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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

广州（14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音频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荔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灾备及数据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物联网智能化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邦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5 广东省人机协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智慧美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伟度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无人机智能运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优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大家居三维智能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极点三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智能电网数据平台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优普计算机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人工智能及物联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机动车检测人工智能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华工邦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工业软件（中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家居产业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三维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智能VR交互技术创新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卓远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数字交通（诚泰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诚泰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云计算供应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无人机遥感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5G+工业物联网（鲁邦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天地一体化无线光融合通信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程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5G CPE/无线路由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通则康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商业智能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数字创意（三川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三川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广域泛在连接与服务融合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电力通信智能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电力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工程智慧检测及大数据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

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城市道路与给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5G网络全生命周期管理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智慧（散货）港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发展燃料港口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少儿在线素质教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快乐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大数据精准营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万丈金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柔性电子印刷显示与触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意力（广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光电显示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亦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类载板及封装基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美维电子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智能安全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众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高精密多层线路板（弘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弘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智能商显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朗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电子产品散热器(泽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泽鸿（广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智能楼宇交互与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视声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装备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丰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智能人机交互外骨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海同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海洋工程施工与水上应急救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打捞局

42 广东省电力安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空中交通飞行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亿航智能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节能汽车和绿色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实木复合地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厚邦木业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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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广东省新型智能家具（海太欧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太欧林集团华南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乘用车发动机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风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F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系统控制与运维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互联网+鞋类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环境卫生机械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环境卫生机械设备厂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塔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五羊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精密制造（新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新豪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智能测控（思林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大功率电力电子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智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建筑装配及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高尔夫服饰创意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新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数控节能厨房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聚英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59 广东省高效节能换热器（捷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捷玛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广东省土壤和固体废物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61 广东省湿地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草木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2 广东省边坡生态修复与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如春生态集团有限公司

63 广东省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地质测绘院

64 广东省装配式水处理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广东省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环投增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66 广东省市政工程与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67 广东省高效节能超低排放热电联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中电荔新热电有限公司

68 广东省功能性糖产品绿色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69 广东省优质面粉与绿色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穗粮实业有限公司

70 广东省烘焙科学与功能发酵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焙乐道食品有限公司

71 广东省观赏园艺与立体绿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名卉景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2
广东省绿色调味品及复合调味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奥桑味精食品有限公司

73 广东省人工智能医疗康复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一康医疗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74 广东省地中海贫血基因诊断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凯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75 广东省神经免疫性疾病多重荧光精准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微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6 广东省智能健康科普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7 广东省骨科及创面修复医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艾派（广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8 广东省感染性疾病和出生缺陷临床检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79 广东省临床遗传基因检测（嘉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嘉检医学检测有限公司

80 广东省新型给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81 广东省医用造影剂钆布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康瑞泰药业有限公司

82 广东省功能磁性材料及精密元器件（金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金南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83 广东省铝合金液态模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金邦液态模锻技术有限公司

84 广东省有机光导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麦普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85 广东省功能性有机硅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瑞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6 广东省阻燃耐火电力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新兴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87 广东省花边织物产品与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天海花边有限公司

88 广东省印制电路（PCB）电镀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利尔化学有限公司

89 广东省高端纸品包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千彩纸品印刷有限公司

90 广东省低碳水泥基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泰和混凝土有限公司

91 广东省绿色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2 广东省市政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93 广东省节能高精砌块薄层干砌墙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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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广东省地基基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 广东省复杂大跨桥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96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97 广东省高安全锂电池绿色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 广东省节能汽车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99 广东省乘用车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00 广东省智能交互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及监控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敏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01 广东省道路新基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北环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02 广东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公路实业发展公司

103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电力虚拟仿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与评价中心

104 广东省电力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

105 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智能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建科交通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06 广东省生育力保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07 广东省减污降碳协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工业大学

108 广东省数字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109 广东省互联网医院智能体研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人民医院

110 广东省产前筛查与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11 广东省智慧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

112 广东省低空安全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

113 广东省体外生命支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114 广东省食品真实性溯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广东省酒类检测中心）

115 广东省先进封装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

116 广东省口腔组织修复与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17 广东省道地南药资源保护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118 广东省智慧职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19 广东省认知智能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暗物智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20 广东省智慧健康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互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121 广东省IDC高效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智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22 广东省自动驾驶智能出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

123 广东省公共安全智能视频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科天网（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124 广东省智能语音人机交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大讯飞华南人工智能研究院

（广州）有限公司

125 广东省自主可控智慧金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广电卓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6 广东省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科技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博士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27 广东省实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视云融聚（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128 广东省农业雾计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华农大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9 广东省智能物联网（技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技象科技有限公司

130 广东省生物材料与临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新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1 广东省国家一类新药发现和产业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必贝特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132 广东省类器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创芯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33 广东省动物细胞大规模连续培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铭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34 广东省全免疫体外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雷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5 广东省虫媒生物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威佰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6 广东省活体生物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知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7 广东省肿瘤精准医学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基准医疗有限责任公司

138 广东省氧化物薄膜晶体管(TFT)及显示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新视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39 广东省氢能与燃料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鸿基创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40 广东省功能性光敏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嵩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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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广东省逻辑与混合信号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318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LED表面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崇辉表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高端绿色照明及智能控制系统（裕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裕富照明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智慧多媒体LED视觉控制系统及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广东省LED照明驱动电源绿色节能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莱福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广东省超薄背光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智能控制LED装饰彩灯多元设计及其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智慧照明与5G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健康LED照明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斯迈得半导体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植物光照智控多波谱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同一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紫外UV-LED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莱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微显示芯片集成RGB LED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新光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智能极光束LED显示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极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高光效LED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两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照明控制（佳比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佳比泰智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水利水务智能感知及智慧调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东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金融分布式计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移动游戏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创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物流领域计算机视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安防视图技战法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星火电子工程公司

20 广东省自主安全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宝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工业低代码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格创东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在线教育服务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风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超高清智慧视频监控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云通信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信息技术终端创新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创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自主可控双控存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政企组织协同与知识赋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润联工业互联网平台关键技术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润联软件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新一代多维物联感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安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金融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索信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人工智能可视化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广宁股份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物联网数据中心故障监测与智能运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科迈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智能金融风险预警与辅助决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5G移动通信基站射频系统及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国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大数据与5G智能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卓望数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数字支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乐刷科技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专用通信网络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航比特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隐私计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矩阵元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新一代通信网络综合接入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舰船信息融合通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新一代分布式金融核心系统关键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锐金融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云原生PaaS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远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美（深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基于5G的智慧城市智能协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兴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消防物联网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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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广东省数据智能化管理与运营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耀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数字无线音频（冠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冠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5G大规模面阵天线射频前端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摩比天线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面向5G和物联网的高端电子信息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轨道交通通信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智能天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天迅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物联网通讯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多通道高速硅光芯片及光引擎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衡东光通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基于机器学习的大数据设施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恒扬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超高清视频智能主控板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高质量视频监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AIoT+大数据技术智能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万佳安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高清数字电视网络智能融合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凯利华电子有限公司

59 广东省电脑制造（神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神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60 广东省城市精细化管理预警预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力维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61 广东省智慧航运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62 广东省数字化TOD规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63 广东省智慧金融物联网关键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紫金支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4 广东省文化建筑声学-光电融合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孚泰文化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65 广东省国土调查与地理信息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爱华勘测工程有限公司

66 广东省多平台移动支付与商户服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前海移联科技有限公司

67 广东省面向5G通信的8K全景摄像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 广东省执法记录仪及智能警用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警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 广东省智能个人护理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素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 广东省商用智能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慧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广东省移动终端智能充电及电源转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2 广东省家居智能安防监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73 广东省物联网智能硬件设备（智微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 广东省智能3C移动终端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蓝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广东省智能ANC蓝牙耳机及其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科奈信科技有限公司

76 广东省面向人体健康监测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爱都科技有限公司

77 广东省高性能高可靠性安全电源系统及充电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迪比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8 广东省智能互联网生活用品设计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蓝禾技术有限公司

79 广东省高性能半导体蚀刻液材料技术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80 广东省智慧融合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1 广东省绿色超高清多模态交互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82 广东省平板光电新型显示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3 广东省Micro LED超高清集成封装与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广东省超高清激光显示光学引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景视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5 广东省新型触控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骏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86 广东省高能效显示面板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87 广东省多维异形LED显示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88 广东省柔性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柔宇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89 广东省人机交互与智能控制（秋田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0 广东省高效LCD大屏幕液晶智能商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

91 广东省新型显示LED封装器件及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玲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2 广东省超薄化高清液晶显示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晶泰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93 广东省智慧存储终端芯片设计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4 广东省触控与显示集成芯片核心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敦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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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广东省航空二次变换数字控制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陆巡科技有限公司

96 广东省中高端IC芯片先进封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97 广东省高性能FLASH存储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芯天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8 广东省晶圆封装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润赛美科微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99 广东省高导热陶瓷覆铜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鼎华芯泰科技有限公司

100 广东省半导体精密划切及测试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腾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101 广东省集成电路先进封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米飞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102 广东省HDI高可靠性精密医疗美容设备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兆兴博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广东省高可靠隔空触控MCU及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赛元微电子有限公司

104 广东省磁性电子元器件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伍尔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105 广东省偏振和高功率激光操控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光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6 广东省耐高温高纹波电流铝电解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中元电子有限公司

107 广东省影像器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神牛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108 广东省5G光信号收发组件惠富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惠富康光通信有限公司

109 广东省热电分离金属基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恒宝士线路板有限公司

110 广东省高可靠性智能控制流体电磁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宗泰电机有限公司

111 广东省印制电路板（明正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明正宏电子有限公司

112 广东省智能感知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13 广东省智能制造数字化超精密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广东省柔性压力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纽迪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15 广东省片式陶瓷电容器（宇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6 广东省新一代ALD电子雾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卓力能技术有限公司

117 广东省新能源领域高稳定铝电解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智胜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18 广东省大功率智能快速充电技术（倍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时商创展科技有限公司

119 广东省大功率射频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禹龙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0 广东省多通道高速光模块及COB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欧深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1 广东省微型化高频电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岑科实业有限公司

122 广东省基于先进功能陶瓷材料的智能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 广东省高性能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24 广东省车规级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25 广东省超快固体激光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瑞丰恒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126 广东省高效高功率密度5G电源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雷能混合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127 广东省5G通信关键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方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8 广东省电源稳压电路板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络电子有限公司

129 广东省高效节能高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双环全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30 广东省智能巡检机器人与视觉感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 广东省3C电子精密制造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32 广东省智慧建造幕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3 广东省智能电网电力设备运维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34 广东省智慧物流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5 广东省智能AGV移动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136 广东省3D打印与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137 广东省平板显示器件封装及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诚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38 广东省超快激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139 广东省电力物联通信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国电科技通信有限公司

140 广东省智能卫星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141 广东省智慧机场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142 广东省综合能源配电网监测与故障诊断及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电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3 广东省非常规油气高效开发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百勤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144 广东省超材料电磁调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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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广东省无人机智能协同精细化巡检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46 广东省轨道交通智慧照明及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恒之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7 广东省轨道交通智能计轴系统及防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 广东省智能（X射线）安检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天和时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149 广东省工业自动化PLC与伺服驱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合信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50 广东省锂电池自动化制造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欧盛自动化有限公司

151 广东省微特伺服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科力尔电机有限公司

152 广东省新能源智能涂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新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53 广东省智能仓储（鲸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鲸仓科技有限公司

154 广东省3C电子高精密智能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宇道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155 广东省智能消防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56 广东省智能工厂制造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57 广东省智能轨道交通站台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方大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158 广东省电梯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海浦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159 广东省智能配电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 广东省精密耗材模具及注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创维集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61 广东省高端封装点胶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世椿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62 广东省智能封装激光焊锡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艾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63 广东省智能化生活家电（艾美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164 广东省海上石油浮式生产装置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海西部石油油田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165 广东省先进制造智能体感平衡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乐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166 广东省新材料自行车轻量化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

167 广东省高端个性化餐厨智能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新厨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168 广东省非标自动化生产设备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道元实业有限公司

169 广东省精密驱动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0 广东省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171 广东省现代物流智能分拣传送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南新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172 广东省新能源装备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格林晟科技有限公司

173 广东省新型轻量化节能环保隔音门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174 广东省智能化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德富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5 广东省液晶显示模组智能制造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76 广东省液晶电视塑胶精密模具（精研科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精研科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7 广东省电动汽车轻量化塑胶组件快速成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乔丰科技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178 广东省5G无线终端及天线测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通用测试系统有限公司

179 广东省新型高压阀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飞托克实业有限公司

180 广东省高精手表开发（雷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司

181 广东省微纳光学镜头高端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都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182 广东省传感器精密零部件制造与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泰达鸣精密机件（深圳）有限公司

183 广东省高精密5G通信塑胶件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东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84 广东省物联网表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捷先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5 广东省高性能电机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万至达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186 广东省无人机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187 广东省高端印制板用精密微型钻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 广东省超高层建筑钢结构智造与防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189 广东省高端精密切削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精匠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190 广东省工业机器人控制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191 广东省基于NB-IoT的柔性制造管理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恒昌盛科技有限公司

192 广东省超高频智能化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雅晶源科技有限公司

193 广东省高功率激光切割机数控系统大族智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大族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194 广东省光伏逆变器与能源管理系统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格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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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广东省高端精密机械零部件制造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东汇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196 广东省智能无人机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好盈科技有限公司

197 广东省高硬度贵金属精密智能腕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穿金戴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 广东省智能缝制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雅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 广东省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及物联网终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 广东省高效精密节能汽车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捷和电机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201 广东省高精密电子智能检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微特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 广东省微环境测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

203 广东省汽车电子及辅助驾驶系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4 广东省铁铝副产物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长隆科技有限公司

205 广东省人工湿地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6 广东省森林绿地生态系统韧性与服务功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7 广东省市政环境精准除臭与城镇水环境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8 广东省智慧水利与生态水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209 广东省北斗应用与防灾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北斗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0 广东省餐厨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处理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龙吉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11 广东省城市生物质废物（垃圾）处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利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12 广东省钢结构智能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深圳）有限公司

213 广东省城乡水环境治理（中国电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214 广东省绿色数据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215 广东省智慧能源管控及节能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康必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216 广东省城市园林绿化及生态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国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17 广东省智慧环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218 广东省道路基础设施多维高效检测与全周期运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9 广东省智慧城市空间规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20 广东省海洋监测与观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朗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 广东省建筑固废智能管控系统及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2 广东省生猪营养调控与育种改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3 广东省水产动物精准营养饲料(澳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澳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4 广东省灭活乳酸菌微生态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25 广东省天然功效化妆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仙迪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26 广东省畜禽健康及分子营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比利美英伟营养饲料有限公司

227 广东省宠物营养与精准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8 广东省超高清医疗影像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229 广东省高压造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安特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30 广东省智慧健康数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231 广东省CT医疗移动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艾克瑞电气有限公司

232 广东省心电监测精密医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33 广东省医用便携式X射线影像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宝润科技有限公司

234 广东省医学冲击波治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慧康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235 广东省锥形束口腔CBCT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菲森科技有限公司

236 广东省口崩及缓控释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万和制药有限公司

237 广东省改构重组蛋白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38 广东省抗耐药菌药物（华润九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239 广东省传染病多组学精准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联合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40 广东省高端电子制造电沉积黄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联合蓝海黄金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1 广东省电子封装软钎焊环保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同方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242 广东省交通安全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乾行达科技有限公司

243 广东省高精密超硬金刚石微型磨削刀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常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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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广东省特种超导及长寿命电线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成天泰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45 广东省新材料领域盛波光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46 广东省5G玻璃盖板镀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锦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7 广东省艺术家纺（富安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48 广东省消费类电子产品油墨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美丽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9 广东省硅橡胶（氟硅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迈高精细高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250 广东省纳米级光学全息立体烫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51 广东省微纳功能膜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52 广东省电子器件热传导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鸿富诚屏蔽材料有限公司

253 广东省非开挖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4 广东省喷墨墨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墨库图文技术有限公司

255 广东省绿色印刷与智能包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6 广东省大型高科技文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57 广东省轨道交通纳米水性涂装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有为技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8 广东省印制电路（PCB）专用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贝加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59 广东省水性塑胶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嘉卓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60 广东省特种润滑油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合诚润滑材料有限公司

261 广东省服装数字化设计与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丽晶维珍妮内衣（深圳）有限公司

262 广东省BIM+绿色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63 广东省新型电子雾化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麦克韦尔科技有限公司

264 广东省滨海与城市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265 广东省特种建筑与模块化装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新艺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66 广东省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雅鑫建筑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267 广东省新型健康建筑（中建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68 广东省建筑室内装配式智慧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9 广东省绿色装配式装修（中装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0 广东省软土地基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蛇口招商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271 广东省绿色生态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为海建材有限公司

272 广东省超高层结构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273 广东省绿色节能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274 广东省城市交通隧道与地下结构勘察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75 广东省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设备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76 广东省超高电压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曙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77 广东省高性能镍氢电池及稀土储氢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8 广东省高端智能储能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德兰明海科技有限公司

279 广东省光伏和储能逆变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80 广东省5G通信基站新能源储能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康普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1 广东省太阳能储能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硕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82
广东省锂离子动力电池包平台化设计及安全性研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博科能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283 广东省智慧座舱系统（航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84 广东省自动驾驶精准感知与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法雷奥汽车内部控制（深圳）有限公司

285 广东省车载AI监控与安全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6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及配套关键技术奥特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87 广东省自动驾驶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佑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288 广东省动力电池测试评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普瑞赛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89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巴斯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0 广东省先进磷酸铁锂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电科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91 广东省特种混凝土（中建二局二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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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广东省市政工程数字建造及智慧施工标准化（深圳市政总公司）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293 广东省城市基础设施防灾安全监测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

294 广东省红树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95 广东省儿童感染精准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儿童医院

296 广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97 广东省电动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深圳汽车研究院（电动车辆

国家工程实验室深圳研究院）

298 广东省激光智能制造装备与精密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99 广东省网络空间认知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网联安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0 广东省人工智能声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声扬科技有限公司

301 广东省工业视觉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易视智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02 广东省物联网医疗与大数据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深大云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303 广东省智能驾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德驰微视技术有限公司

304 广东省高性能心血管介入精准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北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305 广东省医用无线超声换能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索诺瑞科技有限公司

306 广东省柔性可穿戴康复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307 广东省小分子抗肿瘤创新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海王医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308 广东省抗肿瘤前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艾欣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09 广东省单分散荧光微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无微华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10 广东省5G中高频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汇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311 广东省鲲云定制数据流AI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12 广东省微纳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摩方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313 广东省射频前端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锐石创芯（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314 广东省光子计数芯片及其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帧观德芯科技有限公司

315 广东省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功率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基本半导体有限公司

316 广东省综合管廊与地下空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中冶管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17 广东省毫米波雷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安智杰科技有限公司

318 广东省人机交互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阜时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57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LED节能照明（朗德万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朗德万斯照明有限公司

2 广东省LED灯具及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银河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空调电控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建筑信息模型化（天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高品质智能小家电（格来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家居智能控制开关插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锦力电器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汽车电子标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科臻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机器人复杂应用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9 广东省定制化智能家具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先达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智能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广东库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伺服电机（美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美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高性能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敏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工业输送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仲西输送设备（佛山）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多功能一体化厨房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顺德欧宁科技电器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人体工学座椅（优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优坐家具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新型气动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登高设备安全及力学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光学变焦镜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腾龙光学（佛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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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广东省纺织行业环保高精度数码印花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希望高科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新型节能消毒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索奇实业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伺服传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登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全屋定制家具柔性制造（科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科凡智造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绿色环保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联宇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燃气采暖系统节能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万和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机动车先进检测技术（康士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盐步康士柏机电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绿色智能陶瓷暨新材料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德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节能高效吸油烟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丁普乐电器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水质毒性监测及预警溯源（盈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燃气智能调度及运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新型高压输变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威恒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电力勘察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高质量营养香醇果仁制品（南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南兴天虹果仁制品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宠物营养与饲料（雷米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雷米高动物营养保健科技

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眼科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宏盈科技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高性能铝合金清洁生产(创利有色金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创利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超薄高性能彩涂板、冷轧钢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环宇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铝幕墙(保利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保利来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功能化塑料管道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日丰企业（佛山）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高性能包装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浓缩洗涤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优凯科技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高性能复合膜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彩龙镀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新型生态环保家居防滑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远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高性能环保涂料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帝斯曼先达合成树脂(佛山)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高性能环保粉末涂料（睿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睿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5
广东省低克重环保透气卫生护理薄膜（华韩卫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新型有机硅消泡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大田化学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特种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沥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建筑陶瓷表面装饰数码打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道氏科技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汽车核心零件精密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和阳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汽车精密管件制造技术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志达精密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中医临床验方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中医院

52 广东省紫外LED集成光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53 广东省绿色金属复合材料成形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54 广东省酿造微生物育种与发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海天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晶圆级倒装与高密度封装（阿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阿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芯片板级扇出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佛智芯微电子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57 广东省特种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科凯达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珠海（33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智能LED户外节能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金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智慧港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省AI语义解析智慧短信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小源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游戏美术设计及制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剑心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现代办公文印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宏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宏桥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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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东省AI社区安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数字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智能电声（惠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惠威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成像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通信网络应用及检测优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经纬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环保型打印耗材（拓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拓佳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特种高频高速印制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轨道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中车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深海管道涂敷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智能测控配网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瑞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滨海地区防灾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7 广东省微生物药敏分析与鉴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水产配合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德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分子诊断设备系统（珠海黑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黑马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特色药物研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21 广东省钨基合金特种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美利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金属基复合电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珠海万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盛西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水性高分子涂层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展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绿色高性能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振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高性能锂电池隔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锂电池电解液及添加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市赛纬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车辆制动摩擦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华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特色作物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司

31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32 广东省智能视觉精密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科技学院

33 广东省全人源单克隆抗体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泰诺麦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58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LED高能效节能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佰鸿电子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智能LED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健达创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省5G视频技术和机器视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毅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云计算与网络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通信终端产品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信宝电子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高标电动交通智能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高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智能移动终端先进制造（歌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省精密智能终端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9 广东省触控显示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德普特电子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超高清触控液晶显示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龙机电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新型高精密曲面触控显示防护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星星精密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LED微显示及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阿尔泰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高性能存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记忆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高功率引线框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智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多层印刷电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联桥电子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5G光通信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微型扬声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顺合丰电业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压敏电阻和传感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令特电子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新型熔断器（博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博钺电子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环境噪声智能抑制无线耳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逸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柔性线路板（FPC）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龙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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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东省半导体分立器件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佳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高性能电子开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凯华电子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智能音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开来电子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高性能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迈思普电子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高功率散热模块热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泰硕电子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专用车轻量化与智能化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智能应急救援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智慧电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润电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精密结构件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3C零部件精密成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环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智能手机零部件精密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领益智造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智能配料输送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智能办公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邦泽创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光学精密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晶彩光学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3D机器视觉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神州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小模数精密齿轮（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星火齿轮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动物营养免疫与安全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正大康地饲料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5G柔性导电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亚马电子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预应力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坚宜佳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消费性电子用高性能铝合金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色研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皮具设计与制造（万里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含氟功能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东阳光科研发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高性能无卤阻燃线缆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安拓普聚合物科技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高性能橡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思齐橡胶技术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高性能环保PVC胶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诠盛塑料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高性能环保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海丽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新型高端电子胶粘剂（德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市德聚胶接技术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特种尼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辰东意普万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服装创新设计及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瓦楞纸造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东莞维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动力电池检测分析与阶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恒翼能科技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锂离子电芯（东莞赣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赣锋电子有限公司

55 广东省高性能锂离子动力电池模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力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高性能覆铜板关键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理工学院

57 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微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及器件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莞南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29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TCL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5G智慧车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新型显示LED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聚飞光电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高分辨率光学镜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高精密电子连接器（安费诺奥罗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安费诺奥罗拉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园林机械高精密零部件（骏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骏马精密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精密手机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硕贝德精工技术有限公司

8 广东省石化尾气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华达通气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9 广东省城市供水智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供水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健康优质猪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新农饲料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新型功能性敷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华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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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东省高分子密胺树脂餐具(五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五和实业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箱包皮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建筑玻璃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海控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燃气轮机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稀土磁性材料及功能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福益乐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高功率高安全锂离子电池（拓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拓邦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高效能量转换与储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纬世新能源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智能驾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德赛西威智能交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欣旺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欣旺达惠州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新型环保高性能线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盛威尔（惠州）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东省手机金属配件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丰采贵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23 广东省涂覆铝基集流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博罗冠业电子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改性工程塑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泰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 广东省消费类锂离子电池（锂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锂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6 广东省高性能合金软磁粉体材料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铂科实业有限公司

27 广东省特种低表面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鑫亚凯立科技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环保微晶建筑材料（彩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市彩玉微晶新材有限公司

29 广东省绿色高效安全猪饲料添加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惠州九鼎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2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智能LED教育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尔漫照明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新型电子连接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市得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性能精密陶瓷阀芯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汉特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铜合金清洁生产与高值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市金益铜业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旋挖钻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市厚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高强度环保集装箱（现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现代集装箱有限公司

7 广东省基础传感器（润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润宇传感器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省调味调鲜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市东古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新型防火铸铝木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天山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高强度环保型铜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鹤山市金洲铜材实业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牛皮卡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市明星纸业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创意及工业设计服务（耀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耀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家用移动式冷气机（威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平威技电器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整体厨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华艺卫浴实业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微纳米无机粉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精英无机材料有限公司

16 广东省5G通信终端用超微扁型电磁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松田电工（台山）有限公司

17 广东省高性能双面胶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皇冠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18 广东省肉鸡健康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平市绿皇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优质黄羽肉鸡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门科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柔性传感器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邑大学

21 广东省质量计量检测（江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江门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中山（8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智能家电（格兰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格兰仕微波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制冷与洗涤(格兰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格兰仕日用电器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数字化光刻（新诺科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新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桥梁预制（中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铁大桥局第九工程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精密五金智能制造（皇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皇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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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6 广东省健康智能测量仪器（沃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沃莱科技有限公司

7 广东省头孢菌素类粉针剂参比制剂（金城金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

8 广东省离子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博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16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高性能漆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市美居师漆具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液压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南曦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3 广东省自动化涂装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创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4 广东省传感产品与应用（奥迪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奥迪威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电子级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同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建筑铝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南方铝业有限公司

7 广东省超耐候工业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歌丽斯化学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新型环保墙体材料（北新建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9 广东省新型陶瓷添加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市欧陶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高韧性超薄岩板（将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市将军陶瓷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新型复合软管及片材（瑞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瑞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绿色环保日化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天然果蔬汁饮料（鲜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鲜活果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食品配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雅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东省先进储能材料与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肇庆市华师大光电产业研究院

16 广东省固废基环境功能材料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肇庆）资源与环境技术研究院

潮州（3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软包装（爱丽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爱丽斯包装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陶瓷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潮州市潮安区皓强瓷业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环保园艺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潮州市三泰陶瓷有限公司

汕头（1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遥控模型车（信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信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智能电网设备（正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正诚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省触控与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超声显示器技术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水环境治理（大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大禹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高分子合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省环保食品复合软包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虹桥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环保特种防伪包装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嘉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水产品精深加工（冠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冠海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功能性休闲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市华乐福食品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现代超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

11 广东省眼病精准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汕尾（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现代畜牧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汕尾市现代畜牧产业研究院

揭阳（4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智能化高低压成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东捷实业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高性能精密带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宝盛兴实业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电力器材及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顺发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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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4 广东省环保水性油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锦龙源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梅州（3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稀土高新材料（东电化广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东电化广晟稀土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啤酒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梅州珠江啤酒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频高速覆铜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龙宇电子(梅州)有限公司

河源（10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环保智能办公家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长江家具（河源）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粤东北地区车载高可靠LED背光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鸿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建二局阳光智造有限公司

4 广东省VCM马达（友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友华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智慧勘测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明源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6 广东省新型节能玻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7 广东省数字化智慧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弘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医疗器械埃纳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埃纳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9 广东省5G射频前端芯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

10 广东省高速宽带通信芯片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源市众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云浮（3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微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微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省预制装配式建造一体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翔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 广东省高性能户内户外粉末涂料聚酯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伊诗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8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海工装备（中水四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水电四局（阳江）海工装备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大型智能空分自动化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广星气体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兆瓦级海上风电装备（粤水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水电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高品质镍合金（翌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阳江翌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新型建筑陶瓷板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阳西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南药提取及呼吸道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一片天医药集团制药有限公司

7 广东省花生油绿色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漠阳花粮油有限公司

8 广东省食品香料美味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美味源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湛江（10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智能环保厨房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华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绿色节能火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

3 广东省冶金固废再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湛江宝钢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粤佳特种水产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粤佳饲料有限公司

5 广东省正毛橘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橘乡生物科技集团（广东）股份公司

6 广东省绿色无抗高效饲料(家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南（湛江）家丰饲料有限公司

7 广东省对虾精深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虹宝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心肺血管分子诊断与创新药物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医科大学

9 广东省船舶智能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海洋大学

10 广东省血液肿瘤精准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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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1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水环境综合治理与水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广东省二氧化碳废气纯化工艺及绿色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华粤华源气体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绿色低碳清洁用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张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广东省绿色碳纳米新材料（环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环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高纯度石油萘精制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华粤华隆化工有限公司

6 广东省高端精细化工及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希必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 广东省兴盈精品钢材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兴盈不锈钢发展有限公司

8 广东省岭南特色果蔬冻干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泽丰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9 广东省绿色生态促生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茂名正邦饲料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中药饮片精细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清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岭南特色植物基因资源挖掘与精准编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农垦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

韶关（14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冰箱空调压缩机关键零部件铸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金宝铸造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家用搅拌器及眼镜五金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丰县永强五金制品公司

3 广东省雷电在线监测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高尔德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精锻零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韶铸精锻有限公司

5 广东省铅锌矿采掘固废资源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凡口铅锌矿

6 广东省新型环保刨花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鸿伟木业（仁化）有限公司

7 广东省建筑装饰用功能型水性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市合众化工有限公司

8 广东省环保精密焊接与三防保护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鸿泰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9 广东省精细和专用化学品莱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莱雅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高性能涂料用树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邦弗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铝型材（系统门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仁化县博世铝业有限公司

12 广东省生猪种质资源与无抗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广汇农牧有限公司

13 广东省食用菌星河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智能感知与大数据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韶关学院

清远（11家）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1 广东省汽车精密注塑饰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富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省大型水上游乐特种设备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大浪水上乐园设备有限公司

3 广东省智能玻璃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英德欧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4 广东省铁合金高性能精密金属铸件（扬山联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 广东省废线路板高值绿色资源化回收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市金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 广东省岩溶地区地基基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睿博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7 广东省高性能印制电路板（PCB）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扬宣电子（清远）有限公司

8 广东省新型专用蓄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英德奥克莱电源有限公司

9 广东省功能性纺织纤维混纺纱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忠华集团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环保再生功能性纺织面料（万家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万家丽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东省优质生物发酵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大北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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