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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学科类）考核评估结果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优秀（24 家）

1 广东省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优秀

2 广东省智能决策与协同控制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优秀

3 广东省光电子器件与系统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优秀

4 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优秀

5 广东省现代表面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优秀

6 广东省光信息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优秀

7
广东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与应用重点

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优秀

8 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ITS）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优秀

9 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

究所
优秀

10 广东省环境催化与健康风险控制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优秀

11 广东省地球动力作用与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优秀

12 广东省应用植物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优秀

13 广东省农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
优秀

14 广东省应用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优秀

15 广东省兽药研制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优秀

16 广东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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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17 广东省恶性肿瘤表观遗传与基因调控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优秀

18 广东省脑功能与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优秀

19 广东省呼吸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 优秀

20 广东省肾功能衰竭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优秀

21 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优秀

22
广东省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创新药物研究重点实

验室
暨南大学 优秀

23 广东省手性分子与药物发现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优秀

24 广东省磁共振成像与多模系统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优秀

良好（53 家）

1 广东省毫米波与太赫兹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2 广东省先进智能感知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3 广东省光纤传感与通信技术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 良好

4 广东省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 良好

5 广东省量子调控工程与材料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良好

6 广东省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良好

7 广东省信息安全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8 广东省分子聚集发光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9 广东省金属强韧化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良好

10 广东省光纤激光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11 广东省功能与智能杂化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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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12 广东省显示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13 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14 广东省湍流基础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南方科技大学 良好

15 广东省流域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良好

16 广东省滨海土木工程耐久性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良好

17 广东省高分子先进制造技术及装备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18 广东省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19 广东省矿物物理与材料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良好

20 广东省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21 广东省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良好

22 广东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控及修复重点实验室 南方科技大学 良好

23 广东省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24 广东省天然产物绿色加工与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25 广东省水稻育种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良好

26 广东省微生物信号与作物病害防控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良好

27 广东省农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良好

28 广东省农业动物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良好

29 广东省畜禽疫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

所
良好

30 广东省水生经济动物良种繁育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31 广东省畜禽育种与营养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

所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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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32 广东省功能食品活性物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良好

33 广东省药用功能基因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良好

34 广东省重大精神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良好

35 广东省合成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良好

36 广东省脑连接图谱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良好

37 广东省分子肿瘤病理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良好

38 广东省蛋白质修饰与降解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 良好

39 广东省纳米医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良好

40 广东省鼻咽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良好

41 广东省产科重大疾病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 良好

42 广东省中医证候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良好

43 广东省病毒性肝炎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良好

44 广东省结直肠盆底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良好

45 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良好

46 广东省中医急症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良好

47 广东省分子靶标与临床药理学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 良好

48 广东省中医药防治肿瘤转化药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中医药大学 良好

49 广东省新药筛选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良好

50 广东省制造装备数字化重点实验室
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

院
良好

51 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良好



5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52 广东省计算机集成制造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良好

53 涉密实验室 1 家 良好

合格（125 家）

1 广东省核物质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2 广东省物联网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合格

3 广东省短距离无线探测与通信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4 广东省普及型高性能计算机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合格

5 广东省大数据分析与处理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6 广东省医学图像处理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7 广东省空天通信与网络技术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合格

8 广东省机器视觉与虚拟现实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格

9 广东省激光生命科学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10 广东省传感技术与生物医疗仪器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11 广东省计算智能与网络空间信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12 广东省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13 广东省数字植物园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合格

14 广东省信息物理融合系统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合格

15 广东省计算机网络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16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品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合格

17 广东省高性能树脂基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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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18 广东省低碳化学与过程节能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19
广东省高分子材料环境适应性评价与检测技术重

点实验室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20 广东省电驱动力能源材料重点实验室 南方科技大学 合格

21 广东省金属新材料制备与成形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22 广东省先进储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23 广东省功能分子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24 广东省高密度电子封装关键材料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格

25 广东省计算科学与新材料设计重点实验室 南方科技大学 合格

26 广东省稀土开发及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资源利用与稀土开

发研究所
合格

27 广东省功能软凝聚态物质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合格

28 广东省热管理工程与材料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合格

29
广东省天然橡胶加工重点实验室（2019 年度省市共

建）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
合格

30 广东省有序结构材料的制备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 合格

31 广东省新能源材料设计与计算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合格

32 广东省海洋土木工程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33 广东省地震工程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大学 合格

34 广东省燃料电池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35 广东省发酵与酶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36 广东省水动力学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合格

37 广东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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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广东省分布式能源系统重点实验室 东莞理工学院 合格

39 广东省绿色能源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40
广东省医用电子仪器及高分子材料制品重点实验

室

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

究所
合格

41 广东省消防科学与智能应急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42 广东省能源高效清洁利用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43 广东省大气环境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44 广东省绿色化学产品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 合格

45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46 广东省海洋资源与近岸工程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47 广东省城市空间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合格

48 广东省化学品污染与环境安全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49 广东省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探查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50 广东省水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合格

51 广东省环境污染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 合格

52 广东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合格

53 广东省养分资源循环利用与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

境研究所
合格

54 广东省数值天气预报重点实验室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

究所
合格

55 广东省海洋遥感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合格

56 广东省化学测量与应急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

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合格

57 广东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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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广东省植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59 广东省农业生物蛋白质功能与调控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60 广东省土地利用与整治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61 广东省热带亚热带果树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合格

62 广东省果蔬保鲜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63 广东省食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64 广东省植物发育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65 广东省森林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66 广东省植物表观遗传学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合格

67 广东省蔬菜新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合格

68 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合格

69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
合格

70 广东省菌种保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合格

71 广东省渔业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
合格

72 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73 广东省水产动物免疫与绿色养殖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

究所
合格

74 广东省动物营养调控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75 广东省昆虫发育生物学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76 广东省动物保护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合格

77 广东省动物分子设计与精准育种重点实验室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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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广东省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重点实验

室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79 广东省水产动物病害防控与健康养殖重点实验室 广东海洋大学 合格

80 广东省水产品加工与安全重点实验室 广东海洋大学 合格

81 广东省基因组稳定性与疾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合格

82 广东省热带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83 广东省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84 广东省心功能与微循环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85 广东省单细胞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86 广东省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87 广东省细胞微环境与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南方科技大学 合格

88 广东省组织构建与检测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89 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合格

90 广东省生物医药计算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
合格

91
广东省泌尿生殖肿瘤系统与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合格

92 广东省数字医学与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93 广东省肾脏病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合格

94 广东省新发传染病诊治重点实验室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合格

95 广东省脑科学及疾病与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合格

96 广东省肺癌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人民医院 合格

97 广东省结构性出生缺陷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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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98 广东省胃肠疾病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合格

99 广东省泌尿外科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 合格

100 广东省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合格

101 广东省肝脏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合格

102 广东省中医针灸重点实验室 广州中医药大学 合格

103 广东省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合格

104 广东省骨科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合格

105 广东省重大神经疾病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合格

106 广东省神经科学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合格

107 广东省中医药防治难治性慢病重点实验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合格

108 广东省衰老相关心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广东医科大学 合格

109 广东省冠心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合格

110 广东省生殖医学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合格

111 广东省华南结构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合格

112 广东省医学分子诊断重点实验室 广东医科大学 合格

113 广东省新药设计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合格

114 广东省生物工程药物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 合格

115 广东省海洋药物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合格

116 广东省代谢性疾病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 广东药科大学 合格

117 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中医药

工程技术研究院）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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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118 广东省中药制剂重点实验室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119 广东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重点实验室 广东医科大学 合格

120 广东省生物活性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药科大学 合格

121 广东省现代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研究所 合格

122 广东省生物医学信息检测与超声成像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合格

123
广东省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与合成编辑应用重点实

验室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合格

124 广东省微纳光机电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合格

125 广东省现代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合格

整改（12 家）

1 广东省微纳光子功能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整改

2 广东省知识产权大数据重点实验室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整改

3 广东省纳米微米材料研究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整改

4 广东省氢能技术重点实验室（2018 年度省市共建）
佛山（云浮）氢能产业与新材料发

展研究院
整改

5 广东省矿产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资源利用与稀土开

发研究所
整改

6 广东省园林花卉种质创新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

所
整改

7 广东省森林培育与保护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整改

8 广东省实验动物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整改

9 广东省组织器官区域免疫与疾病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整改

10 广东省糖尿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整改

11 广东省药物新剂型重点实验室 广东药科大学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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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12 广东省光机电一体化重点实验室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整改

不合格（34 家）

1 广东省数字信号与图像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 不合格

2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不合格

3 广东省数字电视系统重点实验室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不合格

4 广东省科技金融大数据分析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金融学院 不合格

5 广东省工业表面活性剂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化工研究所 不合格

6 广东省光伏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不合格

7 广东省膜材料与膜分离重点实验室 广州先进技术研究所 不合格

8 广东省电子有机聚合物材料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不合格

9 广东省超材料微波射频重点实验室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不合格

10 广东省石化装备故障诊断重点实验室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不合格

11 广东省建筑节能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大学 不合格

12 广东省放射性核素污染控制与资源化重点实验室 广州大学 不合格

13
广东省石油化工污染过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2018

年度省市共建）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不合格

14
广东省地震监测预警与重大工程地震安全诊断重

点实验室
广东省地震局 不合格

15 广东省放射性与三稀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矿产应用研究所 不合格

16 广东省生态循环农业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不合格

17 广东省生物农药创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不合格

18 广东省水产健康安全养殖重点实验室 华南师范大学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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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19 广东省水禽健康养殖重点实验室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不合格

20 广东省兽医临床重大疾病综合防控重点实验室 华南农业大学 不合格

21 广东省生物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不合格

22 广东省病毒学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 不合格

23 广东省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不合格

24 广东省感染病与分子免疫病理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医学院 不合格

25 广东省结核病系统生物学与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佛山中科产业技术研究院 不合格

26 广东省骨科矫形技术及植入材料重点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不合格

27 广东省生殖与遗传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不合格

28 广东省乳腺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不合格

29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不合格

30
广东省客家人群精准医学与临床转化研究重点实

验室（2018 年度省市共建）
梅州市人民医院 不合格

31 广东省生物技术候选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广东药科大学 不合格

32 广东省化学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不合格

33 广东省微纳加工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广东工业大学 不合格

34 广东省现代几何与力学计量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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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广东省重点实验室（企业类）考核评估结果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申报单位 评估结果

优秀（10 家）

1 广东省无线通信导航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2 广东省激光显示企业重点实验室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3 广东省药用脂质重点实验室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

司
优秀

4
广东省蛋白质工程及抗体药物开发企业重点实

验室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优秀

5 广东省制冷设备节能环保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 广东省舰船先进焊接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优秀

7
广东省调味食品生物发酵先进技术企业重点实

验室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

限公司
优秀

8 广东省电力系统网络安全企业重点实验室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优秀

9 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0 广东省高品质不锈钢技术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

良好（20 家）

1 广东省高端电子陶瓷企业重点实验室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2 广东省电子电路基材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3 广东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材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4
广东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技术企业重点实

验室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5 广东省抗病毒药物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良好

6 广东省心血管药物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7 广东省药物非临床评价研究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莱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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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室名称 申报单位 评估结果

8 广东省工业超短脉冲激光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好

9 广东省家用电器基础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良好

10
广东省家电产品绿色设计与制造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11 广东省工业摩擦学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良好

12 广东省陶瓷机械节能环保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13
广东省畜禽健康养殖与环境控制企业重点实验

室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14 广东省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15 广东省核电安全企业重点实验室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 良好

16
广东省软包锂离子电池研究与应用企业重点实

验室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17 广东省铝型材加工与装备企业重点实验室 佛山市三水凤铝铝业有限公司 良好

18 广东省塑料成型加工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良好

19
广东省高纯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企业重点实验

室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20
广东省 3D 打印高分子及其复合材料企业重点实

验室
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良好

合格（51 家）

1 广东省移动通信天馈系统企业重点实验室 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合格

2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及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 广东省车载电子信息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合格

4
广东省高密度集成电路封装及测试基板企业重

点实验室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5 广东省智能金融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6
广东省电声电子技术研究与应用企业重点实验

室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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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东省智能控制系统重点实验室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8 广东省电子化学品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 广东省卫星导航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合格

10 广东省货币识别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11
广东省兽用生物制品技术研究与应用企业重点

实验室
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
广东省化学药原料与制剂关键技术研究企业重

点实验室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13 广东省中药配方颗粒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合格

14 广东省遗传病检验检测新锐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合格

15 广东省人类疾病基因组重点实验室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合格

16 广东省智能移动医疗健康管理重点实验室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7 广东省名优中成药与凉茶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8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造新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19 广东省智能化模压成型装备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20 广东省小家电关键性能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1
广东省健康智能烹饪器具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企业重点实验室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

有限公司
合格

22 广东省北斗精准时空位置服务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3 广东省高能效压缩机技术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合格

24 广东省中高端工业机器人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5 广东省精密压铸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6 广东申菱专业环境系统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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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广东省电力装备可靠性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
合格

28
广东省电子器件生产装备 CAE 应用技术企业重

点实验室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9 广东省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企业重点实验室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0 广东省恒兴水产养殖重点实验室 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1
广东省农作物核心资源开发应用企业重点实验

室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合格

32
广东省杂交稻种业关键技术研发企业重点实验

室
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合格

33
广东省养猪与猪病防控技术研究企业重点实验

室

广东海大畜牧兽医研究院有限公

司
合格

34 广东省地方猪资源保护与利用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5 广东省智能电网新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6 广东省风力发电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合格

37 广东省高能锂电池研究与应用企业重点实验室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8 广东省电力电子装置重点实验室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39
广东省晶硅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应用企业重点实

验室
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40 广东省家用电器环保配线组件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华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41 广东省环境友好涂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2 广东省锂离子电池铜箔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3
广东省功能化塑料复合管道系统企业重点实验

室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44 广东省铝镁钛轻合金材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45
广东省日用化学品可再生资源研究与应用企业

重点实验室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46 广东省高端环保色织染整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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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广东省危险废液资源化与深度处理技术研发企

业重点实验室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8 广东省薄膜减反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9
广东省生物可降解镁合金及其相关植入器件企

业重点实验室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0
广东省材料与构件防火检测技术企业重点实验

室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

公司
合格

51
广东省海上高温高压油气藏勘探开发企业重点

实验室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

程技术湛江分公司
合格

整改（4家）

1 广东省车载智能液晶显示屏企业重点实验室 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整改

2 广东省肿瘤靶向治疗新药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整改

3
广东省金属成形加工与锻压装备技术重点实验

室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整改

4
广东省节能型功能陶瓷及其应用技术企业重点

实验室
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 整改

不合格（16 家）

1 高稳定性 LED 封装及应用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2 广东省天线与射频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3 广东省汽车智能网联信息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4 广东省天然产物标准物质分离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5
广东省医用材料血液相容性研究企业重点实验

室
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6 广东省大载重及高速电梯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菱王电梯有限公司 不合格

7 广东省节能环保装备用泵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肯富来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8
广东省高压输配电电缆附件技术企业重点实验

室
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不合格

9 广东省智能输配电设备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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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东省淀粉及淀粉糖深加工企业重点实验室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不合格

11 广东省清远麻鸡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广东天农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12 广东省高性能薄膜太阳能材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清远先导材料有限公司 不合格

13 广东省稀土精细化工新材料企业重点实验室
广东炜林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不合格

14 广东省高等级道路沥青企业重点实验室
佛山高富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责

任公司
不合格

15
广东省河道淤泥处理及资源化利用企业重点实

验室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不合格

16 广东省中药饮片企业重点实验室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