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第四批南海区工业设计提升专项扶持资金安排表

单位：元

2021年第四批南海区工业设计提升专项扶持资金总计（元） 1659492

一、重点工业设计平台奖励

序号 申报企业名称 所服务企业名称 合同/项目名称 拟奖励金额

1

佛山洛客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永诺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样本制备仪（微滴生成仪）产品外观设计
项目

6000

2
广东合捷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空气净化器外观设计+壳体机构外观设计+

供应链项目管理服务项目
16000

3
广东合捷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合捷空气净化器APP UI设计 5600

4
广东合捷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烤箱面板外观设计 8400

5
广东合捷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空气净化器结构手板制作 2352

6
广东合捷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空气净化器结构手板制作 8000

7
佛山市天天娃服饰有限

公司
“创意礼盒”包装设计项目 10000

8
广东合捷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智能电烤箱产品外观设计项目 8000

重点工业设计平台奖励小计 64352

二、企业工业设计项目补贴

序号 申报企业名称 申请企业类型 合同/项目名称 拟扶持金额

1
广东景兴健康护理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南海制造业全国隐形

冠军”企业
ABC-品牌策划+护理系列产品设计服务项目 50000

2 广东艾科智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车辆探测仪+门禁刷卡器外观及壳体装配结

构设计项目
65000

3 佛山市虫虫壳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药盒外观设计项目 15000

4 佛山市虫虫壳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汽车座椅挂钩外观设计项目 15000

5 佛山市虫虫壳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切药器外观+结构设计项目 15000

6 佛山市虫虫壳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汽车座椅挂钩结构手板制作项目 3245

7 广东中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品牌策略+品牌标志设计+品牌VI系统规范

设计服务项目
199000

8 广东宝照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沙漏型台灯硬件设计开发服务 20000

9 广东宝照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宝照室内照明灯具产品设计项目-方案加选

（鱼尾吊灯外观+结构+手板设计）
11000

10 广东新元素板业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文化IP形象设计打造、企业品牌VI规

范设计服务项目
30000

11 佛山华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新型智能防护密闭井盖整案设计项目服务 76000

12 佛山华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转移式水平防护密闭封堵板产品外观+结构

设计+机构优化项目服务
50000

13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按摩枕JD-AMY002产品外观设计项目 23500

14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铲皮机JD-CP002产品外观设计项目 15000

15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洁面仪JD-DR004产品外观设计项目 15000

16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脱毛仪JD-TM010产品外观设计项目 13500

17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弯把脱毛仪JD-TM012 产品外观设计项目 25000

18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美容仪、脱毛仪外观设计项目-补充协议

（美容仪加选）
7500

19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把手款脱毛仪JD-TM013产品外观设计加选
项目

7500

20 佛山市金蒂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把手款脱毛仪JD-TM014产品外观设计加选
项目

7500



序号 申报企业名称 申请企业类型 合同/项目名称 拟扶持金额

21 佛山市南海雷特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修眉刀外观设计项目 9000

22 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一款风幕机产品外观设计 25000

23 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一款换气扇面盖外观设计项目 12500

24 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格来德电热水壶外观手版制作项目 7200

25 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格来德电热水壶产品策略+外观设计项目 45000

26 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格来德轻茶礼茶具产品策略+外观设计项目 100000

27 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车载人群饮水产品-C系列结构手板制作项
目

4400

28 佛山市荣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荣仕照明展厅空间设计项目 7500

29 三桥惠（佛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车载警报器的包装设计项目 5000

30 三桥惠（佛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车载警报器结构手板制作项目 900

31 广东路霸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汽车四轮定位仪产品设计项目 9000

32 佛山市金星徽电器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一款加湿风扇外观设计（加选） 9000

33 佛山市金星徽电器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一款MINI风扇外观设计 15000

34 佛山市金星徽电器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一款MINI风扇外观设计（加选） 9000

35 佛山市金星徽电器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MINI电饭煲外观设计 15000

36 佛山市金星徽电器有限公司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一款空气净化器外观设计 15000

37 佛山博文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类型 电容笔产品整案服务项目 10000

38 佛山博文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类型 桌面式投影仪产品整案服务项目 50000

39 佛山博文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类型 智能台灯产品整案服务项目 65000

40 佛山博文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智能台灯MINI款的外观设计+壳体装配结构设计 25000

41 佛山博文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类型 投影仪的散热结构仿真分析 8400

42 佛山博文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投影仪+智能台灯外观手板制作项目 1495

43 佛山市恒为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剥切电缆工具设计项目 48500

44 广东国晟爱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碳纳米管新材料应用产品开发整案服务 101000

45 广东优酶生物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酶生物制造品牌形象设计项目 50000

46 广东粤膳特医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粤膳特医企业画册设计项目 30000

47 佛山建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规上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画册设计项目 16000

48 佛山市宇泉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江小仙品牌设计整案服务项目（江小仙富

氢水产品）
90000

49 广东芳园盼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智能晾衣架创新设计合作项目 100000

50 佛山市舜红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电压保护器外观设计+壳体结构设计项目 14000

51 佛山市舜红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类型 变压器面板设计项目 13500

52 佛山市南海艾诺威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

其他类型 一款自动奶盖机外观设计服务项目 20000

企业工业设计项目补贴小计 1595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