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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美（大中华）有限公司 

精选工程案例 

奥迪美 TA313 柔性水泥基粘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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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项目 省市 项目类型 

1 山东省青岛即墨市鳌山卫镇东里村 青岛 商业 

2 鸿威-海怡湾 深圳 商业 

3 惠州视讯通厂房 惠州 工业 

4 澳城花园 深圳 商业 

5 上海-新世界百货118广场店 上海 商业 

6 深圳懿德轩-智慧广场 深圳 商业 

7 龙华日出印象小区 深圳 商业 

8 湖南株洲平和堂百货 株洲 商业 

9 宝安前海华丰前海湾 深圳 商业 

10 东莞景湖湾畔 东莞 商业 

11 佛山祖庙岭南天地 南海 商业 

12 四川成都和黄南城汇项目 成都 商业 

13 海南三亚蓝田温泉酒店  三亚 商业 

14 珠江新城星汇御府项目 广州 商业 

15 珠海长隆 珠海 商业 

16 番禺大学城星汇文华项目 番禺 商业 

17 广州保利萝岗罗兰项目 广州 商业 

18 番禺祈福医院 番禺 医院 

19 福建福清勤磬庄园 福清 商业 

20 广州市广医一院项目 广州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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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尚嘉中心内饰项目 上海 商业 

22 静安嘉里中心香格里拉酒店项目 上海 商业 

23 上海南京西路恒隆项目 上海 商业 

24 港汇恒隆广场 上海 商业 

25 新一代信息产业园 深圳 工业 

26 福田档案中心旧改 深圳 公共 

27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 学校 

28 北京国际机场货运站项目 北京 公共 

29 徐汇中心二期 上海 商业 

30 四川成都和黄南城汇项目 成都 商业 

31 佛山岭南新世界三区商场项目 佛山 商业 

32 无锡恒隆办公楼及部分商场翻修工程 无锡 商业 

33 白玉兰广场 上海 商业 

34 前海嘉里T3公寓公共部分精装修 深圳 住宅 

35 昆明恒隆广场项目 昆明 商业 

36 武汉恒隆广场项目 武汉 商业 

37 上海港汇恒隆广场 上海 商业 

38 广州保利天悦养老院 广州 商业 

39 南京西路恒隆广场2期 上海 商业 

40 上海静安嘉里中心香格里拉酒店项目 上海 商业 

41 沈阳新世界中心项目 沈阳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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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 天津 商业 

43 上海万科金色雅筑 上海 住宅 

44 港汇恒隆外景观改造 上海 商业 

45 联谊木制品有限公司项目 上海 商业 

46 港汇恒隆广场外景观项目 上海 商业 

47 广西梧州瑰湖春晓 梧州 住宅 

48 徐汇中心国贸汇项目 上海 商业 

49 徐家汇街道57-1-A地块 徐家汇中心地块项目 上海 商业 

50 湖南岳阳别墅项目 湖南 住宅 

51 广州御湖名邸 广州 住宅 

52 海南海口项目 海口 住宅 

53 合景金信花园项目 广州 住宅 

54 保利云上西棠项目 广州 住宅 

55 中山万科西湾汇项目 中山 住宅 

56 珠海华发又一城项目 珠海 商业 

57 南沙酒店项目 南沙 酒店 

58 广西梧州山海观第二期项目 梧州 住宅 

59 深圳腾讯数码大厦 深圳 商业 

60 深圳福田領展中心城 深圳 商业 

61 广发银行项目 上海 商业 

62 国浩长风城项目 上海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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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上海古美西路家装项目 上海 住宅 

64 深圳万象城L145店项目 深圳 商业 

65 星河湾一期工程项目 上海 住宅 

66 新江湾城D5地块样板项目 上海 住宅 

67 桃源西江月52号项目 上海 住宅 

68 武汉永清综合商务区B10地块住宅及公共部位精装修总承包工程 武汉 住宅 

69 苏州四季酒店项目 苏州 酒店 

70 Balenciaga 杭州大厦项目 杭州 商业 

71 新加坡酒店项目 新加坡 酒店 

72 Balenciaga 北京三里屯项目 北京 商业 

73 六都工业园新联益石厂 上海 工业 

74 均胜集团项目 上海 商业 

75 晋江1号地块景观品质提升工程 上海 住宅 

76 广西梧州万达广场项目 梧州 商业 

77 海南海口项目 海口 商业 

78 上海徐汇街道150-9、150-5-A、150-5-B地块 上海 商业 

 

如需完整的工程案例，请跟奥迪美的销售代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