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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广州（181家）

1 广东省8K超高清摄录设备（博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博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柔性电子显示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安旭特电子有限公司

3 广东省超高清低能耗液晶显示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谱(广州）电子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高频高速印制电路板（添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光学影像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高性能精密磁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德珑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7 广东省长寿命铝电解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金立电子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摄像模组开发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立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信息安全与保密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流媒体高保真数字音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笙达电器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产业数字化转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智慧客运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智能设备运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平云小匠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物联网智慧课堂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精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证券智慧投顾服务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万隆证券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国产自主化研运体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嘉为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运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金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人工智能网约车智慧出行平台（如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宸祺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市政道桥智能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数字技术与产业应用（云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云蝶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智慧协同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电力智能运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健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 广东省能源化工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企业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支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城乡规划建设智能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城乡院（广州）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即时通讯及音频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语音语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国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汇通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新型数据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云下汇金科技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海洋数据创新（邦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邦鑫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定制家居数智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圆方计算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交通行业数字化应用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东方思维科技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5G+AI未来影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通沃音乐文化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绿色节能模块化数据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南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中小学智慧校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宏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基于5G与音视频处理技术的智慧教育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盈可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新一代光与无线通信接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芯德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智能通信布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宇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分布式数据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巨杉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海上风电智慧工地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科诺勘测工程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绿色工程建造（中铁南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铁建设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机场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高性能定制服务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信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金融数据分析决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经传多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监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冶金长材装备制造与运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汉威广园（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船舶与海洋工程改装及修理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文冲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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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广东省锂电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易鸿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极地船舶加热盘管绿色环保高效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龙穴管业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农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智能清洁服务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科语机器人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智能家居系统控制技术（河东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河东科技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智能化节能工业控制电机（瑞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瑞宝电器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低噪节能与高精度智能电梯（GOST）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西子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精准化与个性化中药称重包装智能设备及生产线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个性化医疗器械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黑格智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垂直运输机械智能化和高效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特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59 广东省赛奥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赛奥碳纤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0 广东省智能化液态硅胶注射成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天沅硅胶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61 广东省超大型一体化压铸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62 广东省花边织物与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天海花边有限公司

63 广东省磊蒙破碎筛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磊蒙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64 广东省高端工业搅拌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林工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65 广东省公路运营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快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66 广东省建筑施工智能安全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67 广东省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铁路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8 广东省个人护理电子产品（星际悦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星际悦动股份有限公司

69 广东省智慧机场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70 广东省高阻燃低烟环保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坚宝电缆有限公司

71 广东省基于信息化BIM技术的交通隧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

72 广东省节能环保冰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

73 广东省智能一体化环保型旋涡空气压缩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森自控日立万宝压缩机（广州）有限公司

74 广东省智慧能源(远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远正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广东省污水处理及污泥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76 广东省节能减材施工与数字化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协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7 广东省智能低碳污水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华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8 广东省污水深度处理与运营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绿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9 广东省污废水降碳再生与智慧运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广深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广东省环境科技（金田瑞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金田瑞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81 广东省绿色智慧机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白云空港设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82 广东省环境预警与风险管理（中联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联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3 广东省智慧耕地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友元国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84 广东省移动源污染排放监测与监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5 广东省环境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86 广东省VOCs污染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金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87 广东省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华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8 广东省绿色低碳环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华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89 广东省智慧医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90 广东省智慧医疗技术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 广东省医用生物膜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云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2 广东省益生菌与母婴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合生元（广州）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93 广东省感染精准诊断（微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94 广东省难溶性药物创新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诺诚健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95 广东省多重 PCR 技术研究与肿瘤诊断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迈景基因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96 广东省重大遗传性疾病基因筛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精科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97 广东省中医药智慧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固生堂中医养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 广东省医药创新标准物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隽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 广东省用于遗传病治疗的基因治疗载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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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广东省标准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佳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 广东省生物诊断标准物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邦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2 广东省医美材料与功效护肤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暨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3 广东省荔枝全产业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司

104 广东省乳品加工（华农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华农大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05 广东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森霖造绿有限公司

106 广东省新型安全高效预混合饲料（海因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海因特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07 广东省食品与生物发酵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108 广东省植物甾醇及衍生物生理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蔚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9 广东省植物营养和功效成分提取分离及产业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合诚三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0 广东省洗护用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德谷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111 广东省淡水鱼生态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诚一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112 广东省工程塑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仕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13 广东省塑料软管创新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爱索尔（广州）包装有限公司

114 广东省母婴健康护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露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广东省高分子材料长安粘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长安粘胶制造有限公司

116 广东省热镀锌汽车用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JFE钢板有限公司

117 广东省多功能激光工业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码清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18 广东省高精密弹簧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奥图弹簧有限公司

119 广东省特种金属成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20 广东省3D人脸识别智能锁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亚太天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1 广东省碳化硅单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南砂晶圆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122 广东省半导体微连接封装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先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3 广东省绿色精细化工日化用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

124 广东省有机硅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斯洛柯高分子聚合物有限公司

125 广东省空分数字化与工业气体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钢气体（广州）有限公司

126 广东省电子级稀土材料制备（广州建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建丰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127 广东省高性能机制砂与尾矿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顺兴石场有限公司

128 广东省高性能湿拌砂浆外加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浪淘砂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29 广东省建筑数字化与智慧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有色工业建筑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

130 广东省盾构施工耗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铁建华南建设（广州）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131 广东省路桥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苏交科集团广东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132 广东省航空器智慧检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133 广东省轨道交通绿色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134 广东省塑料绿色低碳循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135 广东省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建筑湾区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136 广东省建筑施工（广州三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7
广东省建筑垃圾资源化高效循环利用及其再生生态建材制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新瑞龙生态建材有限公司

138 广东省新型储能与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9 广东省太阳能供电便携锂电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奥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0 广东省储能及动力电池用涂碳箔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纳诺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41 广东省智能电动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2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全域生态智驾互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43 广东省汽车零部件轻量化冲焊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丰铁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44 广东省节能与新能源智能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汽本田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145 广东省重型卡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146 广东省氢燃料电池系统（雄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雄川氢能科技（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147 广东省汽车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 广东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创新研究院

149 广东省预制菜（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

150 广东省低碳农业绿色投入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

第 3 页，共 18 页 （粤科函产字〔2023〕172号）



20
22
年
度
广
东
省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认
定
名
单

 2022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51 广东省区块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

152 广东省农业人工智能及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153 广东省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方医科大学

154 广东省腐蚀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腐蚀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155 广东省骨缺损功能修复与生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6 广东省光电传感材料与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大学

157 广东省芯片化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

158 广东省半导体泵浦激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科技创新研究院

159 广东省智能装备与产品密码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160 广东省全耗尽绝缘体上硅集成电路技术与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

161 广东省应急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62 广东省低碳智能电力电子装备及其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163 广东省医用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中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64 广东省基因编辑与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辑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65 广东省中药经典名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中大南沙科技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

166 广东省微生物育种与创新应用（慕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慕恩（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7 广东省口腔正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欧欧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68 广东省植物源活性成分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科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69 广东省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PGA）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高云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0 广东省数据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数说故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1 广东省分子炼油工业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辛孚科技有限公司

172 广东省危险废弃物综合处置（维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维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73 广东省流程工业数智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博依特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4 广东省数字安全智能防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锦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5 广东省技术转移智能匹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华南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176 广东省空间定位技术光波导MR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谷东科技有限公司

177 广东省智能客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讯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78 广东省生物医用材料与海洋生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贝奥吉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9 广东省先进储能器件与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巨湾技研有限公司

180 广东省增材制造技术及应用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赛隆增材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81 广东省有机半导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追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319家）

1 广东省超清移动LED显示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特种智慧照明及智能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乐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专用芯片摩西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摩西尔电子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智能8KLED显示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蓝普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HDR 8K LED户外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

6 广东省LED设备与工艺应用（佳思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佳思特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7 广东省城市照明智慧运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永恒光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广东省驱动电源暗能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暗能量电源有限公司

9 广东省高亮高清LED显示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得润光学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车载智能显示总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创维汽车智能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光场3D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英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存储控制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得一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驱动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芯茂微电子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Mini Led背光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宏普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数字手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汉王友基科技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3LCD超高清激光投影光学引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毅丰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大尺寸超高清LED光电显示玻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晶泓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高性能存储控制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宏芯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超高清LED新型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创维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高端激光投影显示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科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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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东省智能高清投影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橙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Mini/Micro LED创新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星源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过电压安全防护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槟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5G通讯天线耦合印制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通信防雷及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瑞隆源电子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耐高温长寿命固态铝电解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柏瑞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短程超带宽无线智能通信技术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丰禾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高效微型开关电源模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索源科技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射频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瀚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柔性大载流高屏蔽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实锐泰科技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高精密高传输浮动抗震连接器（锦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锦凌电子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辅助结构高精度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祺利电子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新型智能雾化装置及吸入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雾芯科技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新型特种印制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深联电路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高速存储连接器创益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高可靠智能功率半导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吉华微特电子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移动通信终端精密功能器件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领略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智能家电继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旺荣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光电耦合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奥伦德元器件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通讯连接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盛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精密零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拓普联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功率半导体芯片掩模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精密智能工业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志奋领科技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液晶模组设计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先进时钟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国微电子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EDA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国产高性能存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忆联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无线终端射频芯片与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飞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微源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微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高端嵌入式存储芯片研发及先进封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时创意电子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集成电路晶圆级先进封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芯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NAND Flash存储控制芯片(硅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硅格半导体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高端存储芯片封装及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沛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高可靠性智能存储控制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高性能模拟及数模混合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高端32位MCU/SoC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航顺芯片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集成电路封测电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电通纬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智能控制终端贴装及智能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拓普泰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9 广东省存储器智能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置富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60 广东省高精度低功耗电池管理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创芯微微电子有限公司

61 广东省大功率高可靠性半导体功率器件封装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盛元半导体有限公司

62 广东省智能计算机移动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亿道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63 广东省健康智能可穿戴按摩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4 广东省消防物联网与智能终端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泰和安科技有限公司

65 广东省VR/AR及超高清影像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看到科技有限公司

66 广东省原笔迹手写输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绘王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67 广东省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千分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千分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68 广东省IOT智能影音交互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感臻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69 广东省智能交互家电（北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有限公司

70 广东省特种高清光学成像镜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柏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1 广东省先进智能化厨电（康家佳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康家佳品智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72 广东省工业视觉控制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研盛芯控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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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广东省新视听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冠捷视听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4 广东省轻量级密码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75 广东省智能对话交互与多模态数字人追一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追一科技有限公司

76 广东省智慧安防AI视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77 广东省智能金融资产管理与托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8 广东省零信任安全访问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广东省融媒体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新闻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0 广东省云计算智慧停车（道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 广东省保险科技（中保车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保车服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82 广东省多元化互联网创新游艺大数据（乐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乐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3 广东省云税信息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84 广东省互联网货运服务平台（货拉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

85 广东省供应链金融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前海环融联易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86 广东省高速公路数字化（成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成谷科技有限公司

87 广东省云健康智能卫浴（恒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恒洁智能卫浴(深圳)有限公司

88 广东省软件供应链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开源互联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89 广东省新一代智慧医疗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坐标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90 广东省超低延时交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云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91 广东省智慧口岸信息化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软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2 广东省智慧口岸综合管控及大数据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正联实业有限公司

93 广东省通用工业设备数字化及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蘑菇物联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94 广东省基于智慧图书馆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恒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广东省自然资源大数据应用（中铭高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中铭高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96 广东省实时音视频通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抖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7 广东省5G移动通信基站及射频微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佳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98 广东省高端WiFi网通及云端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欣博跃电子有限公司

99 广东省无线网络多网智能连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优克联新技术有限公司

100 广东省AIoT智能家居控制与交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龙侨华实业有限公司

101 广东省多屏互动智能高清会议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勤科技有限公司

102 广东省建(构)筑物全生命周期健康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建设综合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03 广东省智能云接入和云互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广东省智能制造与物联网行业专用嵌入式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北工控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广东省数字城市全要素信息模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原世界科技有限公司

106 广东省光模块和通讯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万兆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07 广东省5G车联网天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可信华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08 广东省音频信号处理和语音交互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芯中芯科技有限公司

109 广东省军事微波通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通创通信有限公司

110 广东省超高速光模块（极致兴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极致兴通科技有限公司

111 广东省智能物联网终端与云平台（几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几米物联有限公司

112 广东省超大容量空分复用多芯光纤连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爱德泰科技有限公司

113 广东省5G+IOT智慧家庭组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广东省新一代光通信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西迪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广东省物联网数据采集和图像识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盈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6 广东省智能终端CPU散热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宝德华南（深圳）热能系统有限公司

117 广东省智慧网络接入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世纪本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 广东省智能组网家居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卧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19 广东省专业级智能麦克风系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长丰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120 广东省面向5G通信的PDS银浆印刷天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德门电子有限公司

121 广东省云视讯会议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明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22 广东省智慧建筑物联网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博铭维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23 广东省智能通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方位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124 广东省天基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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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广东省数字货币交通应用与数据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

126 广东省基于物流动态路由调度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跨越新科技有限公司

127 广东省超高清8K\4K音视频融合传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东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 广东省大数据及智慧中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9 广东省工业互联网（普菲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普菲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 广东省海量大数据征信与智能风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微众信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 广东省数字智慧展示空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杰尔斯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132 广东省智慧大数据全流程管理与应用（维度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维度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 广东省超高速智慧存储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

134 广东省金融科技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35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大数据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麦谷科技有限公司

136 广东省PCB专用设备（大族数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 广东省航空航天先进连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亚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8 广东省智能装备运动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139 广东省新型显示光学检测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0 广东省新能源锂电激光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141 广东省智能建造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六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142 广东省模块化智能分拣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路辉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143 广东省智能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4 广东省先进晶圆探针台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森美协尔科技有限公司

145 广东省Micro＆Mini LED封装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6 广东省高精度扫描振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147 广东省多轴智能精雕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久久犇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48 广东省3C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鑫信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9 广东省超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迪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150 广东省泛半导体高端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拉普拉斯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51 广东省机械工业齿传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合发齿轮机械有限公司

152 广东省OLED柔性屏覆膜智能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153 广东省高精密模具柔性数字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三维模具有限公司

154 广东省激光玻璃加工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吉祥云科技有限公司

155 广东省高精密飞针智能测试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橙子自动化有限公司

156 广东省OLED显示模组关键制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7 广东省工业AI与高端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思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58 广东省工业测量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59 广东省精工智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160 广东省自动化与智能控制（荣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荣耀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161 广东省PCB精密测试与自动化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麦逊电子有限公司

162 广东省工业级自主移动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斯坦德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163 广东省智能终端光学镜片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乐苏科技有限公司

164 广东省电池智能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65 广东省智慧配送及智能交互服务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优地科技有限公司

166 广东省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汉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167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

168 广东省物联网数字电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曼顿科技有限公司

169 广东省3C产品自动化设备制造及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泰科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170 广东省珠宝首饰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星光达珠宝首饰实业有限公司

171 广东省直流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仓兴达科技有限公司

172 广东省直驱电机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横川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173 广东省先进制造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双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4 广东省动力与储能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速博达（深圳）自动化有限公司

175 广东省高精度光固化3D打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智能派科技有限公司

176 广东省精密金属制造与数字化可视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特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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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广东省超快激光微纳制造装备与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圭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78 广东省5G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众为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79 广东省非开挖定向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钻通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80 广东省数码印花方案设计与智造（全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全印图文技术有限公司

181 广东省多腔多物料高精密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鸿利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182 广东省精密模具注塑加工（森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森骏卓越精密智造（深圳）有限公司

183 广东省新型雾化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吉迩科技有限公司

184 广东省智慧公共建筑室内创意设计及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185 广东省微型泵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星恒泰泵阀有限公司

186 广东省板载式大通流浪涌保护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鹏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7 广东省车规级高精密电阻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开步电子有限公司

188 广东省低能耗智能散热风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永亿豪电子有限公司

189 广东省现代建筑设计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现代建筑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

190 广东省永磁同步电主轴（爱贝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爱贝科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 广东省精密仪器天王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192 广东省输配水管网漏损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拓安信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193 广东省材料与结构力学测试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三思纵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4 广东省印制电路板高精密智能电测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东方宇之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5 广东省ESD防护与洁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6 广东省机械硬盘超精密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97 广东省物联网智能电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

198 广东省新型电子雾化装置（赛尔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赛尔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99 广东省高精密激光测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恒天伟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广东省新能源大电流分配单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振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 广东省高速高精度三坐标及影像测量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02 广东省摄像头模组精密检测设备及精密治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涌固精密治具有限公司

203 广东省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04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幕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205 广东省蒸发冷却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易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6 广东省纳米自清洁幕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粤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7 广东省工业双向电源节能与馈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洛仑兹技术有限公司

208 广东省环保及新能源光伏气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成空间（深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9 广东省智能微特电机驱控一体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正德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10 广东省新型智能热泵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派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1 广东省基于RFID和BIM技术的装配式智能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工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2 广东省水环境质量智能监测及分析预警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索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3 广东省工业废水零排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能源资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14 广东省高盐有机废水高效蒸发及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捷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5 广东省智慧水务与水务模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6 广东省环境水务智能监测与智慧运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水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17 广东省净饮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18 广东省城镇污水处理碳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19 广东省工业烟气超净排放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凯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20 广东省智慧河道与生态河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1 广东省智慧水环境综合监测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朗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22 广东省岩土固化与超大直径灌注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宏业基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3 广东省城市水环境排水管网数字化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水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24 广东省颅脑超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25 广东省医疗康复智能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瀚维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26 广东省高端乳腺影像诊断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圣诺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27 广东省激光医疗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8 广东省开放式免疫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迎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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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广东省微流控POCT型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与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迈兴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30 广东省医疗器械特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特深电气有限公司

231 广东省糖尿病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雷诺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32 广东省眼科医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233 广东省呼吸生命支持融昕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融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34 广东省聚焦超声及温控射频医学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半岛医疗有限公司

235 广东省微流控芯片精密制造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合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36 广东省绿色制药工艺技术（海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237 广东省证据材料司法鉴定（南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

238 广东省吸入制剂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创新技术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239 广东省肿瘤早筛与风险评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瑞同康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40 广东省吸附分离与过滤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逗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41 广东省农产品中非法添加物及残留安全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绿诗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42 广东省茶叶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深宝华城科技有限公司

243 广东省环境友好型特种聚脲弹性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飞扬骏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4 广东省特种高分子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5 广东省口腔生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爱尔创口腔技术有限公司

246 广东省电子贴附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卓汉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247 广东省电子雾化先进材料与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基克纳科技有限公司

248 广东省功率器件封装用连接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249 广东省功能性保护套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50 广东省绝缘导热新材料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博恩实业有限公司

251 广东省功能性有机硅纺织染整助剂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天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252 广东省创新氟硅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富程威科技有限公司

253 广东省PVD功能性复合涂层镀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森科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254 广东省功能性高分子粘胶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昌茂粘胶新材料有限公司

255 广东省金属材料真空镀膜工艺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森丰真空镀膜有限公司

256 广东省高性能钛合金结构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艾利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7 广东省压铸金属件表面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欣茂鑫实业有限公司

258 广东省3C微小件高速精密金属注射成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宏讯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259 广东省仪器设备精密零部件压铸（安镁金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安镁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260 广东省太阳能用正面导电银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首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61 广东省生物基香料合成与绿色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昱朋科技有限公司

262 广东省职业安全个体防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优普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263 广东省既有幕墙无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264 广东省光电显示用G8.5+大尺寸超薄玻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东方硅源科技有限公司

265 广东省高强度再生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龙岗大工业区混凝土有限公司

266 广东省高档镁质强化瓷（国瓷永丰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国瓷永丰源瓷业有限公司

267 广东省新型环保与节能玻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南玻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268 广东省超材料目标特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269 广东省轨道交通混凝土施工检测与裂缝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港嘉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70 广东省高密度低碳健康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271 广东省绿色建筑质量安全控制评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瑞捷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272 广东省绿色节能建筑装配式装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73 广东省城市道路智慧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天健坪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74 广东省绿色低碳+数字化智慧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博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5 广东省MiC绿色低碳智能集成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

276 广东省智慧建筑与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277 广东省绿色智慧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深安企业有限公司

278 广东省城市建筑固废资源低碳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港创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79 广东省装配式钢结构轻板建筑（金鑫绿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280 广东省绿色低碳建筑机电系统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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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广东省消费类电池测试评价与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82 广东省高能效储能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正浩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3 广东省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三环电子有限公司

284 广东省充电桩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285 广东省光伏离网太阳能发电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雷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86 广东省模块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永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7 广东省新能源电动车换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雷新能源有限公司

288 广东省多功能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华思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

289 广东省宽温高倍率动力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量能科技有限公司

290 广东省高安全超宽温储能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朗泰沣电子有限公司

291 广东省智能锂电池组供能方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瑞鼎电子有限公司

292 广东省智能锂离子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尚亿芯科技有限公司

293 广东省新能源电池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安科讯实业有限公司

294 广东省电动汽车（比亚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95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东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296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微电机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岷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97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管理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车电网络有限公司

298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精密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源达科技有限公司

299 广东省精密汽车座椅骨架冲压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数码模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300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设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普天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301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电子及电源系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安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302 广东省辐射传感材料与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303 广东省智能医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方科技大学

304 广东省氧化物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305 广东省智能互联网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06 广东省污染场地智慧监测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307 广东省手术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精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8 广东省器官支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汉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09 广东省皮肤活性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维琪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310 广东省基于天然产物的多功能创新药物研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11 广东省第三代半导体Micro-LED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思坦科技有限公司

312 广东省基于MEMS的红外智能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美思先端电子有限公司

313 广东省危险废弃物治理与资源环保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星河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314 广东省5G低速无人驾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一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315 广东省先进柔性电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新源柔性科技有限公司

316 广东省基于深度感知及精准交互服务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神州云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17 广东省超结构光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光科全息技术有限公司

318 广东省射频开关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319 广东省触觉 AI 赋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钛深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41家）

1 广东省LED 汽车灯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唯能车灯实业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快充芯片智融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智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毫米波太赫兹芯片技术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微度芯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 广东省打印耗材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美佳音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端侧AI SoC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亿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电力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鸿瑞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人居物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华发新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文档识别与理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智能设备软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魅族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海底通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烽火海洋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水陆两栖飞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航通飞华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视觉感知与计量检测（欧拓飞&UIC）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欧拓飞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第 10 页，共 18 页 （粤科函产字〔2023〕172号）



20
22
年
度
广
东
省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认
定
名
单

 2022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3 广东省高性能铝合金船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澳龙船艇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智能家电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声驰电器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线路板制造用真空塞孔、研磨设备与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镇东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智慧变电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航天银山电气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智能终端铝基精密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富士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高效节能压缩机及智能控制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格力大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新污染物治理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九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海洋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电建集团市政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工业废弃物综合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斗门区永兴盛环保工业废弃物回收
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神经血管植入介入医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通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分子诊断原料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微生物体外诊断试剂及医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美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水产营养动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联鲲集团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水性工业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珠江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先进软磁材料及元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麦格磁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环保型高性能工业润滑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美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新型智能玻璃幕墙（远东幕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远东幕墙（珠海）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航空训练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翔翼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高性能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冠宇电源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太阳能级大尺寸单晶硅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湾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新能源并网消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

34 广东省新能源与数字电网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锂离子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中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新型电力系统（华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华成电力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重组蛋白药物研发及产业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医用电子内窥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普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移动机器人专用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一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生物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无人机多域协同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紫燕无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汕头（11家）

1 广东省功能性聚苯乙烯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华麟塑化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高抗性环保型PET塑料薄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冠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纺织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创新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全自动高性能智能包装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大川机械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智能化开关成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高精度高速线材轧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摩根冶金实业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新食品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固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省阻容元件与敏感元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保税区松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盖板玻璃（汕头比亚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交互式多媒体教学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利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护理+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中心医院

佛山（79家）

1 广东省LED深度调光控制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伊戈尔电子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高效节能智能LED照明（雷恩光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雷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功率立绕电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伊戈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车载无线充电模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斯特华(佛山)磁材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安全支付解决方案（易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易联支付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智能制造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美云智数科技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数字化BIM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鼎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卫星物联网大数据应用（邦盛北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邦盛北斗科技股份公司

9 广东省粘结剂喷射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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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东省数字化智能化涂饰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瀚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高端定制化电子生产专用自动设备（阳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阳程（佛山）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隧道掘进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铁华隧联合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高承载型车辆弹性装置（名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名奥弹簧开发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电力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智能重载电梯（珠江富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江富士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篷房柔性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速派篷房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人体工学椅绿色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高端环保水暖洁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洛基特水暖厨卫系统（广东）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智能化挤出吹塑中空成型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乐善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节能环保铝型材挤压设备（明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明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多功能节能型冷藏箱（大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大磐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卫生纸机械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达健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环保整体定制家具（联邦高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联邦高登家私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高档纺织面料智能制造（雄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雄科纺织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智能安全电梯（联合富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联合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高性能绿色低噪微电机（绿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绿智电机设备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环保型PP绝缘电力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宝电缆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电力配网不停电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立胜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家电用温度传感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九龙机器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绿色节能结构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涡旋式压缩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美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燃气输配管网运维安全（顺德港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健康智能净饮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饮水机制造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新型轻量化玻璃瓶粤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粤玻实业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环保低温静电粉末涂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宜可居新材料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家用智能生活净水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栗子科技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净水设备（美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美的清湖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电器电子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鑫还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血液吸附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中医药抗衰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眼科视觉质量评估与提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特种水产功能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杰大饲料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水产动物营养与环保高效预混合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信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水产高效健康养殖（德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德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肉食性淡水鱼类饲料（旺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旺海饲料实业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高山植物护肤品（植物医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植物医生（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新型环保高分子塑料管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多功能安全环保食品金属包装印刷材料儒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儒林化工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多孔复合材料（高科合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高科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多功能聚酯薄膜（杜邦鸿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低VOCs环境友好水性乳液（巴德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巴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高性能工程塑料薄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达孚新材料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功能高分子合金（顺威赛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功能型女性卫生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啟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高性能复合离型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新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高端铝材智能化精细加工（齐力澳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齐力澳美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导热散热新材料及散热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亿大科技（佛山）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精品不锈钢制备（诚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诚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59 广东省高精密粉末冶金零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常捷粉末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60 广东省彩铝涂装（力同铝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力同铝业（广东）有限公司

61 广东省无纺布制备技术及新产品（金三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三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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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广东省水性涂料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花果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3 广东省电光源陶瓷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康荣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4 广东省高科技装配式建筑（铝遊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铝遊家科技有限公司

65 广东省绿色耐久性路面（佛交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66 广东省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67 广东省光伏组件及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德九新能源有限公司

68 广东省电动车辆智能充电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天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9 广东省汽车氢动力（飞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70 广东省新型汽车及轨道车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71 广东省半导体微纳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科半导体微纳制造技术研究院

72 广东省岭南中药全过程质量控制与精准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73 广东省软件与信息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东软学院

74 广东省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

75 广东省绿色能源应用与储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76 广东省眼科智能医学影像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唯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7 广东省小分子免疫抗肿瘤新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银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78 广东省移动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79 广东省燃料电池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清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韶关（17家）

1 广东省新型聚酯树脂材料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雄市三本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高分子不饱和聚酯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汇泉联骏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分子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台实实业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绿色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丹霞冶炼厂

5 广东省特殊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宝武杰富意特殊钢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高纯铟及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市凯迪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电蚀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乳源县立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冶金建筑与工业运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韶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 广东省特大型风力发电装备金属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志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高纯铝铸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高纯新材料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特种有机硅功能材料及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科广化（南雄）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矿冶环境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金岭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聚合物稳定剂（志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雄志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特种液压缸（天恒液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天恒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高压多级腐蚀高速生产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乳源东阳光机械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民爆器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宏大韶化民爆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粤北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学院

河源（7家）

1 广东省粤东北地区功能性保护薄膜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昆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环保创新型UV胶黏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然生新材料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激光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铭镭激光智能装备（河源）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智能印刷包装设备数控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宣发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塑胶电子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永勤实业（河源）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市中启辰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红外波段非成像光学设计（旭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旭晟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7家）

1 广东省绿色建造与节能施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合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2 广东省血气电解质分析仪与试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光存储软件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梅州晶铠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电子连接线（恒盛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梅州市恒盛宇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梅州柚品质改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6 广东省数字果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嘉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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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东省林下特色资源（梅州）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

惠州（27家）

1 广东省裸眼3D LED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艾比森光电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防爆LED工业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创舰实业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显示模组华星光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华星光电显示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高精密LED显示封装线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通元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印制线路板SMT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西文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手机保护面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伯恩光学（惠州）有限公司

7 广东省超高清液晶显示背光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省特种集装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胜狮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智能家居精密注塑模具（维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油气开发完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百勤能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微型电磁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艾美珈磁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电力规划勘测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传感与控制微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冠泰电子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多功效性绿色化妆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彭氏（惠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紫外光固化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华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特种护卡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艺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储能电池集成应用和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动力电池及电源亿纬集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亿纬集能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高效光伏及储能逆变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古瑞瓦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高倍率无人机及飞行汽车锂离子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赛能电池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高性能微型锂电池（微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微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新型负极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鼎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轻型动力电池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超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新型动力和储能电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乐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智能终端金属零部件表面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安泰普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电镀园区废水集中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金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集成电路引线框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杰信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汕尾（3家）

1 广东省云母基复合材料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麦卡电工器材（陆河）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南方机电精密铸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陆河南方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兆瓦级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尾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61家）

1 广东省LED汽车照明（格尔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格尔翰汽车配件（东莞）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智能穿戴结构件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3 广东省5G通讯高速连接器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立讯技术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柔性复合材料多功能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捷邦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高效通用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龙机电（东莞）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高精密数码摄像头光学模组（高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高伟光学电子有限公司

7 广东省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先之科半导体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8 广东省高性能继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中汇瑞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 广东省第三代半导体器件及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互创（东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智能数字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盈聚电源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绿色低碳计算机智能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迅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智能家用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乐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智能穿戴式终端设计与物联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猎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多功能美容美发新型专业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港电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塑化产业大数据应用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盟大集团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物联网智能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朝歌智慧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重切削数控机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固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锂离子电池制芯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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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广东省自动化组装及检测智能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龙东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软运动控制和机器视觉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速美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先进显示光学检测及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鼎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锂电智能装备与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东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易切削钢棒材冷拔加工智能检测与控制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万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环保包装及数字印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旺盈环保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3C精密结构件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高精度智能驱控一体化工业机器人（尔必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尔必地机器人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精密电子印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沃顿印刷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精密电子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华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智慧工厂资产健康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德尔智慧工厂科技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大型专用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港重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智能网络机顶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诺正电子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面向新一代网络架构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光互联器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机械工业行星传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纽格尔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智能移动空调及除湿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金鸿盛电器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工业废水资源化循环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东元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城镇燃气管网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分子诊断技术与传染病医学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兰卫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智能显示光学胶粘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派乐玛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环保家居饰面高分子封边条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欧德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电子产品精密功能性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六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高分子密封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贝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高性能光学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光志光电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高分子介质及介电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伟的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高性能柔性安全防护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顶峰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复合材料运动器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永湖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高精密纳米涂层刀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金属精密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新美洋技术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金属粉末注射成型精密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再生纸浆高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高精度光学玻璃镀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微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功能运动鞋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龙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新型手机屏幕玻璃盖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晶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抗辐射高透光隔热安全中空玻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信义玻璃工程（东莞）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功能陶瓷发热体（国研电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国研电热材料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绿色低碳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锂离子电池涂覆隔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卓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力朗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金霸高性能电机与先进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霸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 广东省智能化直流无刷水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深鹏电子有限公司

60 广东省残余应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

61 广东省数字光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26家）

1 广东省智能照明（铨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铨欣智能照明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大功率智能LED驱动电源（东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东菱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智能LED照明（微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微观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LED智慧装配与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万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LED照明二次光学系统（格锐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格锐智造光学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大型低温装备（中科富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科富海（中山）低温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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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东省恒温制冷技术（凯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凯腾电器有限公司

8 广东省电子线圈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科彼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智能环境家电（英为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英为拓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家用燃气灶具（合胜厨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合胜厨电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高效节能泵系统（广一泵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一泵业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烘焙食品自动化生产装备（顶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顶盛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智能电磁炉（跃龙厨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跃龙厨房电器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绿色环保印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立信染整机械（广东）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电源适配器（宝利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宝利金电子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厨房家电（欧博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欧博尔电器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危险废物治理技术(中环环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中环环保废液回收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先进节能装备制造（中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泽重工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垃圾资源化处理（天乙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天然植物化妆品（中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中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功能性聚酯薄膜(泓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泓溢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有机硅及光学材料（鼎立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鼎立森新材料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汽车配套用硅酮密封胶及润滑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三和控股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动力电池（世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世豹新能源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6 广东省氢燃料电池（喜玛拉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喜玛拉雅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25家）

1 广东省高精密适配光电耦合器LED支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诠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新型显示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江粉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滚动功能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 广东省轨道交通车体结构及电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南奥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现代隧道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欣龙隧道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减振降噪园林机械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意玛克户外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电动/山地自行车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市格莱仕车业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充电式小家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工业废物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室内环境治理（派洛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派洛奇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功能性薄膜（华龙膜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华龙膜材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高分子复合材料运城BOPA薄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运城新材料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多功能智能厨房小家电（裕威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蓬江区裕威倡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高分子感光防焊材料（炎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市炎墨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新型封闭式电子雾化装置（摩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摩尔科技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低碳热泵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瑞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高性能液压密封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电机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台山市江口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高品质环保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嘉俊陶瓷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功能型营养配方猪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大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调味品发酵（粤师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师傅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交通与城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先进制造智能阀芯（亿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平市亿展阀芯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5G通信终端印刷线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平依利安达电子第五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大动物模型开发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邑大学

阳江（5家）

1 广东省精密冷轧不锈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光伏建筑一体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明轩实业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精度不锈钢套刀数控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阳江市海联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酿造及酶解调味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阳西美味鲜食品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风电关键部件及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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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10家）

1 广东省钢铁冶炼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湛江中冶环保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小家电硅胶绝缘电源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银城电器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智能高低压电气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华德力电气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水产饲料添加剂预混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湛江粤海预混料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海上风电智能运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水产预制食品加工与品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海洋大学

7 广东省农业类颗粒体精量排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8 广东省粤西蓝碳资源保护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岭南师范学院

9 广东省红树林湿地药用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医科大学

10 广东省南繁种业种子种苗工程化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所湛江研究中心

茂名（14家）

1 广东省高性能环保塑料管材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联塑建材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新型植物基油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阪田油墨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醇类衍生物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龙汇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高岭土自动化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市南泉高岭土实业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石油化工压力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西南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6 广东省绿色高效生物猪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州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7 广东省高效中药饮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化州市华逸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8 广东省蛋鸡机械自动化育雏与产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绿杨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新型无抗猪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新富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10 广东省高品质鱼粉鱼油研发及绿色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市恒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水产品罐头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鹰金钱海宝食品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全熟膨化猪用配合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猪宝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新型智能厨房小家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美想电器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精准质谱分析与转化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市人民医院

肇庆（14家）

1 广东省鞋业开发制造（中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市中杰鞋业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先进锂离子动力电池（小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再生铝及铝灰渣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废旧锂电池清洁再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节能环保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高新区格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多功能精细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会市康荣新材料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纺织印染助剂（宏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宏昊化工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林化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威斯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9 广东省绿色环保饰面质材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市耀东华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类胡萝卜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巨元生化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淡水产品深加工及资源综合利用(肇庆振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自立环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自立环保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湾区西部特色农作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学院

14 广东省特殊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17家）

1 广东省高性能纸基覆铜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滔（佛冈）积层纸板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环保功能涂层高分子材料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市柯林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再利用环保鞋材与循环制鞋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万邦(清新)鞋业有限公司

4 广东省誉智ESP无缝跑道及绿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川奥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特种功能高分子防水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禹九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省生态功能PU合成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英德市匠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新型绿色环保粉末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道顿新材料有限公司

8 广东省非金属热敏材料低温粉末板式家具涂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励泰家具（清远）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新型磁性材料（泛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泛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先导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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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东省高性能化学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连州市凌力电池配件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高性能环保胶粘剂（泰强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泰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环保高性能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市实创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植物饮料浓缩原液（加多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加多宝草本植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替抗绿色酸化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酸动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化妆品基质载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三好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尿控及生殖医学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市人民医院

揭阳（7家）

1 广东省精品钢材制备（敬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敬业钢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医疗器械（鸽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鸽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精密五金配件及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揭阳市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功能性个人护理棉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揭阳市康美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生物酶（乐尔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乐尔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智能环保空调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万家达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7 广东省节能LED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纬达斯电器有限公司

潮州（3家）

1 广东省软包装（丹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丹青印务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卫生陶瓷低温速烧材料和环保节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安彼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休闲糖果（创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创辉食品有限公司

云浮（3家）

1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化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筠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磨料、磨具功能材料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奔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网络通信新型磁电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磁电实业（罗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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