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 年广东省工业旅游培育资源库
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单位名称 工业旅游内容名称 资源类型

1 广州市 广州市珠江饼业食品有限公司
珠江饼业广式糕饼（月饼）

科普基地
匠心制造企业

2 广州市 广州市影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影动力知慧芽科普研学基

地
工业文化载体

3 广州市 广州市七溪地芳香集团有限公司 世间香境七溪地 工业文化载体

4 广州市 广州供电局
广州供电局广州电力展示

馆工业旅游路线
工业文化载体

5 深圳市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峰科技 ALPD®激光显

示技术及多系列产品体

验站

新技术新业态体验站

6 深圳市 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冠旭电子新技术新业态体

验站
新技术新业态体验站

7 深圳市 深圳市德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德艺艺术中心 匠心制造企业

8 深圳市 深圳东方逸尚服饰有限公司
L+新时尚未来创想实验室

中心基地
工业文化载体

9 深圳市
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

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

馆
工业文化载体

10 深圳市
深圳市奔霓诗服装有限公司（深

圳市龙华区华夏军装博物馆）
奔霓诗-华夏军装博物馆 工业文化载体

11 珠海市 ABB 机器人（珠海）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公共

服务平台

新技术新业态体验站、

工业文化载体

12 珠海市 珠海闲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大画西游梦工厂 匠心制造企业

13 珠海市 麒麟啤酒（珠海）有限公司 美味啤酒的酿造之旅 工业文化载体

14 汕头市
汕头经济特区澳士兰牧场有限公

司
澳士兰生态牧场 匠心制造企业

15 汕头市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邦宝益智研学旅行 工业文化载体

16 汕头市 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拉芳美业探索研学旅行基

地
工业文化载体

17 佛山市
众悦（佛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一汽大众新能源汽车文化

园景区
现代智慧工厂



18 佛山市
瀚蓝绿电固废处理（佛山）有限

公司
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 工业文化载体

19 佛山市
佛山市银河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光科技的多场景应用 工业文化载体

20 佛山市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蒙娜丽莎工业旅游示范点 工业文化载体

21 河源市 河源市云彩实业有限公司 色彩之旅 工业文化载体

22 梅州市 广东讯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梅州·顺丰国际声谷特色

小镇规划馆
新技术新业态体验站

23 梅州市 梅州市建丰粮业发展有限公司
蕉岭县丝苗米升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
现代智慧工厂

24 梅州市 大埔县通美实业有限公司 柚通柚美旅游服务中心 匠心制造企业

25 梅州市 广东长乐烧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广东老字号长乐烧酒文化

产业园

匠心制造企业

26 梅州市 广东晏弘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晏弘陶瓷工业旅游区 匠心制造企业

27 梅州市 大埔县发源发展有限公司
大埔县发源陶瓷工业旅游

展示中心
匠心制造企业

28 惠州市 博罗罗浮山润心食品有限公司 客家婆景区 匠心制造企业

29 惠州市 博罗县柏塘光华食品有限公司
参观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罗凉果的技艺
匠心制造企业

30 东莞市 东莞市东实新能源有限公司
东实循环经济环境教育基

地
新型工业基地

31 东莞市 东莞市瀚曜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黄金特色小镇工业旅游 其他类型

32 东莞市 广东佳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非遗文化体验项目 现代智慧工厂

33 东莞市 广东醉之仙酒业有限公司 白酒文化馆 匠心制造企业

34 东莞市 东莞得利钟表有限公司 钟表文化与时间科学馆
匠心制造企业、工业文

化载体

35 东莞市 东莞市异能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无人机科普研学、筷子无

人机
匠心制造企业

36 东莞市 东莞赛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塘厦赛诺工业旅游 匠心制造企业

37 东莞市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 徐福记糖果观光工厂 匠心制造企业

38 东莞市 东莞市成铭胶粘剂有限公司 成铭热熔胶文化产业园 工业文化载体

39 东莞市 东莞新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新阳文化之旅 其他类型

40 中山市 华耀智汇(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华耀网红小镇 其他类型

41 中山市 广东国景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国景家具文化产业园 匠心制造企业



42 中山市 中山市广业龙澄环保有限公司
中山市环保科普研学游基

地
工业文化载体

43 阳江市 阳江市张小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张小泉泉叔工业之旅 现代智慧工厂

44 阳江市 广东阳帆食品有限公司
阳帆“非遗文化 匠心传

承”探索之旅
匠心制造企业

45 湛江市 广东华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数字化制造小家电企

业
现代智慧工厂

46 湛江市 湛江市金泉食品有限公司
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式

腊味制作技艺
匠心制造企业

47 湛江市 广东龙力电器有限公司 龙力电热水壶生产基地 匠心制造企业

48 湛江市
湛江廉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廉江家电产业公共服务平

台
工业文化载体

49 湛江市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工业研

学之旅
其他类型

50 肇庆市
肇庆市耀东华装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森林能量空间材质智慧工

厂
现代智慧工厂

51 揭阳市 和天下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揭西县茶叶现代农业产业

园
其他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