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佛山市拟认定为“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名单
（第六批）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细分行业

1 佛山登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交流永磁伺服电机

2 广东何氏水产有限公司 水产品预制菜

3 佛山市金星徽电器有限公司 家用加湿器

4 广东启新模具有限公司 车载充电一体机铸件

5
广东华天成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空气源热泵

6 广东顺德科锐玛电器有限公司 商用咖啡机

7 广东传化富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环保硬挺剂

8 广东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激光数控机床

9 广东健力宝股份有限公司 运动饮料

10 广东敏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驱动微电机

11 佛山市立笙纺织有限公司 仿针织牛仔布

12 佛山市科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防水建筑材料

13
佛山伊之密精密橡胶机械

有限公司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



14 广东艾高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永磁变频空压机

15 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力涂覆机器人

16 广东金美达实业有限公司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17 广东信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产饲料酵母

18
广东哈士奇制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复古冰箱

19 广东鸿昌化工有限公司 环保醇溶复合油墨

20 广东恒美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厨房用电热管

21 广东爱美信电器有限公司 智能空气净化设备

22
佛山市南海华昊华丰淀粉

有限公司
淀粉及淀粉制品

23 广东欧谱曼迪科技有限公司 荧光导航内窥镜

24 广东合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岛式吸油烟机

25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26 广东科高电器有限公司 香薰机

27
宗申•比亚乔佛山摩托车企业

有限公司
电喷节油骑士车

28 广东正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镀氧化铝膜

29
佛山市三水至丰纸品制造

有限公司
复合瓦楞纸板

30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车身结构件

31
佛山市南嘉包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可降解环保纸箱



32 广东万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瓦楞纸板生产线

33
佛山市顺德区华威风机制造

有限公司
气模跳床离心风机

34
佛山市顺德弘金电器科技

有限公司
3D 智能循环风扇

35
佛山市南海华达高木模具

有限公司
汽车塑料用模具

36
佛山市南海区金龙恒家具

有限公司
卷包床垫

37 广东奥荣电器有限公司 储水式电热水器

38
佛山市南海区显威五金塑料

有限公司
塑料水龙头阀芯

39 佛山市祥盈盛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高压缩比铜线坯

40 广东顺德中午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吸入式灭蚊器

41 新乐卫浴(佛山)有限公司 抗菌型节水坐便器

42
佛山市顺德区旺海饲料实业

有限公司
生鱼配合饲料

43 佛山市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保湿伤口敷料

44
洛基特水暖厨卫系统（广东）

有限公司
不锈钢抽拉式水龙头

45 广东亚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

46 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 弹簧软床垫

47 广东沃维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多功能智能浴室柜

48 广东光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滤波补偿模块

49 广东钻厨电器有限公司 多功能厨师机



50 广东金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导热粘胶剂

51 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酒店用电热水壶

52
国药集团冯了性（佛山）药材

饮片有限公司
高品质中药饮片

53
美世乐（广东）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光伏储能逆变器

54 佛山市达孚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碳酸酯薄膜及片材

55
佛山市盈特精密模具制造

有限公司
空调模具

56 佛山市根号科技有限公司 数控折弯机

57 广东顺德新力高服饰有限公司 高弹透气牛仔裤

58 昊朗科技（佛山）有限公司 经外周穿刺血管内导管

59 广东科达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高压重载轴向柱塞泵

60 佛山市名杰纺织有限公司 TR 高弹牛仔布

61 广东海客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室内空气消毒机

62 广东欧威斯科技有限公司 无障碍卫浴

63 佛山市南海利致牛仔布有限公司 高支高密牛仔布

64 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护理基材薄膜

65 智鑫隆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日用陶瓷智能装备

66 广东赛肯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运动钓鱼卷线器

67
广东康荣高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陶瓷灯头灯座



68
广东海纳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饲用微生态制剂

69 佛山市诚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不锈钢冷轧卷板

70 佛山新成洪鼎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现场加工机床

71 广东成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制电路板

72 广东利多邦卫浴有限公司 多功能浴室柜

73
佛山市南海长进塑料制罐

有限公司
塑料硬质容器

74
佛山市海化表面处理科技

有限公司
单锡盐电解着色剂

75
佛山市顺德区精弗斯数控车床

制造有限公司
车铣复合数控车床

76 佛山市爱庭电器有限公司 电磁灶

77
佛山市神州欧诚热能科技

有限公司
换热器及壁挂炉

78 广东朗硕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健身器材

79 佛山市隆信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K 系列高速激光切管机

80 阳程（佛山）科技有限公司 自动生产线

81 广东阿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半导体焊线机设备

82 佛山永久纸业制品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瓦楞纸箱

83 佛山市诺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钣金机械设备

84 广东泽业科技有限公司 物流分拣系统与设备

85 佛山市万特电机有限公司 高能效减速微电机



86
佛山市南海再辉不锈钢制品

有限公司
装饰用焊接不锈钢管

87 佛山市百斯特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奶瓶清洗机

88 广东安臣锡品制造有限公司 锡焊料

89 佛山水顺德区凯祥电器有限公司 小家电控制器

90
佛山市顺德区新迅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智能家电控制电路板

91 广东宏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手冲高温咖啡机

92 佛山市业鹏机械有限公司 挖掘机机械臂

93 三晃树脂（佛山）有限公司 肤感哑光树脂

94 佛山市通润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铝加工装备

95 广东科谷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导轨电源

96 佛山先进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热喷涂设备

97 佛山市迈瑞思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大板连纹墨水

98 斯特华（佛山）磁材有限公司 车载无线充电模组

99 广东朝野科技有限公司 LED 液晶电视

100 广东希望高科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数码喷墨印花设备

101 佛山市创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性鞋底

102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注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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