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领企业 所在地市 服务类别 服务机构名称 拟兑付金(元) 合计(元)

1 广东清大智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 技术解决方案 东莞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新中心 100000 100000

2 东莞市骋翔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 产品检验 东莞沃德检测有限公司 9920

3 东莞市天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 产品性能测试 东莞沃德检测有限公司 14000

4 东莞市天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 产品性能测试 东莞沃德检测有限公司 4200

5 东莞迈新光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 指标测试 方圆广电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4900 24900

6 佛山市顺德区新生源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 产品检验 佛山市顺德区佳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2400

7 中山市合硕高品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 产品检验 佛山市顺德区佳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9600

8 中山市合硕高品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 产品检验 佛山市顺德区佳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0400

9 梅州市小瓷科技有限公司 梅州市 工业（产品）设计与服务广东富大陶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10 广东利事丰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金弘达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1 中山市海量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金弘达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2 中山市鸿勋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金弘达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3 普瑞金（深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 新技术委托开发 广东莱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4 东莞市普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 产品检验 广东能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282 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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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广东广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睿江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6 佛山市杜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睿江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7 广东浩迪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睿江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90000

18 广州畅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云计算服务 广东睿江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9 广州威溶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委托实验、验证服务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72000 72000

20 佛山市阿啪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64000

21 佛山市指尖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55000

22 佛山市指尖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23 佛山市阿啪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36000

24 中山市蓝鹏软件有限公司 中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34000

25 中山市蓝鹏软件有限公司 中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66000

26 广东福田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7 珠海市丰华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8 中山卓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29 中山卓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 技术解决方案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75000

30 珠海铂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 产品检验 广东远方检测有限公司 12858 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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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广州市鼎安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产品性能测试 广州达测科技有限公司 88149 88149

32 广东亮美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产品检验 广州弘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500 28500

33 肇庆市五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 技术解决方案 河源市新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8800 28800

34 广东邦达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 产品检验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83

35 广东青云山药业有限公司 韶关市 产品检验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234

36 广东亿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 产品检验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541

37 深圳亚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产品检验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522

38 深圳市创力能电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 产品检验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0

39 广州影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云计算服务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2720 12720

40 深圳科立讯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市 产品检验 深圳华通威国际检验有限公司 20100

41 深圳迎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产品性能测试 深圳华通威国际检验有限公司 8000

42 汕头市骏码凯撒有限公司 汕头市 指标测试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11501 11501

43 中山泰腾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 产品检验 中山市立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20 1620

合计：21059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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