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评估第二轮会议评审名单

（学科类）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任

1 广东省化学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杨震

2 广东省男性生殖与遗传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桂耀庭

3 广东省分布式能源系统重点实验室 东莞理工学院 杨晓西

4
广东省结核病系统生物学与转化医学重点

实验室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

究院
毕利军

5 广东省计算机集成制造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陈新

6 广东省物联网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谢胜利

7 广东省信息物理融合系统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程良伦

8
广东省水产经济动物病原生物学及流行病

学重点实验室
广东海洋大学 吴灶和

9
广东省近海海洋变化与灾害预警重点实验

室
广东海洋大学 张书文

10 广东省制造装备数字化重点实验室
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

研究院
张国军

11 广东省化学危害应急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 陈江韩

12 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

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
毕晓黎

13
广东省现代几何与力学计量技术重点实验

室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胡主宽

14 广东省建筑工程新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曹大燕

15 广东省森林培育与保护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张谦

16 广东省农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
廖森泰

17 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
操君喜

18 广东省畜禽育种与营养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

研究所
陈卫东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任

19 广东省畜禽疫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

研究所
徐志宏

20 广东省水稻育种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
王丰

21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何自福

22 广东省农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
杨少海

23 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 李芳柏

24 广东省甘蔗改良与生物炼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广

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李奇伟

25 广东省工业表面活性剂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石油与精细化工研究

院
麦裕良

26 广东省水动力学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黄本胜

27 广东省菌种保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郭俊

28 广东省华南结构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庄建

29 广东省现代表面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新材料研究所 代明江

30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陈嘉斌

31
广东省矿产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

室
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 邱显扬

32 广东省软件共性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

司
黄万民

33 广东省代谢性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 广东药科大学 郭姣

34 广东省生物活性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药科大学 金小宝

35 广东省医学分子诊断重点实验室 广东医科大学 刘新光

36 广东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 广东医科大学 崔燎

37 广东省地震工程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大学 周福霖

38
广东省动植物与食品进出口技术措施研究

重点实验室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郑建国

39
广东省工业设计创意与应用研究重点实验

室
广州美术学院 吴卫光

40 广东省呼吸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 钟南山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任

41 广东省产科重大疾病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 孙筱放

42 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陶爱林

43 广东省中药新药研发重点实验室 广州中医药大学 赖小平

44
广东省天然产物绿色加工与产品安全重点

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李琳

45 广东省发酵与酶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林影

46
广东省光纤激光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

室
华南理工大学 杨中民

47 广东省燃料电池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廖世军

48 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王均

49
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

室
华南理工大学 罗远芳

50 广东省先进储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朱敏

51 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张宪民

52 广东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兰凤崇

53 广东省金属新材料制备与成形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陈维平

54 广东省绿色能源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杨苹

55 广东省短距离无线探测与通信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韦岗

56 广东省大气环境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叶代启

57 广东省绿色化学产品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钱宇

58 广东省食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孙远明

59 广东省生物农药创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邱宝利

60 广东省植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张桂权

61 广东省兽药研制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曾振灵

62
广东省农业动物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重点

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张细权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任

63
广东省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重

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张桂红

64
广东省兽医临床重大疾病综合防控重点实

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李守军

65 广东省量子调控工程与材料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朱诗亮

66 广东省激光生命科学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陈同生

67
广东省微纳光子功能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

室
华南师范大学 郭旗

68
广东省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创新药物研究

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 叶文才

69 广东省光纤传感与通信技术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 关柏鸥

70 广东省热带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邹飞

71 广东省组织构建与检测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邱小忠

72 广东省单细胞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潘星华

73 广东省分子肿瘤病理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丁彦青

74 广东省医学图像处理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冯前进

75 广东省肿瘤免疫治疗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徐洋

76 广东省医学休克微循环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赵明

77 广东省肾功能衰竭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侯凡凡

78 广东省病毒性肝炎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侯金林

79 广东省重大精神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高天明

80 广东省新药筛选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刘叔文

81 广东省热管理工程与材料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康飞宇

82 广东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 章跃陵

83 广东省医学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程继东

84 广东省乳腺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

院
崔玉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任

85
广东省生物医学信息检测与超声成像重点

实验室
深圳大学 汪天富

86 广东省滨海土木工程耐久性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李大望

87 广东省普及型高性能计算机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陈国良

88 广东省超材料微波射频重点实验室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刘若鹏

89
广东省脑科学及疾病与药物研究重点实验

室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叶玉如

90 广东省新型涂料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张捷

91
广东省矿物物理与材料研究开发重点实验

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

究所
朱建喜

92 广东省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

究所
王新明

93
广东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与应

用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李海滨

94 广东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
裴端卿

95 广东省应用植物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任海

96 广东省海洋药物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鞠建华

97 广东省应用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胡超群

98 广东省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徐扬生

99
广东省磁共振成像与多模态系统重点实验

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刘新

100 广东省渔业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产研究所
黄洪辉

101 广东省水产动物免疫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

产研究所
石存斌

102 广东省脑功能与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黎明涛

103 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凌文华

104 广东省新药设计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黄民

105 广东省药用功能基因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郑利民

106 广东省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肖仕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任

107 广东省显示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邓少芝

108 广东省低碳化学与过程节能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孟跃中

109 广东省高性能树脂基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麦堪成

110 广东省海洋资源与近岸工程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孙晓明

111 广东省消防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梁栋

112 广东省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杨宏奇

113
广东省传感技术与生物医疗仪器重点实验

室
中山大学 蒋庆

114 广东省信息安全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赖剑煌

115 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ITS）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何兆成

116
广东省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重点实验

室
中山大学 仇荣亮

117
广东省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研究重点实验

室
中山大学 杨崧

118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

验室
中山大学 薛德升

119 广东省结直肠盆底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汪建平

120 广东省肝脏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陈规划

121 广东省肾脏病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崴

122 广东省重大神经疾病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曾进胜

123 广东省生殖医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灿权

124 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何晓顺

125
广东省恶性肿瘤表观遗传与基因调控重点

实验室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宋尔卫

126 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葛坚

127 广东省鼻咽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曾益新

注:按依托单位名称排列。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评估第二轮会议评审名单

（企业类）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

任

1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及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闫晓林

2
广东省电子器件生产装备 CAE 应用技术企

业重点实验室
东莞市凯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邱国良

3 广东省高等级道路沥青企业重点实验室
佛山高富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

责任公司
高国发

4 广东省铝型材加工与装备企业重点实验室 佛山市三水凤铝铝业有限公司 刘志铭

5 广东省智能电网新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高新华

6 广东省抗病毒药物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唐新发

7
广东省金属成形加工与锻压装备技术重点

实验室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李振石

8
广东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材料企业重点实

验室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付振晓

9 广东省电子化学品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为

10
广东省养猪与猪病防控技术研究企业重点

实验室

广东海大畜牧兽医研究院有限

公司
王贵平

11
广东省陶瓷机械节能环保技术企业重点实

验室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周鹏

12 广东申菱专业环境系统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
欧阳惕

13 广东省电子电路基材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晓声

14
广东省杂交稻种业关键技术研发企业重点

实验室
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王丰

15
广东省凝血因子类血液制品企业重点实验

室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朱光祖

16 广东省清远麻鸡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景栋林

17
广东省小家电关键性能技术企业重点实验

室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程传久

18 广东省电力电子装置重点实验室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李民英

19 广东省药用脂质重点实验室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

公司
许文东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

任

20
广东省肿瘤靶向治疗新药研发企业重点实

验室
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黄文林

21 飞机状态监测与综合保障重点实验室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黄欣

22 广东省新型压敏胶粘制品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宏昌胶粘带厂 吴伟卿

23 广东省工业摩擦学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兴

24
广东省遗传病检验检测新锐技术重点实验

室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

司
梁耀铭

25
广东省日用化学品可再生资源研究与应用

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杨作毅

26
广东省材料与构件防火检测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

限公司
陈少青

27
广东省高密度集成电路封装及测试基板企

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

司
曾志军

28
广东省电声电子技术研发与应用企业重点

实验室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谢守华

29 广东省移动支付企业重点实验室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梁洁

30
广东省高能锂电池研究与应用企业重点实

验室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刘金成

31 嘉宝莉环境友好涂料技术重点实验室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荣华

32 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祥斌

33
广东省家电产品绿色设计与制造技术企业

重点实验室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邵海波

34
高稳定性 LED 封装及应用关键技术重点实

验室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李钊英

35 广东省智能控制系统重点实验室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
王鹏

36 广东省人类疾病基因组重点实验室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张秀清

37
广东省农作物核心资源开发应用企业重点

实验室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倪雪梅

38
广东省畜禽健康养殖与环境控制企业重点

实验室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峰

39
广东省高纯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黄伟鹏

40
广东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技术企业重

点实验室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志列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实验室主

任

41
广东省兽用生物制品技术研究与应用企业

重点实验室
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陈瑞爱

42
广东省制冷设备节能环保技术企业重点实

验室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谭建明

注:按依托单位名称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