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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科〔2019〕100 号

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关于同意佛山市

奥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100 家企业

组建南海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

各镇（街道）经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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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同意佛山市奥姿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 100 家企业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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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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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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01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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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10 日

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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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南海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名单

序号 街镇 承担单位 工程中心名称

1 桂城 佛山市奥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皮肤屏障修复护肤

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桂城 广东昭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制造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3 桂城 佛山市昆威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压铁塔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4 桂城 佛山市美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分子筛制氧

设备(美客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5 桂城
佛山市玉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城市黑臭水体水质

净化与生态修复技术玉凰生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6 桂城 佛山市汇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混凝土（汇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 桂城 佛山市鼎垣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资源与环境保护建

筑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 桂城 广东力德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充电数码配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9 桂城 广东南海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国际建筑设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桂城 广东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杰鑫绿色节能建筑

工程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 九江 佛山市欧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林氏木业家居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2 九江 佛山市南海莱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办公椅先进制造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3 九江 佛山市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优质舒适公共座椅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 九江
佛山市南海永恒头盔制造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安全头盔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5 九江 佛山市巨亚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巨亚环保铝型材深

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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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九江 佛山市非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精密耐火陶瓷新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7 九江 佛山市南海区燕山印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印刷技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8 西樵 佛山市优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人体工学办公椅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9 西樵 佛山市耐堡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循环风机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20 西樵 佛山市南海亿棉染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花式牛仔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21 西樵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慧生态睡眠宜奥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2 西樵 佛山市南海纵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智能家具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23 西樵
佛山市南海德耀翔胜纺织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高效无水（少

水）纺织印染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24 西樵 佛山市南海利致牛仔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短流程、节水、节能

染整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5 西樵 佛山市南海雄科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档面料浆染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26 西樵
佛山市南海港能燃料物料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效环保水煤浆产

品研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7 西樵 佛山市南海区杰大饲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健康水产饲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8 丹灶 仲西输送设备(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工业输送设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29 丹灶 广东金丽声展示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空间展示设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0 丹灶 佛山市禅通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效节能环保风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1 丹灶
佛山市南海鸿钢裁断机制造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精密自动化裁断

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2 丹灶 佛山慧氟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慧氟聚四氟乙烯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3 丹灶 佛山灯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灯港大功率 LED 照

明器件高效散热系统研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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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丹灶
佛山市南海超利金刚石工具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锋利高效轻量化金

刚石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5 丹灶 佛山市中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力不锈钢深加工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6 丹灶 佛山同兴制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药饮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37 丹灶 广东胜特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电力变压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38 丹灶 佛山泰铝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阳极氧化铝板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39 丹灶 佛山市亮星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节能安全玻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0 丹灶 佛山市东电时代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慧型物联网灯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1 丹灶 广东邦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智能电动轮

椅邦哲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2 丹灶 盟和（佛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盟和（佛山）汽车配

件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3 丹灶 佛山市南海区纬隆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纬隆绿色环保牛仔

面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4 丹灶 佛山市南海冠粤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效环保铝材深加

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5 丹灶
佛山市南海鑫隆机工机械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日用陶瓷智能装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6 狮山 佛山联邦高登家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型整体定制壁

柜（联邦高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7 狮山 佛山唐明汉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定制家具智能制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8 狮山 佛山市明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铝型材加工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49 狮山
佛山市赛立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挤压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50 狮山 佛山市澳科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牵引机设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51 狮山
佛山市南海宏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宏达创意金属家具

设计及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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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狮山 广东维迅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维迅高端门窗智能

系统配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3 狮山
佛山市科特尔汽车模具实业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度成型模具科特

尔汽车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4 狮山 广东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玻璃制品轻量化加

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5 狮山 佛山市诺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智能牙科综

合治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6 狮山 广东雅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制冷设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57 狮山 广东欣昌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汽车用高性能不锈

钢焊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8 狮山 佛山市根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效节能折弯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59 狮山
佛山市南海区晶鼎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自动化 PVD 涂层设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0 狮山 佛山德联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汽车养护用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61 狮山 佛山市睿锋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 LED 照明在物联网

中的场景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2 狮山 广东佛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佛棉纺织优质高档

面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3 狮山
佛山市南海富轩门窗幕墙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富轩节能环保智能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4 狮山 广东铭策广告标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电子广告牌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65 狮山 佛山市南海富达电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真空密封包装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66 狮山 佛山市南海富球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断桥门窗铝合

金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7 狮山 广东轩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轩宇高承重型起重

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8 狮山 佛山市南海野枫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集成电路板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9 狮山 佛山市联仪光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光学镜头镜片精密

加工组装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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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狮山
东芝家用电器制造（南海）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环保家电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71 狮山 佛山市格能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型低损耗 LED

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2 狮山 佛山市南海通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节能型混凝土

智能化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3 狮山
广东互顺通塑胶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缠绕管（互顺

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4 狮山 佛山市美万邦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纸塑模具快速成型

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5 狮山 广东星球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节能门窗铝型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76 狮山 佛山市爱庭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节能电磁炉爱

庭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7 狮山 广东粤特变压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粤特变压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78 狮山 佛山市松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化 LED 照明灯

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9 狮山
佛山市南海创利有色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创利节能再生铝合

金熔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0 狮山 广东赛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在线淬火装置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81 狮山 佛山市恒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铝合金节能门窗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82 狮山 广东春上机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多功能数控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83 大沥
佛山市南海笳恩压铸自动化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脱模剂高效回收再

利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4 大沥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谢边建联铝业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人性化电动轮椅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85 大沥
佛山市骤威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精度智能液压设

备（骤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6 大沥 佛山市南海昶音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昶音微型扬声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87 里水 岭南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药饮片炮炙工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8 里水 广东优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功能性洗衣胶囊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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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里水 广东柯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柯杰混凝土高性能

减水剂及其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90 里水 广东中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矿物绝缘阻燃电缆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1 里水 广东文灿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精密压铸汽车模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2 里水 亚洲电器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电线电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93 里水 佛山市南海五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智能家具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94 里水 广东珠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电缆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95 里水 佛山市固特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全屋智能家居五金

配件（固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6 里水 广东华力通变压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环保变压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7 里水 佛山市南海科惠汽配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性能汽车配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98 里水 佛山市三乐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色环保板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99 里水 佛山市南海大欣针织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功能性针织品数字

化智能织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0 里水 广东汇泰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能门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