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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室协字[2021]10 号

关于表彰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企业、

优质工程及优秀个人的通知

各盟市室内装饰协会、各有关会员单位：

根据内蒙古室内装饰协会《关于开展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企

业、优质工程及优秀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内室协字[2021]3

号），内蒙古室内装饰协会于 2021 年 4月启动了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

秀设计/施工企业、优质工程及优秀个人的评选活动。经各盟市室内

装饰协会认真组织初审、考核、推荐的基础上，内蒙古室内装饰协会

组织审核组对各盟市上报的申报材料进行了复审。本次活动共评出全

区优秀企业 55家，优质工程 62项，优秀个人 63人。

内蒙古室内装饰协会对上述获奖单位、优质工程及优秀个人颁

发获奖证书，予以表彰。希望受表彰的单位继续发扬成绩，再接再厉，

为我区室内装饰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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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名单

2、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质工程名单

3、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项目经理名单

4、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室内设计师名单

5、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质检员名单

6、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安全员名单

内蒙古自治区室内装饰协会

二 0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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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 业 名 称 设计/施工

1 内蒙古正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2 内蒙古大恒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

3 内蒙古中汇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

4 亚太联合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5 鄂尔多斯市金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

6 内蒙古索琴装饰有限公司 设计

7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8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9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

10 内蒙古思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设计

11 内蒙古正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12 内蒙古宏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13 内蒙古誉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14 内蒙古文华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15 内蒙古金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16 内蒙古辰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17 内蒙古俊耀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18 内蒙古中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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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内蒙古耀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20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21 内蒙古泛华远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22 内蒙古亲亲我家整体家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23 内蒙古中汇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24 内蒙古三禾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25 鄂尔多斯市锦业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26 内蒙古华曼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27 巴彦淖尔市康健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28 内蒙古蒙达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29 巴彦淖尔市精宜佳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30 内蒙古新宇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31 巴彦淖尔市瑞家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32 巴彦淖尔市广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33 内蒙古诚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34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35 通辽市东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36 通辽市天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37 锡林郭勒盟铭洋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38 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39 内蒙古玖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40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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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赤峰市工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42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43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44 赤峰九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45 赤峰美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46 赤峰海蓝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47 赤峰嘉艺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48 赤峰正唐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49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50 翁牛特旗春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51 赤峰新纪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52 赤峰天使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53 内蒙古思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施工

54 内蒙古阔远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55 呼伦贝尔市天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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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质工程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工 程 名 称

1 内蒙古中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川县党员党性教育基地改造项目

2 内蒙古中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川县中药材博物馆装修修缮项目施工

3 内蒙古中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中山路基督教堂建设装修工程

4 内蒙古正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10-11

层办公用房装修设计施工

5 内蒙古正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城支行

营业办公用房装修设计施工

6 内蒙古宏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实办公楼精装修工程

7 内蒙古宏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土右旗支行装修工程

8
内蒙古亲亲我家整体家居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中铁诺德龙湾 11 号楼 104

9
内蒙古亲亲我家整体家居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富丽城 A区 3号楼 2-1 西户

10 内蒙古大恒建设有限公司 土右旗民族中学民俗馆装修

11 内蒙古大恒建设有限公司 察右中旗政务服务大厅装饰工程

12 内蒙古大恒建设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大学外语智慧教育中心

装修工程

13 内蒙古誉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大召历史文化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装修工

程

14 内蒙古誉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消防总队体技能综合训练中心完善

设施项目

15 内蒙古文华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广电国防文化空间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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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内蒙古文华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婓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整体室内装

饰

17 内蒙古文华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天筑伟业房地产公司二次办公楼装

修

18 内蒙古辰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呼和佳地支行营业厅

19 内蒙古金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锡林郭勒盟二连支行营业室

装修

20 内蒙古金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通辽分行明仁支行营业室装

修改造项目

21 内蒙古俊耀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呼和浩特中山支行万锦支行装修

工程

22 内蒙古耀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包头青山支行装修工程

23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兴泰东河湾

24 内蒙古鑫耀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东河院子

25 内蒙古泛华远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农行赤峰分行宁城小城子支行网点装修

26 内蒙古泛华远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乌海市消防支队海勃湾中队装修工程

27 内蒙古泛华远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乌海分行修缮改造市分行办公营业综

合楼

28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松北新城综合场馆项目多功能厅室内装修

工程

29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赤峰松山支行装

修改造项目

30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市新城区蒙古族幼儿园室内装饰工程

31 赤峰市工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林西县公安局 DNA 实验室装修改造工程

32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赤峰二中国际实验学校图书馆设备及装修

工程

33 赤峰海蓝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大方圆药店玉龙分店装修项目

34 赤峰美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共赤峰市委员会党校校史馆和党员干部

党性教育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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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赤峰正唐装饰有限公司
赤峰市松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室内装饰工

程

36 赤峰九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巴林右旗民兵训练基地装修工程

37 赤峰嘉艺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宁城金苹果经典双语幼儿园精装修工程

38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林西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改建工

程施工

39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克旗政务服务中心办公楼装饰装修工程

40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林西县蒙医中医医院综合楼内部装饰装修

工程

41 内蒙古阔远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赤峰市喀喇沁旗百合田园二期张女士雅居

室内装饰装修

42 翁牛特旗春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翁牛特旗乌丹第三小学教学楼维修工程

43 赤峰新纪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工行赤峰分行广场支行营业室装修改造项

目

44 赤峰新纪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工行呼伦贝尔分行海达尔西大街支行迁址

装修改造项目

45 内蒙古思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赤峰站前支行

46 内蒙古华曼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包头市东河区档案史志管新馆装修改造

47 巴彦淖尔市康健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电业局机关党委委员政治生活馆

装修

48 内蒙古蒙达装饰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蒙医医院蒙医药展览馆装修工

程

49 巴彦淖尔市精宜佳装饰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政务服务中心“12345”政务热

线大厅装修、政务服务一窗受理改造工程项

目

50 内蒙古新宇装饰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巴彦淖尔

分行新区支行装修改造工程

51 内蒙古中汇建设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室内装修工程

52 鄂尔多斯市锦业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华府世家 9#楼 5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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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鄂尔多斯市锦业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万正广场 18#公寓楼精装修工程

54
鄂尔多斯市金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鄂托克旗民族进步展厅改建工程

55 内蒙古三禾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迎宾

路支行装修工程

56 内蒙古三禾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伊煤

路支行原址装修工程

57
锡林郭勒盟铭洋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西乌珠穆沁旗公安局室内装饰装修电器安

装及设备工程

58
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锡林浩特市锦上家装馆七楼室内装修工程

59
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司法所室内装修工程

60
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司法所室内装修工程

61 内蒙古玖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联创森威尔楼宇设备有限公司室内

装修工程

62 通辽市东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开鲁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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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项目经理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书编号

1 鲍世成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16BJ00047X

2 张 利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4561458

3 黄瑞丰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4561461

4 李世恒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4561465

5 秦喜春 赤峰九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6BJ00041X

6 朱 彬 赤峰九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6BJ00042X

7 唐宇波 赤峰正唐装饰有限公司 2017022896

8 徐冬奇 赤峰海蓝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073105

9 乔佳伟 赤峰美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7BJ00108X

10 任志东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2020073423

11 王云宝 赤峰市工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3032386

12 马文阔 内蒙古阔远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2020053390

13 贺文杰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2008011450

14 赵伟波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4561451

15 孙振华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4561452

16 王艳芬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4561449

17 马浩为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4561450

18 祖铁刚 翁牛特旗春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412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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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姚占华 内蒙古思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1014561469

20 郭树元 内蒙古大恒建设有限公司 2016102854

21 袁海龙 内蒙古辰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2072306

22 李 馨 内蒙古俊耀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016082831

23 谢向阳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0410864

24 封 光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7BJ00102X

25 秀 梅
锡林郭勒盟铭洋装饰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2015042612

26 马会会 呼伦贝尔市天马建筑装饰装饰公司 1010410870

27 康 健 巴彦淖尔市康健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2012092327

28 海洪彬 内蒙古蒙达装饰有限公司 200604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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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室内设计师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 作 单 位 证书编号

1 赵永亮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SJS09110385

2 张经纬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Y20903502

3 黄丛彬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Y20702679

4 郑伟静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SJS09110402

5 孙振华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SJS0090447

6 马浩为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SJS09110399

7 李曼红 内蒙古思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11403571

8 李梦钊 内蒙古大恒建设有限公司 SJS2019060996

9 刘志涛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SJS2018050922

10 索慧琴 内蒙古索琴装饰有限公司 SJS2015090777

11 索慧琳 内蒙古索琴装饰有限公司 SJS201807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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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质检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 作 单 位 证书编号

1 马振东 内蒙古阔远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Z20200534048

2 王艳芬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09330066

3 赵伟波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20120931533

4 马振文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20150832657

5 李海全 赤峰九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20110830933

6 王 贺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Z20120731461

7 仪修泽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20130831886

8 李世忠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2010330263

9 赵占全 赤峰美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07329444

10 齐英英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Z20200734091

11 邢国林 内蒙古思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Z05328280

12 张鹏飞 内蒙古文华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Z20171233384

13 王付财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2011043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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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全区室内装饰行业优秀安全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 作 单 位 证书编号

1 张经纬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08110017

2 张 利 赤峰名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08110018

3 张志娇 赤峰美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Q2016JX014

4 周晓丽 赤峰九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12091449

5 董佳鑫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A20073414

6 赵永亮 赤峰市仟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A08110047

7 马文宝 内蒙古阔远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A20053379

8 高晓娟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19033160

9 李雨旗 赤峰野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12091420

10 刘建成 内蒙古思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A10512235

11 姚 蔚 内蒙古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18042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