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V Damiano Fossati 

地址 :  意大利米兰 

电话 :   +39-02-5462034  

手机 :   +39-333-1714552  

中国手机号 :  +86-13418627145 

国籍 :  意大利 

电子邮箱 : damianofossati@hotmail.com 

 

求职意向:  希望在驻中国主攻艺术领域设计的国际建筑公司任职。 

个人概况：建筑学位，在室内设计和建筑业领域经历丰富，精通 AutoCAD、Photoshop、简易 3D 软件（绘略图）、图表设

计，在所有的不同的设计阶段都有丰富的经验。 

人际交往能力好。            

对艺术和摄影兴趣浓厚。 

 

工作经历： 

2012 INDIPENDENT ARCHITECT 

以上的项目包括室内设计协作,一般创意,分配,计划,以及细节。哪怕是最小的项目，都会服从工地管理。 

2008- 2009 

Ningbo   宁波  室内设计  5000 平方米  竣工 

Inter Milan  北京  室内设计  200 平方米  竣工 

Baorun   天津  室内设计  800 平方米  在建中 

Italian concession 天津  城市设计  600 平方米  在建 

以上的项目包括室内设计协作,一般创意,分配,计划,以及细节。哪怕是最小的项目，都会服从工地管理。 

2007 年 10 月至 10 月    高级设计师  CCD ChengChung设计（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中国高级酒店室内设计 

程序、概念和计划解说、和客户见面、与供应商联系、工程质量监控、编制进度表（材料、照明、卫 生设备、制图） 

2006 年至 2007年      设计主管  6070室内设计－c/o 8 号桥－中国上海 

                      建筑和室内设计：观念发展、示意图设计、标书制图发展和监督、结构图和细节监督、组织进度表

和客 户见面会。 

从事的项目包括：竣工或者正在建设中 

成都体育馆  成都  体育馆  3000 平方米  竣工 

常熟路 Arch 酒吧&咖啡馆 上海  酒吧  300 平方米  竣工 

古北中心   上海  写字楼  80000 平方米  在建中

城堡   上海  样品房  600 平方米  在建中 

美美时代百货  沈阳  商业中心  25000 平方米  在建中 

创意 廸生钟表珠宝  

建议为亚洲 12 家店创意 LHW 珠宝 

建议为新加坡 25 家店创意 

以上的项目包括室内设计协作,一般创意,分配,计划,以及细节。哪怕是最小的项目，都会服从工地管理。 

2005  设计建筑师   于米兰建筑师 Pesce 工作室  建筑设计+3D 制作：建筑室内设计 示意图制作 

2004  设计建筑师  与米兰建筑师 Rosada 共事维修和室内设计示意图制作 

2002 年     米兰 Matteo Picchio 工作室实习－快艇设计和室内设计（3 个月） 

mailto:damianofossati@hotmail.com


教育背景： 

2005 年 12 月      在 “POLITECNICO DI MILANO”的 Leonardo 校园获得 5 年制学士学位 85/100              

毕业设计：“Z-ERO:离线集装箱原型” 的 00 期是基于毕业设计                 

导师：Maurizio Vogliazzo 

2004 年 专题学术讨论会：Bauer 学会－米兰－传统摄影艺术和数字技术 

2003 年 专业资格证书：建筑工地上安全协调员和质量检验员(626-494) 

1998 年 7 月  在米兰 Institute Zaccaria获得高中毕业证 

奖学金及荣誉称号：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9 月    奖学金：伊拉兹马斯·苏格拉底－Hogeschool voor Wetenschap & Kunst Sint-Lucas－ 

    比利时布鲁塞尔 

2001 年 1 月至 2002 年 2 月     交换生：“Escuela Tecnica Superior de Arquitectura de Valladolid” 

－西班牙巴里阿 

多里德类似经历和实践 

2003 年至 2007年       创始人、秘书及产品主管 ZUPAFLUO 文化协会(www.zupafluo.it) 

2003 年 10 月   组织“Truly Young Vision”的系列讲座     

 2004 年 5 月至 11 月  组织七次讲座，目的是展示当代城市的建筑设计、摄影研究以及艺术的范例 

                       讲座人包括：Ma0 (意大利), Alleswirdgut (奥地利), Botto e Bruno (意大利), Carlo  

Valsecchi (意大利), Francesco Jodice (意大利)，Peripheriques建筑师 (法国), Davide  

Bramante (意大利) 

创意、协助及指导了“IN-URBANA”竞赛 

2004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 月 全国摄影比赛 

96 名参赛者，455 幅作品； 

委员会成员：Maurizio Vogliazzo; Beppe Finessi; Alberto Garutti; Massimo Curzi 

组织“IN-URBANA”摄影展                 

2005 年 2 月  和 ZUPAFLUO 合作组织、创意并策划在米兰工艺学校的展览 

创意、协助及指导了“DESIGN EN TERRASSE”活动           

2005 年 4 月  设计了在“米兰家具展”世界年轻设计师的见面会 

在会的有：Metrofarm (www.metrofarm.net), Shohei-Shigematsu (www.OMA.nl), 

Gianmaria Sforza (www.alad.it); Jonathan Olivares (www.jonathanolivares.com) 

构思、编辑及图表设计               

2006 年 1 月  期刊“Z-ero- photographytecture-desart”的 00 期是基于毕业设计，5000 册 

图表和网页设计：     站点制作 www.zupafluo.it  

站点制作 www.londonbus.it for LONDONBUS s.n.c     

图表目录：         为 Zupafluo 设计 “Design en terrasse”   海报                   

为 Zupafluo 设计“truly young vision”  海报 

为上海西班牙领事馆 ART WARMING 展览会设计海报 

2006.20’ 讲座        参加上海 PechaKucha          www.sinocities.net 

电影短片制作    和 Teatro delle Biglie合作”Zo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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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水平： 

CAD 系统建筑绘图 2D－3D：AutoCAD 14,2000,2005;  

图解系统 3D 应用：sketch up - 3D studio Max (basic) 

图片处理：Photoshop 

矢量图解和编辑：Adobe Illustrator; Indesign; Flash MX(basic) 

办公软件：OFFICE 2000; XP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XP 

语言水平：母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

牙（基础）；法语（基础） 

2003              IFCAD一级证书    “institut de formacion de cadres pour le developement cours de francais 

   

2007 年 10 月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