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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Core advantages

        源自多元化的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团队以及与之相伴开放自由的设计思想，加之完善的管
理体系，雄厚的人才储备、独特的设计理念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让卓创多年以来深受各地
产开发商的好评。
       ECD有高素质专业设计人才1000余人，其中国家注册资质设计师、高级工程师、博士及
硕士研究生等高级设计人才210多人。
       ECD has been always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developers all over China as it 
has a diversified architect work group owning rich experience, open-minded and 
uncontrolled design ideas in addition to abundant human resource, advanced 
technical equipments, unique design ideas an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Now, ECD has employed more than 1000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design 
talents, of which more than 210 persons are senior designers who has owned 
national registered qualification designer certificates, senior engineer certificates, 
Doctoral Degree or Master’s Degree.

   卓创国际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面向全国的综合性甲级建筑设计机构，在城市规划、城

市综合体、商业建筑、居住区规划设计等众多建筑专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与加拿大国
宝级设计大师Dans. Hanganv合作成立大师工作室。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Creative Engineering & Design Co., Ltd.(ECD) which 
has an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is an outstanding national company owning Class 
A certificat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Certificate NO.A150003162). This company has 
achieved excellent achievements in differen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fields, 
including urban planning, urban complex , commercial building, and residential 
community planning ,etc. It also established the Master Studio with Dans Hanganv, 
a famous designer reputed as the Treasure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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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D设计范围涵盖：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 、市政道路设计、装饰设
计、园林景观设计、玻璃幕墙设
计，! 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 
     ECD occupies a broad range 
of design: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al design, municipal 
road design, landscape design, 
glass curtain wall design, all of 
which have passed ISO9001 
quality authentication.

营业执照正本1千万

资质证书
规划/建筑 /市政  全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Planning/Architecture/Municipal Overall



核心优势

中衡●卓创国际具有雄厚创意型人才储备，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院校以及不同国家的思维多元化、经验丰富的建筑设计领域的佼佼

者。其多元化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团队以及与之相关的开放自由的设计思想，加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来保障设计的深层品质。公司现有各类高素

质专业设计人才700余人，其中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25人，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30人，高级工程师32人，工程师102人，博士、硕士研究生24人。

其雄厚的人力资源、先进的技术设备、独特的设计理念、丰富的实战经验，让卓创多年以来深受各地产开发商及建筑施工单位的好评。

Key Advantage

 ◆   优秀人才







ECD 室内设计部
INTERIOR DESIGN



销售中心  业绩资料



诸暨联想科技城商业 销售中心  项目名称 

诸暨联想科技城

总建筑面积98051.0~137271.0㎡，东临

浦阳江，自然景观资源丰富,整个片区位于

未来城市经济开发核心区域,经济价值显著,

依托板块价值，打造高品质、智能化城市

商业中心。

项目定位为诸暨新贵阶层,并依托联想的品

牌知名度打造一个集,科技,数码,时尚的城

市地标性综合商业体.

售房部针对项目特性,在销售空间上展示其

科技城的高端特色.融入科技,信息,数码,全

息,交互体验等时尚元素.

结合诸暨本地的文化特质,打造一个温情的

体验空间,一个能让人触摸联想,触摸智慧,

消磨时光的休闲文化空间。

项目简述：



项目名称 力帆红星国际广场 销售中心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北纬37°商河项目 外展中心  

         北纬37°商河项目，位于商河县城南部

集城区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及温泉国际

三位一体的新城区，距商河中心5分钟车程。

距离京沪高速7.5公里。

商河交通便捷，省道248线纵贯南北，省道

316线横跨东西，距济南机场50公里、济南

70公里、青岛400公里、天津240公里、北京

360公里。



康田 销售中心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康田·硅谷领秀位于缙云山和中梁山脉之

间，毗邻嘉陵江、长江。项目周边景观良

好。

周临为重庆西永组团微电园R地块，西永

组团科技产业园，重庆大学城及城市中心。

距离重庆主城约2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联发*瞰青墅  销售中心 项目名称 



海口合家阖*珊瑚海  销售中心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北纬37°商河项目 销售中心
  

         北纬37°商河项目，位于商河县城南

部集城区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及温泉国

际三位一体的新城区，距商河中心5分钟车

程。距离京沪高速7.5公里。

商河交通便捷，省道248线纵贯南北，省道

316线横跨东西，距济南机场50公里、济南

70公里、青岛400公里、天津240公里、北

京360公里。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北纬37°商河项目 销售中心
  

         北纬37°商河项目，位于商河县城南部

集城区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及温泉国际

三位一体的新城区，距商河中心5分钟车程。

距离京沪高速7.5公里。

商河交通便捷，省道248线纵贯南北，省道

316线横跨东西，距济南机场50公里、济南

70公里、青岛400公里、天津240公里、北京

360公里。



北纬37°商河项目 前厅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北纬37°商河项目，位于商河县城南部

集城区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及温泉国际

三位一体的新城区，距商河中心5分钟车程。

距离京沪高速7.5公里。

商河交通便捷，省道248线纵贯南北，省道

316线横跨东西，距济南机场50公里、济南

70公里、青岛400公里、天津240公里、北京

360公里。



样板房 业绩资料



北纬37°商河项目 C户型 样板房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北纬37°商河项目，位于商河县城南部

集城区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及温泉国际

三位一体的新城区，距商河中心5分钟车程。

距离京沪高速7.5公里。

商河交通便捷，省道248线纵贯南北，省道

316线横跨东西，距济南机场50公里、济南

70公里、青岛400公里、天津240公里、北京

360公里。



北纬37°商河项目 E户型 样板房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北纬37°商河项目，位于商河县城南部

集城区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及温泉国际

三位一体的新城区，距商河中心5分钟车程。

距离京沪高速7.5公里。

商河交通便捷，省道248线纵贯南北，省道

316线横跨东西，距济南机场50公里、济南

70公里、青岛400公里、天津240公里、北京

360公里。



北纬37°商河项目  H户型 样板房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北纬37°商河项目，位于商河县城南部

集城区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及温泉国际

三位一体的新城区，距商河中心5分钟车程。

距离京沪高速7.5公里。

商河交通便捷，省道248线纵贯南北，省道

316线横跨东西，距济南机场50公里、济南

70公里、青岛400公里、天津240公里、北京

360公里。



项目名称 联想科技城 样板房

诸暨联想科技城

总建筑面积98051.0~137271.0㎡，东

临浦阳江，自然景观资源丰富,整个片

区位于未来城市经济开发核心区域,经

济价值显著,依托板块价值，打造高品

质、智能化城市商业中心。

项目简述：



融创钓鱼台 样板房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融创钓鱼台地理位置优越，处于滨江板

块核心位置，规划有生态住宅（阔景高

层及城市院馆洋房）、休闲购物及餐饮

娱乐、体育公园、医疗机构6大物业形态

，成为大渡口百万方全景生活大城。

总占地约25万方，总建筑面积约107万

方（住宅约65万方，商业约12万方，医

疗约3万方，车库及配套用房等其他约26

万方）。融科钓鱼台地处大渡口主干道

金桥路（G210）中段，西城大道东侧，

紧邻轻轨2号线金家湾站；东面临长江，

西靠车家坪小学和车家坪公交站，北临

金建路、银桥路。



 中航二郎九悦荟 塔楼精装 样板房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中航九悦荟位

于二郎科技新城轨道换线二郎站出口，处于

二郎片区的核心地段。项目北临留学生创业

园、阿里巴巴，东面是换线二郎轨道站和居

然之家、红星美凯龙，西边为渝高小区、煤

科院，南门紧靠火炬大道连接巴国城。

中航九悦荟系中航里城2016年全新力作，位

于二郎科技新城核心（格力集团正对面，格

力路公交站旁），定位为渝西新地标型城央

综合体，涵盖中心商业区、创新跃式小户、

酒店式公寓及商务写字楼。

中航九悦荟位于二郎科技新城轨道环线二郎

站出口，处于二郎片区的核心地段，项目北

临留学生创业园、阿里巴巴，东面是换线二

郎轨道站和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西边为

渝高小区、煤科院，南门紧靠火炬大道连接

巴国城。

中航九悦荟其中两栋LOFT公寓、一栋SOHO

、一栋写字楼和综合体商业；中航九悦荟是

整个二郎片区一个由开发商大量自持的高端

项目，集居住、商业、办公为一体。



 铜仁*仁山公园 B5户型 样板房项目名称 



 铜仁*仁山公园 D3户型 样板房项目名称 



 铜仁*仁山公园 F户型 样板房项目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