人性化设计 PVF 膜
抗油污

装配式内装部品展示
Prefabricated Component

卫浴系统

采用卫生间整体防水底盘，密封性能可靠，地面减重 70%，可变模具快速定制各种尺寸。整
体卫浴空间及部件结合同层排水一体化设计，契合度高。地面、墙面依据需求铺贴瓷砖、石材，
实现与传统装饰相同的观感效果。

隔墙系统

选用成熟隔墙材料，其特有的空腔结构能形成空气隔声层，使具备更好的隔声效果。厚度控
制到 5cm，外加调平龙骨与饰面材料，总厚度 11cm，室内居住空间释放 3% 以上。

Bathroom System

Partition System

防水底盘

隔音性能佳 

防渗漏发霉 无塑料感

空腔走线 释放
室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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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说系列主题餐瓷
The Wall Speaking Porcelain Wave Series

“城说”主题餐瓷系列，以西安古都建筑和唐代文化为顶层设计，提取斗拱及云纹元素进行二次创作，并与自行研发的
器型进行完美结合，生产出高端、中端两个系列，共 9 种器型，14 种商品。产品匹配设计加对于：文化、艺术、技术和
品质的高要求。

中端花纸系列

景德镇高白泥，手工拉坯，手绘花纸，手工贴纸，高
温 850 摄氏度 24 小时烧制而成。

高端手绘系列

景德镇高白泥，手工拉坯，画师手绘，1320 摄氏度烧
制青花，需 30 小时完成烧制，然后画釉上彩，再入窑
800 摄氏度烧制。

设计 +
Design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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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纹系列科技美学家具
Wan Series Technology Furniture

设计 +
Design Plus 

“万字纹”科技与美学家具将传统纹样与现代材质、科技生活链接，美学与实用功能相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让
业主感受到文化与科技带来的双重体验。“万字纹”寓意“吉祥之所集”，希望我们的产品在满足业主功能使用需求的
同时，为业主居家环境创作出更加美好的祝愿。

“万字纹”元素的二次创作和研发，衍生地毯、靠包、丝巾、领带联同高品质家具用品，打造风格与生活方式一体化全
软装家居体验，通过设计与文化创作产品，使生活中充满视觉与文化上的契合。

主卧　　床头柜

1　智能感应灯带
2　无线充电
3　收纳优化
4　万字皮雕
5　Hi-Fi 音响

主卧　　床

1　床头一体化阅读灯
2　USB 充电插口
3　床底智能感应灯带，起夜照明
4　床头背板插座面板
5　排骨架床座

主卧　　茶几

1　茶器存放，滤水槽
2　底部有存放废水的托盘
3　茶盘可以灵活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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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 36 号院（朝来科技园）9 号楼  100012

上海分公司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 596 号绿地中心 5 层  200032

长沙分公司地址 :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环湖路 1177 号金茂广场北塔写字楼 801 室 410221

网站：www.jinmaozs.com

全国服务热线：400-818-7700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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