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以                               粤工信创新函〔2021〕3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关于认定第十九批广东省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省内各直属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各地级市、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 

根据《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职能转移方案（修订稿）》，按照《广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第十九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工作的通知》（粤工信创新函〔2020〕611号）要求，经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认定职能承接单位广东省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按程序

审核，确认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126家企业（集

团）（名单见附件1）为第十九批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现予

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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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通过认定和评价的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共计 1434家

（名单见附件 2）。 

 

附件：1.第十九批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名单 

          2.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1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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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九批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1 广州市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2 广州市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制造业 

3 广州市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制造业 

4 广州市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5 广州市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6 广州市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制造业 

7 广州市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8 广州市 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9 广州市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 广州市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 广州市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2 广州市 广东新大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3 广州市 广东博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14 广州市 广东天海花边有限公司 制造业 

15 广州市 广州市明道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6 广州市 广东希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7 广州市 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8 广州市 松下·万宝（广州）电熨斗有限公司 制造业 

19 广州市 花安堂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20 广州市 广州广汽荻原模具冲压有限公司 制造业 

21 广州市 广州三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业 

22 广州市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制造业 

23 广州市 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24 广州市 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业 

25 广州市 广州维思车用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业 

26 广州市 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27 广州市 广东科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28 广州市 广州泽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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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29 广州市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30 广州市 番禺得意精密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31 广州市 广州卫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制造业 

32 广州市 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33 广州市 广州保赐利化工有限公司 制造业 

34 广州市 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35 广州市 广州亚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36 广州市 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37 广州市 广州奥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38 广州市 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39 广州市 广东诚泰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40 广州市 广州交信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41 广州市 广州市百果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42 广州市 广州掌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43 广州市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44 广州市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业 

45 广州市 中天华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46 广州市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业 

47 广州市 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业 

48 珠海市 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49 珠海市 珠海科德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业 

50 珠海市 珠海博雅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51 珠海市 珠海上富电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52 珠海市 航粤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53 珠海市 星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54 珠海市 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业 

55 珠海市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业 

56 珠海市 珠海市敏夫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制造业 

57 珠海市 广东珠江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58 珠海市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59 珠海市 珠海广浩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60 珠海市 珠海市德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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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61 珠海市 珠海兴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62 珠海市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63 珠海市 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64 珠海市 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制造业 

65 珠海市 珠海市杰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业 

66 珠海市 中国电建集团市政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业 

67 珠海市 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68 珠海市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筑业 

69 汕头市 广东金晖隆开关有限公司 制造业 

70 汕头市 汕头市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71 汕头市 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72 梅州市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73 梅州市 广东自远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74 佛山市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75 佛山市 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76 佛山市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77 佛山市 佛山播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78 佛山市 广东科龙模具有限公司 制造业 

79 佛山市 广东阿格蕾雅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80 佛山市 广东德润纺织有限公司 制造业 

81 佛山市 佛山市德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82 佛山市 佛山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 制造业 

83 佛山市 佛山金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84 河源市 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制造业 

85 河源市 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 制造业 

86 惠州市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87 东莞市 东莞市三基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88 东莞市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89 东莞市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90 东莞市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91 东莞市 安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92 东莞市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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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93 东莞市 广东乐普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94 东莞市 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业 

95 东莞市 东莞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 制造业 

96 东莞市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97 东莞市 东莞市发斯特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98 东莞市 东莞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99 中山市 中山市大自然木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0 中山市 广东领先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1 中山市 中山万汉制药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2 中山市 广东恒鑫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3 中山市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4 江门市 江门市明星纸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5 江门市 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6 江门市 江门崇达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7 江门市 江门市安诺特炊具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8 江门市 广东盈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109 江门市 广东华鳌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0 江门市 鹤山市东古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1 江门市 广东国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2 江门市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3 江门市 广东耀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114 湛江市 湛江粤华水产饲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5 湛江市 广东恒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6 茂名市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7 肇庆市 广东皓明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8 肇庆市 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9 肇庆市 广东华途仕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120 肇庆市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121 肇庆市 广东同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122 清远市 先导薄膜材料（广东）有限公司 制造业 

123 清远市 清远忠信世纪玻纤有限公司 制造业 

124 清远市 佛冈建滔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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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125 清远市 建滔（清远）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制造业 

126 省广晟公司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

铅锌矿 制造业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