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粤高企协[2018]20 号

关于公布 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广东

省创新型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委）、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 2018 年组织开展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的通知》（粤

高企协[2018]8 号）、《关于 2018 年组织开展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评价(认定)

工作的通知》（粤高企协[2018]9 号）的要求，经企业申报、专家评审、公示

等规定程序，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评审工作已

完成。广东华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 177 家企业被评为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

业，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等 127 家企业被评为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详

见附件 1、2）

一、请各相关企业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试点企业要成立试点工作组并

明确 1 名企业负责人主抓试点工作，创新型企业（包括重新通过认定的企业）

要进一步明确 1 名企业负责人主抓建设工作，各企业要明确 1 名联络员加强与

管理部门的沟通联络，并将名单（附件 3）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前将电子版发

至 529039262@qq.com 。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嘉健 罗力科

电 话：020-38458669 020-38458076

E-mail：529039262@qq.com

mailto:电子版发至249679434@qq.com
mailto:电子版发至249679434@qq.com


附 件： 1.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

2. 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名单

3.创新型（试点）企业建设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名单回执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2018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gdhte.cn/userfiles/file/2014chuanxf12.doc
http://www.gdhte.cn/userfiles/file/2014chuanxf12.doc
http://www.gdhte.cn/userfiles/file/2014chuangxf3.doc


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地市

1 广东华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市

2 湛江博泰生物化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湛江市

3 广东粤良种业有限公司 湛江市

4 湛江国联饲料有限公司 湛江市

5 希格玛电气（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

6 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7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珠海市

8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

9 珠海市广浩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珠海市

10 珠海市钧兴机电有限公司 珠海市

11 珠海吉泰克燃气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市

12 珠海市杰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13 珠海兴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

14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珠海市

15 珠海中广视讯线缆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市

16 广东金点原子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

17 广东领先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

18 广东瑞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

19 广东硕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

20 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

21 广东中认华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

22 广东益康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云浮市

23 广东新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市

24 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茂名市



25 广东丰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茂名市

26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茂名市

27 德庆兴邦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肇庆市

28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 肇庆市

29 肇庆绿宝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市

30 太尔胶粘剂（广东）有限公司 肇庆市

31 肇庆晟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

32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

33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

34 深圳市宝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

35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

36 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

37 深圳天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

38 深圳市安鑫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39 深圳市佳运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

40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

41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2 广东金霸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3 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

44 东莞市大忠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

45 广东罗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6 东莞团贷网互联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

47 安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8 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

49 东莞市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

50 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

51 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52 广东远峰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



53 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东莞市

54 广东乐尔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

55 广东安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

56 梅州市林海陶瓷有限公司 梅州市

57 广东富大陶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

58 广东中天创展球铁有限公司 清远市

59 广东博华陶瓷有限公司 清远市

60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清远市

61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清远市

62 广东金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源市

63 河源市信大石英电器有限公司 河源市

64 广东美丽康保健品有限公司 河源市

65 河源思比电子有限公司 河源市

66 河源普益硬质合金厂有限公司 河源市

67 河源正信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河源市

68 广东远东国兰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69 广东航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

70 广东一家人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

71 三椒口腔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72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3 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74 广东铝遊家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75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

76 佛山南海奔达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

77 马瑞利汽车照明系统（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

78 广东阿格蕾雅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

79 广东泰格威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80 广东新昇电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81 广东葆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82 广东天元汇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83 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

84 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85 广东美涂士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86 广东圆融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

87 佛山市万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

88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89
佛山市顺德区凯硕精密模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佛山市

90 广东顺德东方麦田工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91 广东健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

92 广东华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

93 广东吉玉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

94 广东欣红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

95 惠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市

96 惠州市西文思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

97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98 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

99 惠东县海纳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0 广东能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1 惠州艺都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2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3 惠州市凯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4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5 广东金新农饲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6 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7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8 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109 惠州超声音响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0 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1 奥士康精密电路（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2 伯恩高新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3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4 惠州市正牌科电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5 惠州市丰源钢结构有限公司 惠州市

116 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7 亿航智能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8 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9 广州银汉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0 广州力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1 广州览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2 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 广州市

123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4 恒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5 广州孩教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6 广州维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7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8 广州小鸡快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9 广东港鑫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0 广州开能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1 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2 广州玖的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3 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4 广东芭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5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6 广州泛美实验室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7 广州东焊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8 广东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

139 广东蓝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0 广州市海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1 广州市住邦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2 广东劳卡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3 广州中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4 广东省南方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5 广州小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6 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7 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8 广州广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49 花安堂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0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1 广州东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2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3 广州以大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4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5 统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6 广东雷腾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7 广州德恒汽车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8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59 广东鸿邦金属铝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0 广州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1 广州达森灯光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2 广州昂宝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3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4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5 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6 广州帝奇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7 广州文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8 顾科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69 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0 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1 广州搏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2 广东浩云长盛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3 广州恒成智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4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5 广东省计算技术应用研究所 广州市

176 广州市海林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

177 广州市巴图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地市

1 广东鸿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湛江市

2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韶关市

3 广东拓必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江市

4 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

5 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珠海市

6 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

7 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8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9 金邦达有限公司 珠海市

10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11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12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13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14 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

15 广东飞企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16 广东和氏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17 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市

18 广东明阳龙源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

19 广东天之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

20 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

21 中山市点石塑胶有限公司 中山市

22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



23 中山市欧帝尔电器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

24 广东万事泰集团有限公司 云浮市

25 广东新功电器有限公司 潮州市

26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市

27 广东茂化建集团有限公司 茂名市

28 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

29 广东华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

30 广东肇庆爱龙威机电有限公司 肇庆市

31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市

32 广东鸿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市

33 深圳市微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

34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

35 深圳市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

36 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

37 深圳市德赛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

38 长园高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39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

40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东莞市

41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

42 广东茵茵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3 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4 广东瑞谷光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5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

46 广东亨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

47 广东博宇集团有限公司 潮州市



48 广东东泰乳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

49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门市

50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

51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台山）有限公司 江门市

52 广东宝丰陶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

53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

54 清远市齐力合成革有限公司 清远市

55 广东致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清远市

56 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市

57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市

58 鹰牌陶瓷实业（河源）有限公司 河源市

59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60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61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62 广东西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63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64 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汕头市

65 广东爱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66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

67 菱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68 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制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

69 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0 佛山金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1 佛山慧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2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



73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4 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5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6 广东炜林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

77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

78 惠州市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

79 惠州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惠州市

80 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

81 惠州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

82 惠州市和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惠州市

83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

8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85 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

86 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87 广州迪森家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

88 广州飞达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89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

90 广州市久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91 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92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广州市

93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94 广州资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95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96 广东希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97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98 广州市科传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99 广州合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0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1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2 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3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4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5 广州润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6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7 广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8 广州南方卫星导航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

109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0 火烈鸟网络（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1 广东科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2 广州市远能物流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3 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4 广州市力鑫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5 水晶球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6 广东未来信息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7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8 广州草木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119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0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1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2 广州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3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4 广州市设计院 广州市

125 广州市新之地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6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广州市

127 广州艾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附件 3

创新型（试点）企业建设工作负责人

和联络员名单回执

企业名称

批次

（请选择以下其中 1 项）

1. 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

2. 2018 年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

通讯地址

邮 编

建设工作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邮件

建设工作联络人

姓 名

所在部门

职 务

手 机

办公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工作 QQ

单位盖章：

填写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