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第一批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拟认定名单 
广州（26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传染病及遗传病体外诊断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特殊行业特种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电科院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 广东省互联网智库及决策支持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云润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灵长类实验动物疾病模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蓝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冷链标准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拜尔冷链聚氨酯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食用农产品安全现场筛查与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安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智能巡检防疫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科开创（广州）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机器视觉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普理司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医疗服务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机器人柔性生产线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中设机器人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工业钴-60伽玛射线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辐锐高能技术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节能与洁净空调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同方瑞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高效杀菌消毒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艾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呼吸道病毒诊断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和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人体微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南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精准分子检测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国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感染控制医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康亦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生活环境无害化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呼吸道病毒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恩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妇幼设备信息管理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莲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呼吸系统药物新型吸入给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健康元呼吸药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呼吸感染防控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安捷生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天泽阳光康众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智能监护医用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凯泰科（中国）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非接触式红外测温筛查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玖的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医学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康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60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智慧疾病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医疗非接触语音交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北科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环保型深紫外LED杀菌消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医学数字影像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省疫情预警防控精准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数位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7 广东省静电与微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兴业卓辉实业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染色封片一体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达科为（深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机器人智能交互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AI红外测温智能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卡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红外测温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爱立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智能车载式无人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热成像测温预警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智慧城市公共安全预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固废危废污染隔离防渗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红外光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芯思杰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智能消杀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云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静脉配药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桑谷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公交车人脸识别红外测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布谷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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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广东省大数据支撑智慧公安执法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神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红外体温检测设备成型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五鑫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工业网络传输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移动智感安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零壹移动互联系统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超高清医疗显示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普耐科技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医疗AGV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力子机器人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室内智能移动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瑞之辰科技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纳米金免疫快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博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天然生物活性免洗抑菌洁手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兰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绿色印刷及智能包装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银纳米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科创智技术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电解质分析与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希莱恒医用电子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基因芯片和分子诊断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港龙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血液检测智能化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爱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安防无人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有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医用口罩光学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医用防护服拉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圣达拉链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公共空间消毒净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航大记股份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医用4D超声探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深超换能器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心脑血管激光治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医用口罩材料及制造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升薄膜材料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重组病毒样颗粒（VLP）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人乳头瘤病毒（HPV）基因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凝血与免疫体外诊断仪器与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基因工程重组蛋白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临床医疗智能检测仪器和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锦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多糖类抗肿瘤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化学药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妇幼健康管理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京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单分子测序仪与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真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病原体体外诊断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生科原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掌式脉搏血氧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安维森实业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医疗数字化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汇健医疗工程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凯特生物医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高特异性生物快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通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感染性疾病诊断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达科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体外诊断自动化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万臣科技有限公司

59 广东省医疗监护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杰纳瑞医疗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60 广东省肿瘤早筛与个性化基因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4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无源射频识别及传感器集成电路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晶通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超声波自动化应用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灵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医疗特种车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鹏宇汽车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免疫用核酸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丽凡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2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高强度柔软透气医用无纺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三水通兴无纺布有限公司

2 广东省4K荧光医用内窥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欧谱曼迪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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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18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睡眠呼吸诊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毅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政务大数据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移动终端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每通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凯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扫地机器人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智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无纺布过滤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亿茂滤材有限公司

7 广东省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嘉达磁电制品有限公司

8 广东省高性能聚丙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超声波无纺布全自动生产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快裕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高熔指高流动熔喷布专用PP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格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柔性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康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光电红外传感器和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传晟光电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智能高速精密压力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豪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绿色表面活性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椰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呼吸病学医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永胜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智能医疗影像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上药桑尼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体外诊断试剂抗体原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菲鹏生物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医用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天天向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4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无线智能控制(RC)锂离子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超聚电池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净化擦拭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杰佰净化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分子绝热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优比贝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广东省中药消炎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九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2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无纺布材料及生产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多用途热风缝口密封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江海区铁金刚机械有限公司

肇庆（3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超净高纯化学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广试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微特轴流散热风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晟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性能离心式风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德庆县奥众风机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3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非标准自动化设备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弘达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美迪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固体废物破碎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斯瑞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安全输注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海鸥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天然冰片提取与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智能医疗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机医用机器人技术（清远）有限公司

汕头（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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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省口罩及棉签医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泰恩康医用器材厂有限公司

汕尾（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卫生及医用防护用品无菌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娜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3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新型双氧水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2 广东省汽车零部件精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骏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 广东省血浆蛋白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博雅生物制药（广东）有限公司

阳江（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功能性保健食品研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阳春市信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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