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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科〔2020〕36 号

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关于同意广东辛迪丹

顿鞋业有限公司等 150 家企业组建佛山市

南海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

各镇（街道）经促局（经发办）、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关于区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建设的管理办法（修订）》（南科〔2016〕100 号）文件

精神，经专家评审和公示环节，现同意广东辛迪丹顿鞋业有限公

司等 150 家企业组建佛山市南海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请各单位认真落实组建工作，健全中心运行机制，加强研发

平台建设，加快新产品研发进度和科研成果工程化，尽快形成自

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依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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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 年度佛山市南海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名单

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

2020 年 9 月 15 日

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15 日印发



— 3 —

附件

2020 年度佛山市南海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名单

序

号
街镇 依托单位 工程中心名称

1 大沥 广东辛迪丹顿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皮鞋设计与制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大沥 广东兴达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消防与绿色建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大沥 佛山市姐妹花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姐妹花内衣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4 大沥 广东恒诺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安全型高低压成

套配电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大沥
佛山市南海区居宜轩金属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超钢性多功能展示架

(居宜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丹灶 广东康进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护理床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7 丹灶 广东省泓锋烘焙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热风循环节能烤炉（泓

峰烘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 丹灶 佛山市华复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医疗康复助行器械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9 丹灶 广东福辰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可靠节能电力变压

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丹灶 佛山晟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强度汽车零部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1 丹灶 佛山博莱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耐用型汽车车灯

配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 丹灶 广东富瑞希空气净化过滤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效耐用空气净化过

滤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 丹灶 广东格菲林卫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热风非织造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4 丹灶 佛山市酷狄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酷狄五金数控成型不

锈钢保温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5 丹灶 佛山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能源车车身轻量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6 丹灶 佛山市金浩博管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饮用供水不锈钢管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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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丹灶 饭野（佛山）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汽车发动机零

配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8 丹灶 佛山市爱居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节能智能化 LED

照明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9 丹灶 广东路霸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汽车后市场配套设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 桂城 汉华智能科技（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1 桂城 佛山市迅盈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恒流恒压 LED 开关电

源（迅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2 桂城 广东晟腾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测绘与地理信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23 桂城 广东南海城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4 桂城 佛山能高环保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太阳能电池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25 桂城 广东华辉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电梯安全智能控制装

置（华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6 桂城 广东欧谱曼迪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 4K 荧光医用内窥镜欧

普曼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7 桂城 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牙科种植体系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28 桂城 广东鼎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信息模型（BIM）

技术鼎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9 桂城 广东鹰视能效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配电能效运维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30 桂城 佛山市栩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智能护理床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31 桂城 广东星联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分子材料新型成型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2 桂城 众达（广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生态水利建设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33 桂城 广东智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34 桂城 广东施泰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骨科内置物施泰宝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35 桂城 佛山市鑫瑞丰机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环保陶瓷机械装

备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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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桂城 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电力设备机器人自动

涂覆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7 桂城 广东辰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电力设计（辰誉）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38 桂城 佛山市高科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孔复合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39 桂城 广东南海普锐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纳米催化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40 桂城 佛山市弘峻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农业面源污染水环境

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1 桂城 广东泰升药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泰升纯天然即食滋补

品营养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2 桂城 广东唯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唯泰生物干细胞与再

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3 桂城 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区块链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44 桂城 广东金来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强度耐腐蚀抗震大

跨距电缆桥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5 九江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人体工学椅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46 九江 佛山市高尔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尔顿（智能床垫）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47 九江 广东德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蚀刻废液再生循环处

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8 九江 佛山市承安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磷铜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49 九江 佛山高威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包装印刷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50 九江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联发五金制罐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精品金属罐制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51 九江 佛山市南海精置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复合塑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52 里水 广东信家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环保智能家具定

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3 里水 广东翔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翔海大尺寸液晶显示

面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4 里水 广东星星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

统（星星汽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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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里水 佛山市南海汇俊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塑料微发泡仿木制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6 里水 中民筑友科技（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民筑友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57 里水 佛山市优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门窗幕墙用隔热

材料优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8 里水 佛山市英吉利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英吉利高端剃须刀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59 里水 佛山市南海重德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佛山市南海区优质高

性能袜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0 里水 佛山市南海惠而信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抗菌环保塑料制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61 里水 佛山倍丽明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建筑铝合金造型

板（倍丽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2 里水 佛山市南海美尔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分子材料的新型加

工和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3 里水 佛山市南海邦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地坪装饰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4 里水 佛山市南海力灏工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食材加工设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5 里水 广东科而美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 LED 显示屏及半

导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6 里水 佛山市勤智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勤智光电节能环保 LED

灯具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7 里水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68 里水 广东欣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韧性耐磨型亚克力

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9 里水 佛山市南海昌盛力通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档数控装备（力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0 里水 佛山市银浪厨卫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按摩卫浴配件及

其新材料的加工和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71 里水 佛山市卓辉机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数字化多功能发电机

组控制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2 里水 佛山市奥康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触摸高清液晶显

示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3 里水 佛山市德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安全汽车零部

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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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里水 佛山市亿控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自动化电气柜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75 狮山 佛山南海虹霸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虹霸电子新型 LED 光

源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6 狮山 佛山华翔汽车顶棚系统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汽车内饰顶棚成型智

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7 狮山 金凯达（佛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金属切割装备金

凯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8 狮山 佛山市嘉镁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健康光源系统（嘉

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9 狮山 佛山市蓝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蓝灯集成化先进半导

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0 狮山 佛山市波谱达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 5G 多频共用矩形波束

射灯天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1 狮山 佛山登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伺服电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82 狮山 广东皆联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环保型的多功能

色母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3 狮山 佛山市龙源镭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烫金箔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84 狮山 佛山镁利好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镁合金自行车轮毂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85 狮山 广东和发铁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热浸镀锌清洁生产技

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6 狮山 佛山市南海区卓迪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全自动石英石生产线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7 狮山 佛山市美仕达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环保教玩融合型

智能泥胶玩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8 狮山 佛山市南海区德尚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亚克力浴缸加工

及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9 狮山 佛山创兴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节能建筑幕墙玻

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0 狮山 佛山峰合精密喷射成形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精密喷射成形峰合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91 狮山 佛山市南海益通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铝合金门窗幕墙

系统及其制备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92 狮山 佛山正海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汽车顶棚创新设计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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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狮山 佛山市思特传导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连接电源线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94 狮山 广东浩城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化多功能箱式配

电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5 狮山 佛山市源绿品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高效型风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96 狮山 佛山市祺海兴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精度激光切割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97 狮山 佛山派阁汽车塑料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抗压型汽车内饰零部

件及其制成装备设计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98 狮山 佛山市中衡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衡智能电气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99 狮山 佛山市南海区洁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型厨房日用品智

能制造洁达家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0 狮山 广东足迹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江博士健康鞋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01 狮山 佛山蓝烨厨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环保商用厨房设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2 狮山 佛山市南海思必拓塑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效智能塑料机械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03 狮山 佛山市钢联厨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钢联新型环保厨房设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4 狮山 佛山市博维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功能高分子材料（博

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5 狮山 佛山市泓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泓佳金属带材智能化

剪切生产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6 狮山 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数智能感知与应用

工业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7 狮山 广东永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轨道交通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08 狮山 佛山森泰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化精密玻璃机械

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9 狮山 佛山市南海宇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轻质环保铝天花板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10 狮山 佛山佛锐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佛锐电气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111 狮山 佛山市毅龙广告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广告设备智造（毅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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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狮山 佛山市志联永道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集成吊顶配套铝型材

加工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3 狮山 佛山市天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用高性能耐磨不

锈钢管（天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4 狮山 佛山市南海艺联五金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五金模具及模

具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5 狮山 广东宝鸿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佛山市垃圾智能收运

系统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6 狮山 佛山市南海利多邦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智能卫浴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17 狮山 佛山市创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基于人体工学设计的

功能性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8 狮山 佛山市天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数控弯管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19 狮山 佛山新成洪鼎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化现场加工机床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0 狮山 广东斯坦德流体系统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流体计量输送

螺杆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1 狮山 佛山金航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家电智能控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22 狮山 佛山市南海区泰和洁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红外线智能感应蒸汽

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3 狮山 广东思豪内高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内高压水胀液压（思

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4 狮山 佛山市南海区明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铝型材挤压设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25 狮山 广东莱茵电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电梯节能技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26 狮山 佛山市南海康莱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食品机械设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7 狮山 佛山市固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机器人柔性焊接生产

线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8 狮山 佛山市南海康健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高性能淋浴房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29 狮山 广东爱美信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环保新风净化系

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0 狮山 佛山市隆信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激光切割装备制

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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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狮山 佛山市科日压电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超声电子材料

与器件（科日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132 狮山 广东和美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环保节能型薄

板瓷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3 狮山 佛山市创兆宝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创兆宝智能包装设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4 西樵 广东滔莲染整定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滔莲绿色印染与健康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5 西樵 佛山市亚纺染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环保染整技术及

装备研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6 西樵 广东亚纺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性高档牛仔面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7 西樵 佛山市华裕泰织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环保智能浆染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38 西樵 广东启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启功智能安防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39 西樵 广东金三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无纺布制备技术及新

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0 西樵 佛山市飞扬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人机工程学情感化设

计康复器材先进制造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141 西樵 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环保包装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42 西樵 佛山市南海区显威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制造精密五金件

（显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3 西樵 佛山市帝星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陶瓷加工机械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44 西樵 广东方向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云瓷砖方向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45 西樵 广东大昌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智能插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46 西樵 佛山市鹏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高性能塑料制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7 西樵 佛山市南海区粤樵东印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低能耗清洁环保染整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8 西樵 佛山市南海西樵力舜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无梭织造高档纺织面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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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西樵 广东盛世昌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昌隆智慧社区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50 西樵 佛山市龙盘金属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佛山市龙盘金属制冷

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