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获奖单位
2021年拟拨

付经费

4870

一

（一）

1 1590

高热流密度数据中心芯片级间接液冷 广州智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40

5G基站储能电池用 涂碳箔材的研发及
产业化

广州纳诺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30

循环蛋白工厂——基于生物转化技术
和智能系统的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零排放创新型方案。
广州丰晟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10

新型干法水泥窑烟气催化复合脱硫固
硫技术

广东万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

建筑垃圾循环综合利用项目 广东新瑞龙生态建材有限公司 30

凤凰涅槃——利用多级生物技术资源
化处理有机废弃物

广州无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锌离子电池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广州倬粤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无菌无味卫生间 广州市百屋纯科技有限公司 10

城市智能数字化空气灯桩 广东中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绿色照明嵌入式核心光学创新开发与
产业化

广州市意顿光学设计有限公司 10

高安全性RTO切换底阀及高端H2S废气
专性活性炭

广州艾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

余热发电综合解决方案 广东丰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

铝平板直接膨胀蒸发式直冷块冰机 广州科勒尔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0

海上风电工程技术及装备产业化 广东华蕴海上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40

便携式快速零值检测装置 广州广华智电科技有限公司 40

全球首创长寿命甲醇燃料电池发电站 摩氢科技有限公司 10

总计（30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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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无级变速器的创新研发与
应用

广州艾可米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电享加新能源动力电池价值管理服务
平台

广州电享家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汽蔚来创新的商业模式及首款纯电
动汽车

广汽蔚来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0

路边泊车收费系统优化项目 广州德中科技有限公司 10

汽车智能灯光视觉评价技术的研究及
产业化

广州达测科技有限公司 10

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肿瘤数字病理图
像分析系统

梅傲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0

生物医药临床前研发外包（CRO）技术
平台的建立与推广应用

广州华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0

创新的CRBSI 预防控制装置及生物外
科技术平台

广州伊辰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0

个体化抗肿瘤特异性TCR发现平台 广州呈源生物免疫技术有限公司 20

传染病新型核酸现场快检产品的开发
及产业化

广州普世君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DIP复方制剂治疗儿童及成人IBD 广州派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标准化实验动物疾病模型与表型分析
一站式技术服务平台

广州赛业百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人体第二套基因组诊断技术革命 瑞因迈拓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0

语言障碍AI病理机器人 广州科慧健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

中国菌·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 广州市益而优科技有限公司 10

半主动式胃镜胶囊项目 广州思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

国内领先的人源细胞组合型生物人工
肝支持系统

广州乾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

创新药物的临床转化与开发 广州嘉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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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舌侧正畸托槽3D打印关键技术
与产业化

广州瑞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领扣型人工角膜的产业化 广东佳悦美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药物创新驱动的标准物质技术服务平
台与复杂注射剂原辅料开发

广州隽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创新免疫治疗1类新药ONC-392临床开
发

广州昂科免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

无线探头式掌上智能超声成像诊断仪 广州索诺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临床前小分子
新药研发平台

广州费米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一次性电子胃肠内镜产品的开发和产
业化

广州瑞派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10

平台技术驱动型缓控释新药研发 越洋医药开发（广州）有限公司 10

肿瘤基因检测试剂盒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医学检验服务

广州迈景基因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

创新生物制剂——间充质干细胞新药
开发

广州赛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冠肺炎疫苗的设计与开发 广州恩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

安格医疗云影像系统 安时利（广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10

“感染检测+风险评估”新模式在大规
模结核感染筛查中的应用及推广

广州市雷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0

抗肿瘤和新冠病毒感染新型免疫细胞
的研发及产业化

广东昭泰体内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

眼科创新药物 —基于眼病分子机制与
生物标记物的精准开发

盛元医药广州有限公司 10

有机半导体材料在光伏领域的产业化 广州追光科技有限公司 30

以CO2为原料合成低碳高性能水透聚碳
酸酯多元醇

广东华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

宽光谱储能纳米材料在公共卫生中的
应用及其产业化

中星（广州）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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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OC光刻胶研发及产业化 广州创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

OLED面板产线用有机发光材料开发及
产业化应用

广州华睿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20

PCB电路板用数字化喷印阻焊油墨 广东高仕电研科技有限公司 20

砺风科技精密研磨新材料项目 广州砺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高性能有机硅电子材料的开发与产业
化

广州天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水基型环保飞机表面干洗剂研发及产
业化

广东远东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纳米晶，中国“芯”金磁海纳——全
球高性能磁芯开拓者

广州金磁海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一次性医用电子内窥镜核心组件及整
体解决方案

广州为实光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0

智检仪 广东中科如铁技术有限公司 20

高速高清三维机器视觉系统研发与产
业化

广东显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一代基于碳纳米管射线源的超低剂
量高精度CT系统

广州市昊志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30

机器人视觉智能装备 广州市斯睿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

赋能制造业企业5G+数字化转型的革命
性物联工具

广东嘉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

智能制造整体交钥匙工程 广东智造二零四九科技有限公司 10

FPCA后段智能全自动生产线 广州裕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激光雷达 广州市慧建科技有限公司 10

紫外线光引擎系统 广州市波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CPT芯片级原子钟及其授时系统
中科启迪光电子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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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屏下指纹识别及3D TOF图像传感
器芯片

广州印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30

薄膜热敏打印头 广州晖印科技有限公司 20

5G CPE无线数据终端（室内，室外
型）

广州通则康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时萃SECRE 广州欣旎科技有限公司 10

致盛智园——高精度BIM孪生园区抗疫
云上长城

广东致盛技术有限公司 10

超低功耗显示芯片驱动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鸿显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0

数据流程自动化平台
广州贝业思数据智能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10

“星云”卫星物联网助力5G\6G万物互
联

广州海特云谷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强认知的人工智能技术平台 暗物智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40

智能微波雷达SoC芯片及传感器产业化 隔空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30

基于数字营销和运营SaaS的跨境电商
独立站共建服务

广州至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国产自主CAE仿真软件--通用流体与热
仿真工具

广州安世亚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思迈特商业智能与大数据分析软件
Smartbi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10

数字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平台
广东卓志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

司
10

车辆数据科学服务平台 广州穗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人工智能超声乳腺癌筛查机器人 广州尚医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

多路OLED/QLED寿命测试设备 广州晶合设备有限公司 10

麦迪森云学院直播平台 广州麦迪森在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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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阳医生基于MDT-WA联合治疗的一体
式互联网医院平台

广州心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合熠智能传感器项目 广州市合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小熊编程 轩科智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0

基于分子炼油的智能炼化信息系统开
发与应用

广东辛孚科技有限公司 10

海尔HotOEM小家电出口综合服务平台 广州海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5G NB-IoT移动物联网芯片 广州粒子微电子有限公司 10

基于BIM和AIOT的智慧园区智慧中台系
统

广东沅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宜教通智慧教育综合管理平台 广东宜教通教育有限公司 10

5G消息行业应用平台 广州讯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

（二）

1 360

新一代高功率密度、大功率AC-DC充电
电源研发及产业化

珠海云充科技有限公司 10

1.1类小分子抗肿瘤多肽创新药HYD-
PEP06

珠海市藤栢医药有限公司 40

高效表达四代胰岛素德谷胰岛素的研
发及产业化

珠海冀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液晶膜汽车玻璃 珠海市唯酷科技有限公司 30

高性能MEMS惯性传感器 华芯智能（珠海）科技有限公司 40

智能化小型无人直升机前沿防务应用 珠海紫燕无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40

高压系留无人机 珠海市双捷科技有限公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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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AI超微MLCC六面外观检测技术及
应用

珠海市奥德维科技有限公司 20

半导体芯片AI视觉检测 锋睿领创（珠海）科技有限公司 20

高端芯片分析检测平台 洪启集成电路（珠海）有限公司 20

新一代工业级智能处理器 珠海泰为电子有限公司 10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经济深度应用 珠海横琴爱立示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10

远程微波无线输电系统 珠海束电科技有限公司 10

金智维超级RPA(金智维 K-RPA)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

基于边缘计算的人工智能AI SoC芯片
研发及产业化

珠海亿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

客户经营大数据解决方案 珠海市卓轩科技有限公司 10

5G射频前端芯片 珠海市芯合科技有限公司 10

（三）

1 10

基于无烟厨房终端的人工智能物联网
餐饮平台

广东因特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

（四）

1 200

冶金烧结烟气多污染物高效深度协同
处理技术

广东埃尔森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高能量密度军民两用空心式固体氧化
物燃料电池电源关键技术产业化

佛山索弗克氢能源有限公司 10

高比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 佛山市清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

基于手性药物的绿色不对称催化技术
的开发及产业化

佛山奕安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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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味肽系列产品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研究

广东天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电子通讯用高强高导铜镍锡箔材短流
程制备技术

广东中发摩丹科技有限公司 10

高效生态农业多功能性液膜新材料的
应用与开发

佛山市蓝启科技有限公司 10

柔性供应链新材料 佛山市墨的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ACF人工软骨仿生吸能材料的应用研究
和产业化项目

广东互典缓冲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0

水面无人技术智能设备与管理平台的
研发及产业化

广东中科粤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压铸后零件去水口去毛刺自动化产线 广东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0

高速高清三维机器视觉系统研发与产
业化

佛山显扬科技有限公司 10

面向透明电网的智能传感技术及巡检
机器人

佛山市科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污染源在线监控区
块链平台

广东中链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地空融合AI机器人的智慧农业解
决方案

广东视场科技有限公司 10

空间互联网核心设备研制及产业化 广东天镝科技有限公司 10

北斗之眼 广东海聊科技有限公司 10

（五）

1 100

经济动植物靶向精准营养的微生物制
造高技术产业化

广东博沃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

模块化相控阵超声换能器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

韶关东阳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0

离子液体萃取技术在生物农业领域的
开发和应用

广东萱嘉医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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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国兰种苗快繁技术及其产业化应
用

翁源县天下泽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

航空航天领域厌氧固化型密封材料的
研发及产业化

国科广化（南雄）新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

10

分体式植物纤维餐具成型机 韶关市宏乾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0

定向助听音响——听+ 韶关清文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30

智能机柜 韶关市云畅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六）

1 20

海水稻资源开发与利用 广东青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海水资源高效绿色综合利用产业化项
目

湛江市农海科技有限公司 10

（七）

80

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养殖黑水虻技术 广东梅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

紧缺药材积雪草高质量发展 广东百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10

广东海鹏青皮竹产业孵化中心 广东海鹏竹材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10

碳纤维复合材料产品
肇庆高新区创旭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10

智多猩-新一代智能验布机 智多猩(肇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

纳米抗菌布料真空镀膜设备及工艺 广东腾胜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10

车用UVC深紫外线杀菌环模组 火丁智能照明(广东)有限公司 10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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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0

节能高效管泵 华工（江门）机电有限公司 10

新型履带式环保景观抱柱灯 研发及产
业化

广东人和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10

互联网辐照技术综合应用服务平台 江门华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鸡清洁胚胎蛋智能化培育项目 台山市赛科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10

中空莫来石微珠，高端改性新材料 江门市东有科技有限公司 20

新型环保可降解塑料材料项目 江门市新构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高倍率碳硅复合电极材料的研发及其
产业化

江门市荣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40

高折光率光固化功能材料产业化应用 江门市久冠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30

降低95%VOCs的制镜行业创新水性涂料 恩平市捷威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高速精密全自动插接机的研发及产业
化

江门市泰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0

全自动晶圆缺陷检测（AOI）设备 广东唯是晶圆科技有限公司 10

太赫兹光谱技术在食品（中药材）安
全监测领域的研发与应用

江门市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能源汽车电动机壳高效加工五轴铣
车复合加工中心研发与产业化

广东今科机床有限公司 10

旋挖钻机再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鹤山市厚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0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5G智慧广告屏关
键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

广东纯态数字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桥梁健康监测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江门市润宇传感器科技有限公司 10

智能感应式喷雾消毒器 江门市君顺实业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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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交互技术设计的远程智能
面包机的研发

江门市美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云计算及定位技术的全场景三维
灯光交互系统

江门市华彩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10

（九）

1 200

废旧机动车绿色回收拆解和零部件再
制造项目

茂名市万联科技有限公司 20

甲酸重整制氢动力装置 昆仑科技（茂名）有限公司 20

电动多列高机动性无人驾驶多用途车
辆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广东翔天汽车智能化有限公司 10

药用辅料中的“娇子”变性淀粉：差
距中孕生机 ——实现木薯淀粉的高值

化利用
广东冠吉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10

惠众水产创新发展 茂名市惠众水产有限公司 10

新型酶解鱼蛋白粉饲料蛋白原料的技
术开发与产业化

茂名希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守正创新，华逸饮片 化州市华逸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0

德纳新材料（茂名）有限公司 德纳新材料（茂名）有限公司 40

中间相沥青工艺的开发及应用 茂名创能烯碳科技有限公司 10

长碳链异构醇 广东仁康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碳九）冷聚、共聚石油树脂技术应
用

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20

新型苯乙烯系嵌段共聚物关键技术研
发及应用

广东众和中德精细化工研究开发有限
公司

10

智能自动化对虾加工系统 甸硕水产科技（化州）有限公司 10

粤西/北部湾数据湖产业园 茂名粤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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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 200

城市排水智慧运营 广东巍智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5G的储能备用电源系统 惠州市亿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

高端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惠州市智胜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

老人医疗器械 广东甲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大米加工副产物米糠整体食品化利用
产业化示范

广东天下粮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便携隐蔽式数字降噪助听器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颠覆性的第五代催化技术生产2-丙基
庚醇（2-PH）项目

惠州凯特立斯科技有限公司 20

面向5G高导热通量优质石墨烯材料的
绿色环保制备及产业化

广东一纳科技有限公司 10

纤之鼎（高速光纤拉丝涂覆模具） 惠州市新泰欣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0

X4全碳纤维民谣吉他 惠州市恩雅乐器有限公司 10

智能制造平台 惠州中科德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AA设备的研发 惠州市德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0

AOI视觉检测设备项目 惠州帆声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中小型电子制造企业制造供应链
协同云平台项目

为知数字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10

物联时代双光谱法监测水中有机物领
跑者

广东新一代工业互联网创新技术有限
公司

10

基于深度学习的5G光模块产品缺陷智
能检测分析系统

惠州匠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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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照明系统控制的LED驱动器 惠州市安规电子有限公司 10

（十一）

1 410

柚子方便食品膳食纤维 大埔县通美实业有限公司 10

广东省科学院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技
术育成孵化能力建设

广东省科学院梅州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400

（十二）

1 170

水质环境智能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广东骏信科技有限公司 10

智慧能源站 汕尾市京德科技有限公司 20

“白将军牌”白僵菌生物农药 汕尾市晶格科技有限公司 10

一种益生菌酵素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汕尾市有记健康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10

铁皮石斛的培育及高值化开发与应用 汕尾市大润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

商业机器人 汕尾市勇艺达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10

IP孵化赋能动漫艺术品全产业链 海丰县星际动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新型宽量程低压配电箱 汕尾市一开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0

让智能科技点亮生活 广东泰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NB-IOT技术的智慧路灯应用 汕尾市旷代智能照明有限公司 10

JOY SMART AI 红绿灯信控调度治堵系
统

汕尾市数字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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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嵌入式系统的音频解码器 海丰县极电科技工作室 10

智慧家庭-AI智能开关 汕尾市智慧家庭科技有限公司 10

疫情5G会议系统集成项目 广东世纪易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10

智造天使 汕尾市吉祥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控制 海丰县达之任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

（十三）

1 30

新型高分子塑钢板桩在水利建设方向
研发及应用

广东省鼎诚聚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动静态定位机器人在纸包装行业生产
线的应用

恒科通机器人（河源）有限公司 20

（十四）

1 80

便携式颅脑穿刺导引器的销售及推广 阳江市锐锋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10

建筑智能防水补漏 广东省林派科技有限公司 10

便携式轮胎修复工具 阳江市浩翔工贸有限公司 10

超高速激光熔覆防腐
阳江市高功率激光应用实验室有限公

司
10

304抗菌不锈钢熔覆刀 阳江市凯利德制刀有限公司 10

三层/五层新型高 速四 轴换卷/智能
温控全自动流延膜机组

昌龙科技（阳江）有限公司 10

面向大湾区特色产业防伪溯源区块链
技术应用平台

阳江市链点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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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推动农产品营销 阳江市智慧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

（十五）

1 50

植物纤维（竹子、甘蔗）再生利用 清远钰晨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20

新能源（碲化镉薄膜光伏技术）BIPV
产业基地项目

清远市德晟嘉恒能源环保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10

高端模具先进涂层与3D修复技术 清远市粤博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型高精度压电式传感器研发与应用 清远天之衡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10

（十六）

1 200

旋转电磁热机 东莞市呈禾信电磁科技有限公司 10

“智能‘’眼健康产品及平台系统的
打造

东莞市聪明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型软骨再生细胞治疗技术在退行性
骨关节炎中的应用

广东先康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植入性医疗器械及耗材的产业化 东莞博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创新宠物疫苗的开发和产业化 东莞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5G低功耗高性能人工电磁材料透镜技
术

广东司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净”界——限域空净集成化技术
领先者

东莞市艾尔佳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 10

超细管材的技术开发及应用 广东松博纳米合金管材有限公司 30

高速高精全自动固晶机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

东莞普莱信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0

第 15 页



因楽音乐——中国音乐产业赋能先锋 东莞市因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

BOOKS-AI智能服务器 东莞市不可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水环境遥感监测与污染溯源技术创新
应用（茅洲河国控断面为例）

中科云遥（东莞）科技有限公司 10

天眼情报——隐匿网络空间情报分析
领航者

东莞智盾信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0

软装到家商城数据查询系统的开发 广东欧工科技有限公司 10

微波毫米波芯片及模块Load Pull EDA
系统

东莞赛唯莱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

半导体芯片封装材料（蚀刻引线框
架）量产及进口替代

东莞链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0

LCoS微显示芯片设计研发 东莞市芯萌慧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智能汽车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广东为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十七）

1 260

ML超微型钮扣式电池研发在智慧通讯
及医疗领域产业化应用项目

中山智博微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30

基于新型容性软开关和神经网络控制
的分布式能源提效降损发电技术

中山景明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0

零化学品除垢杀菌水处理系统 中山市宏迪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30

家用燃气用具比例阀 广东铃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高温闪速热裂解技术—医疗垃圾&
白色垃圾处理的无害化、资源化解决

方案
中山市鑫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抗菌敷料 国科瑞诺（中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AI智酶 小乔（中山）科技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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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颗粒（抗新冠中药保健食品） 广东瑞生青藤医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0

HRD检测在妇科肿瘤中的应用 中山拓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临床技能操作训
练考核系统

威爱医疗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10

p16/Ki-67双染检测抗体试剂的成果化
应用

广东康乃欣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

智能温控节能膜材研发与产业化 中山市东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布里奇曼法高性能大尺寸氟化钙
晶体制备项目

中山昂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真空热裂解技术的印刷电路板废
油墨渣的无害化处理及其产业化

中山良创印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微小型高功率密度驱动器 广东恒驰科技有限公司 10

智能真空镀膜装备及工艺整体解决方
案

广东生波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0

低功耗高精度数模双输出电流测控芯
片及电流在线测控模组的应用与开发

阿母芯微电子技术（中山）有限公司 10

线上养老护理云服务平台 广东特莱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高性能高可靠性IGBT芯片 中山汉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

芯片天线测试系统 广东柏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基于激光技术的健康智能集成厨电产
品

广东美集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

（十八）

1 210

新型纯电炭焙机 潮州市国韵茶业有限公司 10

小尺寸高压供水马桶水箱进水阀 广东恒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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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纸艺个性化定制工艺产品服务 广东晋泽科技有限公司 10

汽修行业喷漆房废气智能净化系统 广东新润环保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10

聚能速排给排水装置 广东安百利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10

“脆鲜盈”——罗非鱼脆化专用配合
饲料

潮州泗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0

“茶农之家” ——凤凰单丛茶助农交
易服务平台

潮州茶农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阴道微生态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 广东龙创基药业有限公司 30

打造凤凰单丛外销之路 潮州市吉云祥茶业有限公司 10

饶平原种狮头鹅提纯保种技术 饶平县浮滨丰乐狮头鹅饲养有限公司 10

信鸽体育赛事策划、组织 潮州市恒通赛鸽有限公司 10

抗菌耐老化的环保型柔性食品包装袋
及其智能化生产

凯正包装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10

以竹代塑-碳化复合竹编土工格栅新材
料

广东建中新竹材科技有限公司 10

脲醛马桶盖板高温高压成型关键技术
的研究

潮州市潮安区大耀卫浴设备实业有限
公司

10

鞋头后踵定型机 广东胜大科技有限公司 10

小宇青年-年轻人的厨房生态圈！ 广东小宇青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城市级智慧停车云平台 广东智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基于阿里巴巴的一站式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平台

广东韩创园科技有限公司 10

广东凯裕科教文化有限公司开智编程
机器人教育品牌

广东凯裕科教文化有限公司 10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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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新型隔音窗 揭阳市东信智能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10

日产能20万的高速一拖一平面口罩机 广东思篙莱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10

自动抛光机械手 揭阳市盛和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10

360互联网+内衣世界展厅 普宁市杰联网络开发有限公司 10

（二十）

1 410

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及生产 广东鸿力氢动科技有限公司 30

绿家鲜 罗定市绿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花海中的葡萄 罗定市百事达种养专业合作社 10

山鸡智能生态养殖 广东梦之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榆黄蘑 广东桂之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重要动物疫病快速检测技术产品的研
究与应用

新兴县国研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型环保控温材料的研发及应用 广东莱德斯科技有限公司 10

智能空中消防飞行器研发及产业化 云浮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0

管道内检测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 广东氢标科技有限公司 10

射频低损耗高性能片式多层陶瓷电容
器研发及产业化

广东微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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