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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 2020 年第一批更名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序号 变更前名字 变更后名字 证书编号 所在地市 

1 广州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泰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2160 广州市 

2 广州辉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辉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10952 广州市 

3 广州市全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全力工程有限公司 GR201844000191 广州市 

4 广州巨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巨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5740 广州市 

5 广州积雨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风雨雷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0153 广州市 

6 广州迈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迈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2844 广州市 

7 广东敦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敦源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GR201844010466 广州市 

8 广州市润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润霖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GR201744005370 广州市 

9 广州淘巴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帅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5587 广州市 

10 广州市网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氏科技（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7826 广州市 

11 广州市永壹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广东永壹珠江电缆有限公司 GR201744006708 广州市 

12 广州创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创慧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3934 广州市 

13 广州九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青木川环保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GR201744008406 广州市 

14 广东优势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优势智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4265 广州市 

15 广州市稳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稳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4446 广州市 

16 广州翼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翼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2660 广州市 

17 广州市力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GR201744010281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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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前名字 变更后名字 证书编号 所在地市 

18 广州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5912 广州市 

19 广州戴卡旭铝铸件有限公司 广东戴卡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GR201944006494 广州市 

20 广州白云永泰环卫设备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永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GR201744011800 广州市 

21 广州紫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紫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2901 广州市 

22 广州第吉尔智能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亚萨合莱（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7920 广州市 

23 广州市锦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锦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7536 广州市 

24 广州市译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译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1900 广州市 

25 广州静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0442 广州市 

26 广州尚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尚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1700 广州市 

27 广州昊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昊毅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11578 广州市 

28 广东博曼心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民心理服务中心（广东）有限公司 GR201744003077 广州市 

29 广州德泰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德泰克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1433 广州市 

30 广州手拉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手拉手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6964 广州市 

31 广州市励鑫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广州励鑫照明灯具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9041 广州市 

32 广州凌仁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凌仁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3527 广州市 

33 广州市广成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成明（广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4681 广州市 

34 广州市博诺通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博诺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4783 广州市 

35 广州市毅峰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毅峰（广州）汽配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6485 广州市 

36 广州伊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伊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0161 广州市 

37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8676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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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广州乐匠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乐匠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744008155 广州市 

39 广州纳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纳指数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5679 广州市 

40 广州卡迪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卡迪莲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0193 广州市 

41 广州欧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维尔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8985 广州市 

42 广东生健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卓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1519 广州市 

43 广州永誉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广州永誉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

限公司 
GR201844001228 广州市 

44 广州市景泽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广东景泽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9892 广州市 

45 广州市三国水性油墨有限公司 广州市三国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744003586 广州市 

46 广州奥拓夫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奥拓夫精密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GR201844007183 广州市 

47 广州广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学府信息技术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GR201744002570 广州市 

48 广州万绿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广州万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GR201844007097 广州市 

49 广州名科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广东名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GR201944007689 广州市 

50 广州华农大实验兽药有限公司 广东华农高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GR201844006376 广州市 

51 广州威普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威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4240 广州市 

52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6049 广州市 

53 广州固耐特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固耐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944004329 广州市 

54 广州市辰希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辰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9744 广州市 

55 广州市新茵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茵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 GR201844000230 广州市 

56 广州市乐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乐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7726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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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公司 广州鹰金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GR201944004584 广州市 

58 广州中铭建筑装饰公司有限公司 广州中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GR201844002001 广州市 

59 广州嘉特利微电机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电机有限公司 GR201744010444 广州市 

60 广东银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银浩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GR201844008816 广州市 

61 广东金一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金一百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7394 广州市 

62 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GR201844007348 广州市 

63 广州林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林工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GR201944004855 广州市 

64 广州市安驰灯光有限公司 广州安驰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10321 广州市 

65 广州神队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小嘀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7110 广州市 

66 广州市宏科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宏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9190 广州市 

67 广州科测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科测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GR201744001734 广州市 

68 广州罗杰韦尔电气有限公司 罗杰韦尔控制系统（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3654 广州市 

69 广州铭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铭子通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0087 广州市 

70 广州凌天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广州凌天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GR201944001314 广州市 

71 广州富尔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富尔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6043 广州市 

72 广州云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云华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5855 广州市 

73 广东可信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可信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1085 广州市 

74 广东信佰君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君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GR201944006850 广州市 

75 广州市迅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迅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2743 广州市 

76 广州博鹭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广州博鹭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3988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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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广州艺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艺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0951 广州市 

78 广州培生教育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培生智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4896 广州市 

79 广州市锐尚展柜制作有限公司 广州市正尚展示用品制作有限公司 GR201944008483 广州市 

80 广州涅生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涅生科技（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8019 广州市 

81 广州极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极尔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4375 广州市 

82 广州仪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广州仪控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7108 广州市 

83 广州鑫电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鑫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5384 广州市 

84 广州乐言玩具有限公司 广州乐言文创实业有限公司 GR201944010475 广州市 

85 广州市银塑阻燃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银塑阻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4696 广州市 

86 广东长建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长建实业有限公司 GR201844002146 广州市 

87 广州市思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思正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7776 广州市 

88 广州市花都三华塑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三华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4278 广州市 

89 广州市美美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美美电器有限公司 GR201744000322 广州市 

90 广州市天纬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天纬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GR201844005531 广州市 

91 广州信成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信成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5631 广州市 

92 广州普希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普希斯（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3227 广州市 

93 广州市合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合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5857 广州市 

94 广州市寅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寅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9146 广州市 

95 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省明静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1273 广州市 

96 广州市东宏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东宏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6320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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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广州市番禺区协运来化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协运来实业有限公司 GR201744004557 广州市 

98 广州汉道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优信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9725 广州市 

99 广州博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博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5914 广州市 

100 广东长宏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R201944004101 广州市 

101 广东省广弘华侨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GR201944006295 广州市 

102 广州光海热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光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0582 广州市 

103 广州化工研究设计院 广州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GR201844010573 广州市 

104 广州市钜溢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钜溢国瑞集团有限公司 GR201844006555 广州市 

105 广州市鑫升巨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鑫升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5569 广州市 

106 广州市万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万灵帮桥医疗器械（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GR201944003652 广州市 

107 广东新岸线计算机系统芯片有限公司 广东新岸线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7473 广州市 

108 广东紫光云平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紫云平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GR201944000297 广州市 

109 广州市凯旭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凯旭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1650 广州市 

110 广州市钜保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钜保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GR201944009463 广州市 

111 广州南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南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4127 广州市 

112 广州九沐象能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九沐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GR201944006315 广州市 

113 广州市网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道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8188 广州市 

114 广州市英加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英加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2108 广州市 

115 广州市和益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和益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4179 广州市 

116 广州万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粤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5145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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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穗芳智慧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9736 广州市 

118 广州希森美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希森美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3805 广州市 

119 广州市炜艺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新丽新印务有限公司 GR201944002911 广州市 

120 广州赫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赫攀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GR201944008568 广州市 

121 广东新康博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盈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7951 广州市 

122 广州迪科电力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迪科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GR201844003354 广州市 

123 广州市伟旺热熔胶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伟旺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944009883 广州市 

124 广州德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德控信息技术（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5576 广州市 

125 广东以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医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3830 广州市 

126 广州吉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吉梯机电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4160 广州市 

127 广州小蜜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小蜜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5446 广州市 

128 广州市百力仕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百力仕清洁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9540 广州市 

129 广州贝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驼人贝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5802 广州市 

130 广州丰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丰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3667 广州市 

131 广东海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海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6300 广州市 

132 广州达迈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达迈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8221 广州市 

133 广州甲宝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甲宝输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9828 广州市 

134 广州华大锦兰花卉有限公司 广东华大锦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10447 广州市 

135 广州云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10587 广州市 

136 广州熠森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熠森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0438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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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广州市乔迪塑料有限公司 乔迪（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2406 广州市 

138 广州市全周至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全程云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8482 广州市 

139 广州市集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集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1769 广州市 

140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GR201944008058 广州市 

141 广州博雕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广东博雕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GR201844002204 广州市 

142 广州顶梁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科研拓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4216 广州市 

143 广州市金象工业生产有限公司 广州金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GR201944008959 广州市 

144 广州市玉枕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玉枕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GR201944004277 广州市 

145 精测（广州）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精测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2956 广州市 

146 广州小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小帆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GR201744004448 广州市 

147 广州西海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西海雨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GR201744007712 广州市 

148 广州中航水上设施建造有限公司 广东中航水上设施建造有限公司 GR201744002186 广州市 

149 广州市翼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翼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5941 广州市 

150 广州超级龙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超级龙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0437 广州市 

151 广东咏煌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咏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GR201844005672 广州市 

152 广东艺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艺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9931 惠州市 

153 广东和氏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4646 珠海市 

154 广东精冷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精冷源建设有限公司 GR201844009637 珠海市 

155 珠海昊森万荣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昊森万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1632 珠海市 

156 珠海康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康德莱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GR201744005340 珠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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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珠海强安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强安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7090 珠海市 

158 珠海亿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亿诚（珠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GR201844008453 珠海市 

159 珠海安作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珠海安作机器人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GR201744002325 珠海市 

160 汕头市永新织造有限公司 华美时尚有限公司 GR201844007967 汕头市 

161 汕头市澄海区森宝玩具有限公司 广东森宝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GR201844008296 汕头市 

162 汕头市新谷塑业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省新谷塑业包装有限公司 GR201744001254 汕头市 

163 汕头市瑞驰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瑞驰包装有限公司 GR201844010490 汕头市 

164 汕头市荣昌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荣昌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GR201844002745 汕头市 

165 佛山市顺德区众联创展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众联创展智能科技限公司 GR201744001384 佛山市 

166 佛山市宏正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宏正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GR201944002195 佛山市 

167 广东威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威鹏路桥有限公司 GR201944000277 佛山市 

168 佛山市饰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饰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4715 佛山市 

169 广东轩金科技有限公司 轩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GR201844003399 佛山市 

170 佛山市科斯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科斯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8578 佛山市 

171 佛山市启动成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启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GR201844004314 佛山市 

172 佛山市南海丰昊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丰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5129 佛山市 

173 佛山市锐拓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锐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0492 佛山市 

174 佛山溢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楠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0082 佛山市 

175 佛山市顺德区怡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怡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GR201744006783 佛山市 

176 佛山市顺德区纵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纵奇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3102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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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佛山市汇之华电气有限公司 广东汇之华电气有限公司 GR201844008725 佛山市 

178 广东云立方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云立方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4488 佛山市 

179 广东晨宝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晨宝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2160 佛山市 

180 佛山市乐华恒业卫浴有限公司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11431 佛山市 

181 佛山市巨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巨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9351 佛山市 

182 佛山市精达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精达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1251 佛山市 

183 佛山东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东燊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GR201944006235 佛山市 

184 佛山市国方商标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方识别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10309 佛山市 

185 佛山市兰海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绿源华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10681 佛山市 

186 佛山市碧沃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碧沃丰生物科技（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3368 佛山市 

187 佛山市顺德区卡地尔卫浴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卡地尔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1026 佛山市 

188 佛山市南海顾的五金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广东顾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10971 佛山市 

189 佛山市信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信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7683 佛山市 

190 佛山市路华迪高厨卫洁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路华迪高整体家居智造有限公司 GR201744008574 佛山市 

191 广东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医生（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2716 佛山市 

192 佛山市美捷远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捷远电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10019 佛山市 

193 佛山市辉鸿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辉鸿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GR201844006402 佛山市 

194 佛山市顺德区万诺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万诺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GR201844008623 佛山市 

195 中山市正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正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7339 佛山市 

196 华安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华安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10739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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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佛山市顺德区名纤布业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名纤布业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10449 佛山市 

198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伟力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伟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5255 佛山市 

199 佛山市顺德区港古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广东港古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GR201944000394 佛山市 

200 佛山市顺德区携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携创电机有限公司 GR201944002321 佛山市 

201 佛山市顺德洛基特水暖洁具产品有限公司 洛基特水暖厨卫系统（广东）有限公司 GR201744001209 佛山市 

202 佛山市豪伟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豪德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GR201944002817 佛山市 

203 广东神洲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神洲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GR201744005707 佛山市 

204 佛山市维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维正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GR201944000975 佛山市 

205 佛山纬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纬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11205 佛山市 

206 佛山市爱美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绍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4828 佛山市 

207 广东兴顺佳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兴顺佳集团有限公司 GR201944009302 韶关市 

208 广东高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高恩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4060 韶关市 

209 河源市鑫达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鑫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6778 河源市 

210 河源市杰成五金有限公司 杰成电子科技（河源）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0681 河源市 

211 河源市凯源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河源市凯源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5045 河源市 

212 河源市树熊超硬磨具有限公司 树熊新材料科技（河源）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10268 河源市 

213 梅州市永安联网报警服务有限公司 叁壹叁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8675 梅州市 

214 广东竣耀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俊耀控股有限公司 GR201844011180 梅州市 

215 梅州旺兴达光电有限公司 广东万圣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1861 梅州市 

216 惠州大亚湾伊科思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伊斯科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R201944000139 惠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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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惠州市臻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臻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0770 惠州市 

218 惠州臻享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臻享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9870 惠州市 

219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5954 惠州市 

220 广东尼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尼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GR201744008489 惠州市 

221 惠州市易隆联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易隆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0876 惠州市 

222 惠州市尊宝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尊宝智能控制有限公司 GR201944004250 惠州市 

223 力王新材料（惠州）有限公司 广东力王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844008555 惠州市 

224 东莞圣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圣辰自动化技术（东莞）有限公司 GR201744007156 东莞市 

225 东莞市阿拉法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省阿拉法照明有限公司 GR201844003841 东莞市 

226 东莞市欣思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9838 东莞市 

227 东莞市小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小可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1951 东莞市 

228 东莞东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东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744006276 东莞市 

229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智能科技（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2577 东莞市 

230 东莞高精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高精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GR201744004859 东莞市 

231 东莞市祥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祥科智控装备有限公司 GR201844004119 东莞市 

232 广东欧工软装设计配套有限公司 广东欧工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1814 东莞市 

233 广东三鼎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三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GR201844003964 东莞市 

234 广东卓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卓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GR201844005399 东莞市 

235 东莞市三优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三优聚合物装备有限公司 GR201944009047 东莞市 

236 东莞市百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堡塔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GR201944000059 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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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东莞科曼利智控有限公司 科曼利（广东）电气有限公司 GR201944005668 东莞市 

238 东莞市山普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山普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4461 东莞市 

239 东莞市循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循美（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0842 东莞市 

240 东莞市益霆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益霆环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6293 东莞市 

241 广东优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优科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GR201944008955 东莞市 

242 东莞市欧可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广东欧可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GR201844004196 东莞市 

243 东莞市乔锋机械有限公司 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6415 东莞市 

244 广东深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星星显示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GR201944009486 东莞市 

245 东莞市新网管道煤气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新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GR201944008204 东莞市 

246 东莞市翔宇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广东高沃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1200 东莞市 

247 广州原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原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9482 东莞市 

248 东莞市邓工精密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邓工测量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11253 东莞市 

249 东莞震坤软件有限公司 广东中科震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1196 东莞市 

250 广东雅丽斯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雅丽斯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744006321 东莞市 

251 东莞市德诚精密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德诚拉链（东莞）有限公司 GR201944009507 东莞市 

252 东莞市安展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安展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GR201744011343 东莞市 

253 东莞市奕东电子有限公司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6424 东莞市 

254 东莞光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光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3509 东莞市 

255 东莞市光宇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光宇实业有限公司 GR201744000203 东莞市 

256 东莞市全普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全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0249 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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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东莞市汇成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4573 东莞市 

258 东莞铭基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铭基高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7319 东莞市 

259 东莞市超旺纱线有限公司 广东超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6621 东莞市 

260 东莞市盛雄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盛雄激光先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7255 东莞市 

261 东莞市精诚胶表调剂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7853 东莞市 

262 东莞市睿泰涂布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立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2672 东莞市 

263 东莞市赛维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赛维精密科技（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0756 东莞市 

264 东莞市凯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GR201844007580 东莞市 

265 中山市云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3352 中山市 

266 中山金佳远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金佳远印刷有限公司 GR201744008076 中山市 

267 中山市朗斯卫浴有限公司 中山朗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8237 中山市 

268 中山悦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悦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11167 中山市 

269 中山市鑫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鑫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GR201744006036 中山市 

270 安德士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安德士新材料（中山）有限公司 GR201844010148 中山市 

271 中山市天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广东天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GR201744009486 中山市 

272 中山市明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明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10478 中山市 

273 中山市巨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巨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6855 中山市 

274 广东惠利普路桥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惠利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8966 中山市 

275 中山市联和众邦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联和众邦智能货架设备有限公司 GR201844010295 中山市 

276 中山市迪雅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雅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GR201844001145 中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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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中山万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万瑞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8565 中山市 

278 广东菜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菜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GR201744009264 中山市 

279 广东汉唐量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快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1868 中山市 

280 广东腾骏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腾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3071 中山市 

281 中山市佳域顺芯软件有限公司  佳域顺芯（广东）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GR201844007865 中山市 

282 中山市金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金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1389 中山市 

283 中山中友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中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0391 中山市 

284 中山市云昭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云昭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0117 中山市 

285 中山市永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永定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10331 中山市 

286 中山丽耐莱特照明有限公司 丽耐莱特照明（广东）有限公司 GR201844006979 中山市 

287 中山市上的电器有限公司 上的智能厨业（广东）有限公司 GR201744008091 中山市 

288 中山市明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明源云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6169 中山市 

289 中山市康乃欣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康乃欣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8229 中山市 

290 中山市旺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旺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9584 中山市 

291 江门市新会区先骏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先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6278 江门市 

292 江门市龙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佐藤技研（江门）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3046 江门市 

293 江门市科盈无纺布有限公司 广东科盈无纺布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4031 江门市 

294 开平市高美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高美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GR201944006567 江门市 

295 鹤山市康美家具卫浴有限公司 鹤山市康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3634 江门市 

296 雅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雅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2921 江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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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江门好立得胶粘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好立得实业有限公司 GR201944006326 江门市 

298 江门新时代胶粘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新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5028 江门市 

299 江门市天澜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江门市天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8740 江门市 

300 江门市新会区天海有限公司 广东汇海材料有限公司 GR201744006625 江门市 

301 江门中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7080 江门市 

302 茂名市佰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佰得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5271 茂名市 

303 广东东江城市害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东江虫控生态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GR201944008518 肇庆市 

304 肇庆市金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5105 肇庆市 

305 肇庆粤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肇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GR201844008462 肇庆市 

306 肇庆市赛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赛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8957 肇庆市 

307 肇庆市鸿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鸿天金属有限公司 GR201844010192 肇庆市 

308 清远市亿源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亿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6381 清远市 

309 金禄（清远）精密科研投资有限公司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5970 清远市 

310 清远市伟力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卡西奥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1944005856 清远市 

311 揭阳市亮丰达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亮丰达实业有限公司 GR201944004816 揭阳市 

312 揭阳市永日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永日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4174 揭阳市 

313 广州舒肤特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州舒肤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3423 广州市 

314 广州市龙自安电气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自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11695 广州市 

315 广州都市圈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海达星宇技术有限公司 GR201744004493 广州市 

316 广州博瞻恒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 GR201744002362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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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广东嘉荣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嘉荣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4045 广州市 

318 广州极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极米传媒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GR201744007236 广州市 

319 广州腾龙电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腾龙健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GR201944007452 广州市 

320 广州市拓南船务有限公司 广东拓南船务集团有限公司 GR201744008413 广州市 

321 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明道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R201744009206 广州市 

322 河源市博康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省博康电子有限公司 GR201844010661 河源市 

323 广东瑞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明阳电气有限公司 GR201744002088 中山市 

324 中山市春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春兴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GR201744010977 中山市 

325 爱普拉斯（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宜易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11002939 广州市 

326 深圳博大博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博大博聚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201820 广州市 

327 广州环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环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R201844002466 汕尾市 

328 东莞市上运激光制版有限公司 广东上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1650 江门市 

329 北京华夏凯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肇庆华夏凯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GR201811008707 肇庆市 

330 东莞市良展有机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良展有机硅科技有限公司 GR201944000696 肇庆市 

331 广东顺德德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德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GR201744007477 肇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