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单位：万元

序号 支持方向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2021年拟安

排金额

5250

1 科技平台载体类
广东大豪-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安全与零

部件联合实验室
广东大豪汽车安全系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0

2 科技平台载体类 潮汕美食研究院平台 汕头市金派食品有限公司 100

3 科技平台载体类 博启梦工场企业孵化器
惠州市博启梦工场孵化器有

限公司
100

4 科技平台载体类 特色香料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台山市牧仁农业有限公司 100

5 科技平台载体类
松树脂材定向培育与高值化利用技术

研究与示范
台山市红岭种子园 100

6 科技平台载体类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光电玻璃新

材料研发中心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7 科技平台载体类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增量建设 罗定市丰智昌顺有限公司 100

8 成果转移转化类
高玉米黄质含量万寿菊新品种选育及标准

化栽培技术研究
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

9 成果转移转化类 振动与噪声智能检测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珠海市精实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100

10 成果转移转化类 高精度谐波减速器的产业化 珠海市钧兴机电有限公司 100

11 成果转移转化类
5G智能移动终端印制电路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

司
100

12 成果转移转化类 人凝血因子VIII临床前研究 广东卫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00

13 成果转移转化类 石斛兰产业技术成果转化与种植示范
广东丹樱农业观光有限公司、

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100

14 成果转移转化类
澳士兰奶吧020智能柜创新项目的开发和

应用
汕头经济特区澳士兰牧场有限

公司
100

15 成果转移转化类
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成果转化与示范推

广
广东和利农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
100

16 成果转移转化类 广东鲈、鳜种质资源库建设 广东梁氏水产种业有限公司 100

17 成果转移转化类
鸡球虫病疫苗自动免疫技术在鸡苗孵

化场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100

18 成果转移转化类
南雄黄金香印葡萄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推广与智慧信息化应用
南雄市优源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100

19 成果转移转化类
南雄市高产泰椒恒压水肥一体化技术

推示范与应用
南雄市乐有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0

20 成果转移转化类 低钯水平沉铜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广东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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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成果转移转化类 智慧渔业工厂化养殖推广示范
东源县晶润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100

22 成果转移转化类
仙湖茶优异单株筛选与配套生态栽培

技术示范
东源县曾氏仙湖茶业发展有

限公司
100

23 成果转移转化类
灯塔盆地蓝莓种植标准化示范基地建

设
河源市茂青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0

24 成果转移转化类 油茶低产林提升改造技术集成与示范
东源县大地农林发展有限公

司
100

25 成果转移转化类
摆动和旋转复合运动的永磁电机研究

开发与推广应用
广东井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50

26 成果转移转化类 环保多功能煎烤器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广东辉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0

27 成果转移转化类 广佛手和蔬菜种植标准化示范与推广 广东圭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0

28 成果转移转化类 陆河县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陆河县果田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00

29 成果转移转化类 横栏镇三角梅技术创新平台
中山市林婷生态科技农业园

有限公司
100

30 成果转移转化类
横栏镇黄花风铃木矮化栽培与花期调控技

术研发与应用
中山市佳展时代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
100

31 成果转移转化类
横栏镇朱顶红优良新品种选育与产业化推

广
中山市西江花木研究有限公

司
100

32 成果转移转化类
横栏镇竹叶兰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产

业化推广
中山市横栏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0

33 成果转移转化类 基药布洛芬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研究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34 成果转移转化类 海水鱼虾种苗繁育基地建设 阳西县康顺虾苗场 100

35 成果转移转化类
延伸水产品冷冻加工产业链科技扶贫

项目
雷州市恒业水产有限公司 100

36 成果转移转化类
全自动一体化合成板生产线设备的研

制与产业化
雷州雷宝机械有限公司 100

37 成果转移转化类 天然碱泉水生产线技术升级改造 广东画景饮料有限公司 100

38 成果转移转化类
珍珠贝品种改良推广养殖培训及珍珠加工

科技扶贫项目
广东尊鼎珍珠有限公司 100

39 成果转移转化类 茂德公辣椒酱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广东茂德公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00

40 成果转移转化类 建设创新示范科技型加工基地 徐闻聚丰食品有限公司 100

41 成果转移转化类
南药种植和精细化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研

究及应用示范
化州市华逸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00

42 成果转移转化类 虾类自动化智能加工技术研究
甸硕水产科技（化州）有限公

司、清华大学
100

43 成果转移转化类 罗非鱼自动化加工技术研究及应用
茂名鸿业水产有限公司、广东

石油化工学院
100

44 成果转移转化类
怀乡鸡繁育、健康养殖示范及生鲜鸡

加工保鲜技术研发
广东盈富农业有限公司、茂
名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100

45 成果转移转化类 新岗茶标准化示范种植 怀集大稠顶茶场有限公司 50

46 成果转移转化类
单枞新品种引种、生态栽培技术及新

产品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怀集县下帅天仙茶叶专业合

作社
50

47 成果转移转化类
高品质富硒功能丝苗米生产技术研发

推广
怀集县新供销天润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50



48 成果转移转化类
有机肥料对果疏品质影响及生产技术

研发推广
怀集县展农果蔬种植有限公

司
50

49 成果转移转化类 冷冻技术对青梅腌制工艺改良的研究 普宁市东昱食品限公司 100

50 成果转移转化类
基于痔上黏膜环形错位套扎术的全自

动弹力线套扎吻合器产品开发
广东泰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

51 成果转移转化类 可降低细菌耐药性新药临床前药效研究 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

52 成果转移转化类 荔枝高位嫁接技术应用推广 普宁市玲珑荔枝专业合作社 100

53 成果转移转化类 新安大家禽疾病防控科技研发应用
广东新安大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
100

54 成果转移转化类 特色种养殖技术创新研发与推广
广东桂之神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100

55
农村科技特派员

类
陆丰市特派员工作站服务能力提升建

设与成果转化示范

陆丰市瀛泓渔农发展有限公
司、陆丰市碣海种养有限责

任公司
100

56
农村科技特派员

类
水产健康养殖标准化技术与服务优化

阳西县恒生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阳江市泰益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