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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

经历二十多年风雨兼程，矢志不渝投身工装市场翱翔搏
击终成大业。 

        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有限公司用心于建筑装饰装修

，以及与相关专业配套综合解决方案的创新与研发，整
合多方资源，建立拓展相关配套产业链，成就了建筑大
装饰综合服务商的行业地位，致力于美化、完善公共服
务空间、在学习、研发现代建筑装饰领先技术，引领装
饰艺术潮流的同时，传承中华建筑精粹，提升人居生活
艺术与品质；透过关注客户对装饰作品功能、质量与审
美、服务的需求，为客户、为社会提供性价比更高、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作品与服务，旨在为客户持续
创造人文价值与经济效益。做业界价值装饰理念的倡导
者，和谐、健康、美好环境空间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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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有限公司位居中国

建筑行业百强企业前列，而且系中国建筑幕墙行业
50强和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50强企业。拥有国家
建筑装饰以及相关专业设计与施工8项顶级资质，

包括建筑装修工程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智能化工程
设计与施工一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
筑幕墙工程设计专业甲级；系ISO9001、ISO14001、
OHASAS18001国际互认取证单位。获得AAA资信
等级，改革开放30年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突出贡献企

业，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明星企业，广东省著名商
标，深圳知名品牌，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广
东省诚信示范企业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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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有限公司立

足深圳，面向国内、国际市场，分公司、
办事处遍及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

自成立以来已服务进万家各业态业主单位，
涉及酒店、办公楼、商业广场、文化医疗、
大型场馆、机场、高铁、地铁等领域，为
客户奉献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设计奖；
行业科技创新成果、科技示范工程；鲁班
奖、詹天佑奖等百余项国家、省、市优质
工程荣誉称号和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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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与企业文化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企业文化的核心是： 
价值装饰及和谐、健康空间环境理念和大鹏精神 
以人为本、感恩、包容的人文关怀氛围。 
 
经营哲学 
做最有价值的装饰。 
所谓最有价值，一定是符合业主对装饰产品的功能与质量，及其审美的要求，创造共赢的
性价比，其实质在于谋求自然、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和谐共融。 

 
企业精神 
一切皆有可能、特别能拼搏的大鹏精神。 
大鹏精神至少包含两个层面： 
志向。远鹏，去志存高远，鹏程万里之意，行船依照灯塔的指引，才不会迷失方向；企业
有高远的志向，才能够卓越。 
锐变，要实现理想，要从量变实现质变，最重要的是不断进取，勇于自我锤炼和挑战极限
，从而实现锐变和超越。 
 

玛斯诺风格 
稳健务实，打造精致品牌，实现百年基业长青；言则必行，行则必果。 

 
立业观 
立足工装市场，以建筑装饰精英团队，针对各业态业主单位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建筑装饰
综合解决方案，凭借先进专业技术和丰富实操经验，整合资源，精心组织，严格贯彻质保
体系，打造具有建筑装饰精品，满足业主需求，实现远鹏品牌价值。 
 

道德观 
尊重同行，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行业繁荣和共同成长；换位思考，理解业主，以专业眼光
洞察业主真正需求，团队专业分工真诚协作，发挥协同作战优势，提供建筑装饰全面解决
方案；不止步于现有标准，不断探索更高水平，打造建筑装饰领域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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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装饰理念的核心在于“多赢” 
——实现业主单位社会企业关系者的多方共赢。 
既通过远鹏的专业技术和服务能力，为客户实现使用价值，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为企业积淀品牌
价值，帮助关系者实现发展价值。 
 

客户价值层面 
建筑的装饰综合服务商 
——提供室内装修装饰到幕墙、机电设备、建筑智能化等全面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超越业主要求 
——不囿与业主的要求，换位思考，洞察业主的真正需求，提供最符合业主需求的解决方案，为客
户创造附加价值。 
工厂预制，现场组装模式 
——运用先进的CAD和CAM方法,实现工厂预制，现场总装，降低成本，缩短工期，工程质量优良率
，均衡率大幅提升，同时具有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特点。 
 

社会价值层面 
通过经营企业，参与社会生产分工，融入建筑装饰产业价值链，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远鹏打造的
精品工程代表着当代建筑装饰领域的先进水平，构成了社会文化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大力践行节能减排理念，实现绿色环保和环境友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尽责。 
 

品牌价值层面 
业主选择玛斯诺，是因为信赖远鹏品牌，品牌是玛斯诺最重要的资产。 
品牌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商誉背书，简化市场选择过程，降低交易成本。远鹏珍视品牌，一如大鹏
珍视自己的翅膀。 
远鹏倡导价值装饰最优化，即实现各方面价值的平衡，不以商业利益牺牲品质。 
 

关系者价值层面： 
员工。远鹏为员工提供的不只是职业机会，更是员工成长与发展的开放平台，帮助员工不断进步，
让员工在建筑装饰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股东。让股东的投资价值价值最大化。 
合作伙伴。与合作伙伴和谐共存，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价值装饰 

公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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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原则 

我们致力于高效的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全新创新意味着我们要超越
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你的期望。 
 

我们的激情可以驾驭这个项目，但客户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
。 
 

我们致力于高效的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全新创新意味着我们要超越
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你的期望。 
 

我们总是努力通过提供真正个性化的体验在专业的基础上满足每
个客户的独特需求和期望。 
 

我们致力于高效的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全新创新意味着我们要超越
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你的期望。 
 
 
 
 
 
 
 
 
 
 
 

 
 

5 4 3 2 1 

passion 
热情 

creative 
创新 

企业发展目标 

我们是一个团队，相信在战略设计思
想的力量，再加上动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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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re a team that believes in the power of strategic design thinking coupled with hands on 
execution. Multi-faceted in our experience, we bring a variety of skills and methods to every project 
we take on, and we're flexible in how we apply our methodology to drive the results our clients 
want to see. W e're practical, direct, creative, collaborative, and we love what we do. 

广州天龙大酒店装饰工程，项目中和谐地接收并融了古
代和现代的风格，设计风格华丽，工艺精良，一举荣获
94年度深圳优质样板工程奖，高起点、高标准、高价值
这一创业初期的定位得到圆满体现。  

1994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有限公司在深圳创立  

1993 

经国家建设部审定为建筑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企业。玛斯诺先后取得了建
筑装饰、建筑幕墙、金属门窗、机电设备安装、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装修装饰、建筑幕墙、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专项甲级等8项顶级资质。  

1997 

经国家建设部审定为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单
位。  

1996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在广西最偏远的革命老区百色地区田阳县建立了

第一所希望小学，由此开始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捐资助残，助学；参加
“中国光明行”助残系列活动；为地震、雪灾捐款，在地震灾区，甘肃陇南
定向捐助第二所希望小学。 

2000 
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为载体，在业内率先将公司业
务流程重组，建立贯穿公司各只职能部门工作流程和质
量的保证体系。之后陆续获得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1998 

History 
development  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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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re a team that believes in the power of strategic design thinking coupled with hands on 
execution. Multi-faceted in our experience, we bring a variety of skills and methods to every project 
we take on, and we're flexible in how we apply our methodology to drive the results our clients 
want to see. W e're practical, direct, creative, collaborative, and we love what we do.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从原深圳华强北赛格科技园自有
写字楼，乔迁至深圳车公庙新置物业智能化办公楼，成远
鹏装饰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2005 
 
荣登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排行榜第九名，由此
开始，一直位居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前列。  

2002 

荣获国家、省、市各类优质工程、优质设计和文明工地13项。  

2007 

荣获国家、省、市各类优质工程与优秀设计奖项
20项，该年承接五星级酒店首次高达13个。  

2006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董事长叶大岳先被评为纪念新中国成
立60周年全国建筑装饰行业功勋人物。荣获2005-2009全国建
筑工程奖明星企业称号。 
 

2009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荣膺“深圳知名品牌”。 
荣获国家省市施工设置12奖项。 
首次承接国外印度皇宫酒店、科威特贵族行宫装饰设
计，实现远鹏品牌在国际市场上零的突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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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re a team that believes in the power of strategic design thinking coupled with hands on 
execution. Multi-faceted in our experience, we bring a variety of skills and methods to every project 
we take on, and we're flexible in how we apply our methodology to drive the results our clients 
want to see. W e're practical, direct, creative, collaborative, and we love what we do.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荣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设计奖、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等6项国家
级大奖。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2011  
荣获2006-2010全国建筑工程奖明星企业称号。玛斯诺
承接的福建电力调度中心一举囊括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奖，全国建筑装饰行
业科技示范工程科技创新奖，福建省闽江杯四项大奖。 
  

2010 

正式更名为“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连续11年上榜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
业。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再摘两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2013 

荣获2007—（2011、2012）年度全国建筑工程奖
明星企业称号。  

2012 

深圳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位于深圳福田保税区新办
公大楼正式启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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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荣誉 设计类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全国建筑工程装饰设计奖） 

深圳欢乐谷（中国创意设计大赛公共建筑装饰设计优秀作品奖） 

航天大厦室内设计（中国创意设计大赛公共建筑装饰设计优秀作品奖） 

深圳远鹏公司办公楼（中国创意设计大赛公共建筑装饰设计优秀作品奖）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2011-2012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设计机构（酒店设计类） 

天津环渤海中心酒店（深圳市建筑装饰设计作品展优秀奖） 

桂林漓江酒店（深圳市建筑装饰设计作品展二等奖）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深圳市建筑装饰设计作品展三等奖） 

深圳华融大厦（深圳市第六届装饰设计作品展公共建筑室内装饰三等奖） 

中山大桥化工工业研究中心（深圳市建筑装饰设计作品展优秀奖） 

养生臻品—公望府（照明周刊杯商业铜奖） 

赛博维尔软体发展中心（深圳市建筑装饰设计作品展一等奖） 

中国电子口岸大厦（中国创意设计大奖公共建筑装饰设计优秀作品奖） 

天津河西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第七届装饰设计作品展公共建筑室内装饰
佳作奖） 

银川行政中心（中国创意设计大奖公共建筑装饰设计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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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荣誉 社会类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幕墙行业50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50强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突破贡献企业 

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明星企业  

全国室内设计优秀施工企业  

叶大岳董事长被聘为国务院侨办扶贫顾问，并被授予捐资助残勋章。 

叶大岳董事长获“改革开放30年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突破贡献企业家”称
号   

叶大岳董事长被评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建筑装饰行业功勋人物  

广东省著名商标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  

深圳知名品牌  

深圳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连续十年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深圳市顾客满意服务明星单位  

深圳市装饰行业优秀企业  

全国绿色装饰装修达标企业  

中国行业企业信用信誉AAA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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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希尔顿酒店（五星级） 
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五星级） 
石家庄洲际酒店（五星级） 
宁波索菲特酒店（五星级） 
湖南桃江华美达酒店（五星级） 
湖南娄底清泉华美达酒店（五星级
） 
天津奥克伍德酒店（五星级） 
 
 

2013-2015 

福建莆田希尔顿酒店（五星级） 
兰州皇冠假日酒店（五星级）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东楼（五星级
） 
江西前湖迎宾馆（五星级） 
云南楚雄恒云大酒店（五星级） 
清远美林湖度假酒店（五星级）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五星级） 
长沙威斯汀酒店（五星级） 
 

 

2011-2013 

西安悦椿国宾温泉酒店（五星级） 
明园新时代大酒店（五星级） 
金陵（天泉湖）旅游生态园紫霞岭
酒店（五星级） 
重庆华辰国际大酒店（五星级） 
稻城亚丁日松贡酒店（五星级） 
东莞长安海悦花园大酒店（五星级
） 
 
 

2009-2011 

江西井冈山锦江大酒店（五星级
） 
印度孟买宝莱屋酒店（五星级） 
武汉度假酒店（五星级） 
黄山轩辕大酒店（五星级） 
湖南益阳国际大酒店（五星级） 
湖南郴州华天大酒店（五星级） 
印度place hotel(五星级) 
 
 

2007-2009 

南京高尔夫国际酒店(五星级) 
江苏启东先豪国际酒店(五星级) 
山西世茂花园酒店（五星级） 
湖北保利白玫瑰大酒店（五星级） 
江苏张家港双山岛度酒店（五星级） 
河南省鹤壁市迎宾馆（五星级） 
黑龙江贵宾接待高级会所 
 

2005-2007 

深圳华安康年国际大酒店(五星级) 
南昌园中源大酒店（五星级） 
陕西宾馆 
东莞厚街海悦花园大酒店（五星级） 
甘肃酒泉宾馆（五星级） 
东莞厚街海悦花园大酒店（五星级） 
甘肃酒泉宾馆（五星级） 
 
  

2003-2005 

Hote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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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设计项目 



hotel 
design 

石家庄万达洲际酒店 

18 

Intercontinental Shijiazhuang  
石家庄洲际酒店坐落于裕华区万达广场
核心商业圈，是石家庄唯一的国际顶级
奢华品牌酒店。 
 
酒店楼高23层，拥有面积达1300平方米
的多功能无柱式大宴会厅，7个会议室
，293间客房（其中包括20间套房）。 

 
Shijiazhuang intercontinental hotel is 

located Yu Yuhua area core 

commercial circle, wanda plaza is the 

only international brand of top class 

luxury hotels in shijiazhuang. 

Hotel floor 23 floors, has an area of 

1300 square meters of the multi-

function without pillar grand ballroom, 

seven meeting rooms and 293 guest 

rooms (including 20 suites). 

设计面积： 
工程地点：河北省裕华区槐安东路119号 
工程造价：2468万元 
建设单位：石家庄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
司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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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万达洲际酒店 

design 

温馨典雅的豪华套房，带给旅者家的感觉。
房内的地毯，挂画，饰品及灯具都是精挑
细选，欧式中又体现着中式的文化。 



20 

石家庄万达洲际酒店 

new 

style 

行政酒廊大量采用木饰面效果，
一切都是为了商务人士在这能有
温馨的休憩空间，几个朋友在这
小聚畅聊也和在家一样轻松自在。 

游泳池设计简洁大
气，为尊贵的客人
提供健身休闲的好
去处。 

 

 

会议室打造得非常
具有商务气息，让
客户能在这进行正
常的商务洽谈及交
流。 

 



南京希尔顿酒店 
Hotel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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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希尔顿酒店坐落于建邺区核心商圈。 
 
拥有一千二百平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以及7个独立可拆分
组合的多功能厅，355间客房，19间套房其中包含两间大
使套房和一间总统套房。 
 
酒店的设计融合了南京“虎踞龙盘，山水形胜”十朝古都
的皇家文化特征，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奢华而不俗媚。 
 

 

设计面积： 
工程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的万达广场 
工程造价：2501万元 
建设单位：南京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Development of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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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希尔顿酒店 

design 

大堂的灯具采用了两条金龙金凤的效果，
体现出龙凤呈祥的尊贵皇家气息，大堂
的背景用金线刺绣出金陵四十八大美景，
体现着本地的特色与文化。 



Nanjing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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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希尔顿酒店 

宴会厅，大堂吧及游泳池都融入了现代的设计语言，采用
了最新的施工工艺及材料，暗示着南京这座老城市的新鲜
血液加入及现代发展的蓬勃朝气。 



温州金世天豪酒店 
Hotel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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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面积：31700㎡ 
工程地点：浙江省温州市中心区A-h6号
地块 
工程造价： 
建设单位： 天豪（温州）发展有限公司 

    该建筑位于乐清市中心区A-h6号地块，为22层框架
剪力墙结构。酒店地上建筑面积：45028㎡，装修面积
约：31700㎡,总建筑面积约37000㎡。 
 
    裙房为1-6层，其中1-5层层高6米，6层层高3.6米
；主楼为7-22层，其中7-19层层高3.6米，20-22层层高
6米。  



Development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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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世天豪酒店 

温州金世天豪大酒店是乐清市标志性建
筑，是集办公、会议、客房、餐饮、娱
乐、康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五星级
旅游酒店。 
 



    裙房一层为大堂、大堂吧、商务中心、观光电梯、大堂卫生间、西
餐厅、办公室、KTV、后勤及商业用房等；二层为中餐大厅、中餐包房
、观光电梯、小酒吧、风味餐大厅、风味餐包房、公共卫生间、走廊电
梯厅及商业用房等；三层为中餐包房、电梯厅、走道及库房等；四层为
多功能厅、宴会厅、会议室及卫生间；五层为健身房、桑拿；六层为游
泳池、桑拿，主楼7-17为客房，18层为行政酒廊、客房；19层为客房；
20、21层为会所（暂不装修）；22层为总统套房层。 
 
    其中客房部分：标准单人间K户型162间，标准双人间T户型74间，
二套间房ES户型10间，合分床双人间C户型33间。残疾人客房H户型2间
,三套间房JS户型11间，行政酒廊EXL户型1间，总统套房PS户型1间，合
计294间。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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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世天豪酒店 



Hunan Ramada 

桃江华美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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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Taojiang  

 
桃江华美达酒店是大汉龙城的核心组成部分，建筑面积达4万
多平方米。 
设计采用了当地盛产的桃花及毛竹作为设计元素加以提炼，概
括。在酒店的灯具，地毯，玻璃隔断，装饰画等方面都得以展
现。 
酒店按国际五星级标准规划建造，由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公
司——温德姆集团运营管理，是桃江乃至益阳首家真正国际级
豪华品牌酒店。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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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华美达酒店 

设计面积： 
工程地点： 
工程造价： 
建设单位：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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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华美达酒店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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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华美达酒店 



Project Name 

Concept: Date: September 21, 2010 Modern 

Hotel Zhang Jiajie 

张家界蓝色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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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风格为现代度假型酒店，以现在的材料及工艺来展示出海底世
界的魅力，海草，珊瑚，深海鱼，水母等海洋生物在设计中都得以
体现。給旅者带来清新与舒适的体验。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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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蓝色港湾 

会议室从珊瑚上吸取灵感，把会议室
的灯具设计出珊瑚的效果，用树脂及
不锈钢等现代材料加以表现 

张家界蓝色港湾酒店 



Project Name 

Concept: Date: September 21, 2010 Modern 

portfolio 
Exteri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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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蓝色港湾 

自助早餐厅吊灯设计成颜色艳丽的深海鱼造型，生动活泼，宴
会厅的灯具以水母的造型演变而来，空间显得庄重又富有生命
力。更加烘托出蓝色港湾的主题。 



联系我们 

 地  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 红柳道一号A座   
 电  话：400-995-3358 
 手  机：13352986318 
 Q   Q： 1299932818    
 邮  箱：1299932818@qq.com 
 网  址：http://www.zsmsn.com/ 

玛斯诺国际酒店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