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度拟认定中山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示名单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属镇街

企业类（74家）

1 中山市拉晶设备（汇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汇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2
中山市生物医药核心原料研发与产业（康晟生
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康天晟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3 中山市气雾阀门（高林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高林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4
中山市智能健康设备塑胶件及其模具开发（富斯
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富斯特工业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5
中山市可调节的精密共享快速模具（厚德快速模
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厚德快速模具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6 中山市精密五金配件（新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新宝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7 中山市热交换系统（澳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澳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8
中山市智能温变遮阳玻璃（中佳新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中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9
中山市高性能环保涂料树脂材料（朗玛）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火炬开发区

10 中山市印刷电路板（国昌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国昌荣电子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1 中山市智能照明（熠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熠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2 中山市测试自动化（迅科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迅科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3
中山市智能清洁类扫地机器人（智意）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广东智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4 中山市机电一体化（新盛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盛世机电制品(中山)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5
中山市智能搬运机器人（小神童）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中山小神童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6
中山市硅橡胶医疗器械（沃德）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中山市沃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7 中山市中小型风机（启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启胜电器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8 中山市冷链设备（奥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奥驰冷链设备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19 中山市日用塑料制品（华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华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20
中山市高性能硅胶制品（阿乐密）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阿乐密硅胶科技（中山）有限公
司

翠亨新区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属镇街

21
中山市医药包装材料（澳泉医疗）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中山市澳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22 中山市高亮节能光源（维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维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23 中山市高端环保纸箱（富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富鑫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24 中山市日化用品（长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翠亨新区

25 中山市工程检测（大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大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东区

26 中山市气雾阀（英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英博气雾阀有限公司 东区

27
中山市建筑节能与装配式建筑（盛尔集团）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盛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区

28 中山市铝合金型材（金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金雅实业有限公司 东区

29 中山市智能LED照明（微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微观科技有限公司 南区

30 中山市集成电路板（高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高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区

31
中山市大型食品速冻设备（麦卡尼）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麦卡尼食品设备（中山）有限公
司

南区

32 中山市电器设备（清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清匠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南区

33 中山市智能摄像头（奥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奥尼视讯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小榄镇

34 中山市脚轮（常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常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小榄镇

35 中山市智能云锁（樱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樱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小榄镇

36 中山市LED汽车灯具（峰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峰度照明有限公司 小榄镇

37 中山市先进家具制造（东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东港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小榄镇

38 中山市高速轮（隆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隆丰脚轮制造有限公司 小榄镇

39 中山市燃气具（长青热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长青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小榄镇

40
中山市绿色塑铝软包装复合印刷（贝利斯特）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贝利斯特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小榄镇

41
中山市工业废气处理及节能（格源）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中山市格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小榄镇

42
中山市应急照明灯具开发技术（盛世名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盛世名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古镇镇

43
中山市机械制造自动化（羽昊）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中山市羽昊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横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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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山市电壁炉（商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商贤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横栏镇

45 中山市高低频变压器（盈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盈兴电子有限公司 港口镇

46
中山市智能家居控制器（众信）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中山市众信科技有限公司 港口镇

47 中山市磁环绕线设备（展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展晖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港口镇

48
中山市节能环保灯具（莱利灯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中山市莱利灯饰股份有限公司 港口镇

49
中山市PVC高分子材料地板（大自然格瑞）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大自然格瑞新型材料有限
公司

大涌镇

50
中山市智慧热电联产发电（粤海能源）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中山粤海能源有限公司 黄圃镇

51 中山市智能小家电（荣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 黄圃镇

52 中山市美健个护电器（雷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雷泰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黄圃镇

53 中山市智能小家电（及第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及第马科技有限公司 南头镇

54
中山市电磁感应加热技术（合硕高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中山市合硕高品电器有限公司 南头镇

55
中山市泳池水环境设备（威浪仕）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广东威浪仕水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南头镇

56 中山市电力智能装备（景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景呈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东凤镇

57
中山市智能厨电制造（博恩电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中山市博恩电器有限公司 东凤镇

58
中山市高效节能燃气具（广凌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中山市广凌新电器有限公司 东凤镇

59 中山市高温导热硅胶（汇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汇能硅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凤镇

60 中山市燃气具（骏伟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骏伟电器有限公司 阜沙镇

61 中山市高性能电机（兆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兆力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阜沙镇

62 中山市通信天线罩（诚力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诚力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三角镇

63
中山市电热电磁灶具（海耐得）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中山市海耐得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三角镇

64 中山市烘焙配料（福德利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福德利得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三角镇

65 中山市智能家居（永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永定科技有限公司 三乡镇

66
中山市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和胜新能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和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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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中山市化妆品生物科技（多米丽）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中山市多米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乡镇

68
中山市超大电流一体成型电感（设科电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设科电子有限公司 板芙镇

69 中山市光通讯（安捷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安捷芯科技有限公司 板芙镇

70
中山市高端半导体溅射靶材（中山智隆）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中山智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板芙镇

71
中山市物联网智能连接（众能物联）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广东众能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坦洲镇

72 中山市摄影支撑架（劲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劲捷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坦洲镇

73 中山市智能设备（宏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宏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坦洲镇

74
中山市高性能复合环保瓦楞纸板（广大纸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大纸品(中山)有限公司 坦洲镇

公益类（1家）

1
中山市精密光学制造与检测（长理工研究院）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 火炬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