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工信生产合作函〔2021〕12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 
第四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四批省级工业设计

中心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粤工信生产合作函〔2020〕1032 号）

要求，经企业自愿申报、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

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

司等 139 家单位为广东省第四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现予以公布

（名单见附件）。 
希望以上单位积极发挥示范效应，加强工业设计中心建设，

进一步提升设计创新能力。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大支

持力度，按要求做好后续管理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省级工业设计

中心的带动作用，鼓励和引导更多企业重视和加大工业设计投

入，促进工业设计创新发展，支撑服务我省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 
 
附件：广东省第四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年 6 月 29 日 



序号 地区 申报单位 中心名称

1 广州 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南洋电缆工业设计中心

2 广州 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限公司 日立扶梯工业设计中心

3 广州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环亚化妆品工业设计中心

4 广州 日立电梯电机（广州）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电机工业设计中心

5 广州 广州信联智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联智通工业设计中心

6 广州 马瑞利汽车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马瑞利汽车电子工业设计中心

7 广州 海太欧林集团华南有限公司 海太欧林集团华南工业设计中心

8 广州 广州市联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软体家具及其生产设备设计制造

（联柔）企业设计中心

9 广州 广州市番禺奥莱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奥莱智能电器研究所

10 广州 顺科智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连接系统工业设计中心

11 广州 广东雷腾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雷腾智能光电工业设计中心

12 广州 广州科语机器人有限公司 科语机器人工业设计中心

13 广州 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双鱼体育用品工业设计中心

14 广州 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珠江灯光工业设计中心

15 广州 广东劳卡家具有限公司 劳卡全屋定制工业设计中心

16 广州 广州德恒汽车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德恒科技汽车智能装备数字化解决

方案设计中心

17 广州 广州三雅摩托车有限公司
广州三雅摩托车有限公司工业设计

中心

18 广州 广东斯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19 广州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液态产品包装机械工业设计中心

20 广州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新科佳都工业设计中心

广东省第四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

一、企业工业设计中心（133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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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州 广州西门子变压器有限公司 广州西门子变压器工业设计中心

22 广州 广州南方卫星导航仪器有限公司
南方卫星导航高精度GNSS工业设计

中心

23 深圳 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24 深圳 深圳市三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25 深圳 深圳市猿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猿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26 深圳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国赛生物工业设计中心

27 深圳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博讯工业设计中心

28 深圳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富安娜家居用品工业设计中心

29 深圳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三旺通信工业设计中心

30 深圳 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 一加工业设计中心

31 深圳 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康冠商用工业设计中心

32 深圳 深圳市伟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伟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中心

33 深圳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34 深圳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雷柏工业设计中心

35 深圳 深圳市科奈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奈信科技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36 深圳 深圳素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素士科技工业设计中心

37 深圳 傲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傲基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38 深圳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9 深圳 深圳市世椿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椿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40 深圳 东江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东江模具（深圳）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41 深圳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42 深圳 深圳市爱培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培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中心

43 深圳 深圳市康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44 深圳 深圳市创客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STEAM教育机器人设计中心

45 深圳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科达智能装备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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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深圳 深圳市新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47 深圳 深圳微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微步工业设计中心

48 深圳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崧盛大功率LED智能驱动电源工业设

计中心

49 深圳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易天工业设计中心

50 深圳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中心

51 深圳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52 深圳 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53 深圳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中心

54 深圳 深圳市中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55 深圳 深圳市兴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中心

56 深圳 深圳罗马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罗马仕科技有限公司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

57 深圳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

心

58 深圳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奥博工业设计中心

59 深圳 深圳市贝斯达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斯达高端医疗器械工业设

计中心

60 深圳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科卫泰工业设计中心

61 深圳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sta360工业设计中心

62 深圳 深圳市安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健科技医用数字化X线设备工业设

计中心

63 深圳 深圳麦克韦尔科技有限公司 麦克韦尔工业设计中心

64 深圳 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65 深圳 维达力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维达力工业设计中心

66 深圳 深圳市娜尔思时装有限公司 娜尔思时尚创意工业设计中心

67 深圳 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创想工业设计中心

68 深圳 深圳市韶音科技有限公司 骨传导耳机工业设计中心

69 深圳 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70 深圳 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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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深圳 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先健科技植介入医疗器械工业设计

中心

72 深圳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歌力思时尚创意工业设计中心

73 深圳 深圳市新宜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宜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中心

74 深圳 深圳绿米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绿米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75 深圳 深圳市国瓷永丰源瓷业有限公司 国瓷永丰源工业设计中心

76 深圳 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77 深圳 深圳市绿联科技有限公司 绿联工业设计中心

78 珠海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云洲无人艇工业设计中心

79 珠海 澳龙船艇科技有限公司 澳龙船艇设计中心

80 珠海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家电关键零部件工业设计中心

81 汕头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功能膜成形装备工业设计中心

82 汕头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拉芳工业设计中心

83 佛山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星徽精密金属连接件工业设计中心

84 佛山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顺防水工业设计中心

85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美的洗涤工业设计中心

86 佛山 菱王电梯有限公司 菱王电梯工业设计中心

87 佛山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日丰新型塑料管道系统工业设计中

心

88 佛山 广东汇泰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汇泰龙工业设计中心

89 佛山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90 佛山 广东科凯达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科凯达特种机器人工业设计中心

91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金泰德胜电机有限公司 驱动系统及电梯部件工业设计中心

92 佛山 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昱升设计中心

93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美的新生活工业设计中心

94 佛山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工业

设计中心

95 佛山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美的厨电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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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佛山 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云米全屋智能家居工业设计中心

97 佛山 泛仕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泛仕达智能风机工业设计中心

98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饮水机制造有限公司 美的饮水机工业设计中心

99 佛山 广东必达保安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必达保安系统有限公司工业设

计中心

100 佛山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低压风机系统工业设计中心

101 佛山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空气环境监测系统工业设计中心

102 佛山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佛山 恒洁卫浴集团有限公司 恒洁卫浴家居产品工业设计中心

104 佛山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尔玛智能小家电工业设计中心

105 佛山 广东阅生活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阅生活工业设计中心

106 佛山 佛山市优坐家具有限公司 优坐家具工业设计中心

107 佛山 佛山市南海九洲普惠风机有限公司
九洲普惠环保节能降噪风机工业设

计中心

108 韶关 广东邦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邦固薄膜涂料工业设计中心

109 河源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硬质合金精密刀具（工具）设计中

心

110 惠州 惠州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车联网工业设计中心

111 惠州 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特种电子电路工业设计中心

112 惠州 天宝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天宝电子工业设计中心

113 东莞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慕思健康睡眠工业设计中心

114 东莞 东莞市盛雄激光先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激光微纳加工设计中心

115 东莞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铭利达工业设计中心

116 中山 中山市凯腾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凯腾电器有限公司智能家电

工业设计中心

117 中山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通宇通讯工业设计中心

118 中山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工业设计研

发中心

119 江门 广东大冶摩托车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大冶摩托车工业设计中心

120 江门 广东百卓鞋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安全鞋智造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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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江门 海目星（江门）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海目星（江门）激光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122 江门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天地壹号工业设计中心

123 湛江 广东诺科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环保节能家居工业设计中心

124 肇庆 广东玛西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玛西尔工业设计中心

125 清远 清远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简一大理石瓷砖工业设计中心

126 清远 广东卡诺亚家居有限公司 卡诺亚家居工业设计中心

127 清远 清远市美佳乐环保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人造革表面处理工业设计中心

128 清远 广东贝克洛幕墙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建筑部品工业设计中心

129 潮州 潮州市庆发陶瓷有限公司 高档低铅强化瓷工业设计中心

130 潮州 广东金源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金源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131 潮州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新型环保陶瓷制品工业设计中心

132 潮州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凯普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133 潮州 广东新功电器有限公司 新功电器工业设计中心

二、工业设计企业（5家）

1 广州 广州市云巢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2 深圳 深圳市佳简几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3 佛山 广东泓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东莞 广东万喜至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5 江门 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工业设计基地（1家）

1 深圳 深圳市中芬创意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芬设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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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