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科产学研字 匚⒛15〕 158号

关于下达第一批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

名单 (zO1s~zOIT)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顺德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有关部门、

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

为深入贯彻全省新型研发机构现场会精神,落实 《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粤府 E2015〕 1号 ),

加快推进我省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与培育工作,经省政府同意,

现下达第一批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2015~2017)。

新型研发机构是产学研合作的核心载体,是我省科技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力量,请认真
呤

落实相关扶持政策,积极支持引导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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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2015~2017)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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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zO15~zO17)

序号 机构名称 承担单位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3
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
与育成中心

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
成中心

4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

5
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
院

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

6
中回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7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8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清华太学深圳研究生院

9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10 深港产学研基地 深港产学研基地

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 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

12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
所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所

13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

14 中山大学深圳研究院 中山大学深圳研究院

15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16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17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18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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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 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

20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21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2
佛山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陶瓷研发中心        ~_
佛山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陶瓷

研发中心

23 东莞华南设计创新院 东莞华南设计创新院

24 珠海格力节能环保制冷技术研究中心
珠海格力节能环保制冷技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25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

新研究院            ~ˉ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

究院

26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27 惠州市亿纬新能源研究院 惠州市亿纬新能源研究院

28
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数理工程

研究院

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数理工程研究

院

29 东莞中山大学研究院 东莞中山大学研究院

30
中山市华南理工大学现代产业技术研

究院
中山市华南理工大学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

31 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 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

32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33 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 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

34 佛山市环保技术与装备研发专业中心 佛山市环保技术与装备研发专业中心

35 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院 广东广天机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36
广东顺德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国

际联合研究院

广东顺德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国际联

合研究院

37 广州金域检验转化医学研究院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8 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 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39 广东顺德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 广东顺德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

40 武汉大学深圳研究院 武汉太学深圳研究院

41 中山大学南沙研究院 广州中大南沙科技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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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43 佛山智慧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佛山智慧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00
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 LEDˉFPD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LEDˉFPD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

45
珠海市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

重点实验室

珠海市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重点

实验室

46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

47 中山市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 中山市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

48 惠州市德赛工业研究院 惠州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49 南方医科大学松山湖动物实验研究院 东莞松山湖明珠实验动物科技有限公司

50 广州超级计算中心 广州超级计算中心

51 佛山市南方数据科学研究院 佛山市南方数据科学研究院

52 中山北京理工大学研究院 中山北京理工大学研究院

53
中山市武汉理工大学先进工程技术研 ·

究院
中山市武汉理工大学先进工程技术研究院

54
佛山市高明区 (中 国科学院 )新材料专
业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中 国科学院)新材料专业中
J心

55
军事医学科学院华南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研究中心
军事医学科学院华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

究中心

56 东莞市横沥模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 东莞市横沥模具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7 深圳市国华光电研究院 深圳市国华光电研究院

58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

59 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 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

60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

61 深圳市圆梦精密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圆梦精密技术研究院

62
佛山市南海中国科学院中医药生物科

技产业中心
佛山市南海中国科学院中医药生物科技产

业中心              __
63 广东顺德工业设计研究院 广东顺德工业设计研究院

64 佛山市中山大学研究院 佛山市中山大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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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佛山市功能高分子材料与精细化学品

专业中心
佛山市功能高分子材料与精细化学品专业

中心

66 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联合广东新光源产业创新中
J心

67 珠海南方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中心 珠海南方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中心

68 深圳市创新设计研究院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9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佛山三水

能源环境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佛山三水能源
环境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70
广州市民科半导体照明标杆体系研究

中心
广州市民科半导体照明标杆体系研究中心

71 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 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

72 广东海大畜牧兽医研究院 广东海大畜牧兽医研究院有限公司

73 广东华科新材料研究院 广东华科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74 虎门服装技术创新中心 虎门服装技术创新中心

75 广州赛西标准检测研究院 广州赛西标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76 中国科学院 EDA中心南海分中心 佛山中科芯蔚科技有限公司

77 暨南大学韶关研究院 暨南大学韶关研究院

78
中科院广州化学所韶关技术创新与育
成中心

中科院广州化学所韶关技术创新与育成中
扌〈ti冫

79 广州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 广州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

80
广州市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研究开发与产业化中心

广州市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研究开发与产业化中心

81 汕尾市海洋产业研究院 汕尾市海洋产业研究院

82 东莞同济大学研究院 东莞同济大学研究院

83 河源市盆地一号生物绿色防控研究院 河源市盆地一号生物绿色防控研究院

84 东莞市清洁生产科技中心 东莞市清洁生产科技中心

85 广东中盛药物研究院 广东中盛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86 广东华南精细化工研究院 广东华南精细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87 揭阳市中科金属科技研究院 揭阳市中科金属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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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深圳市坤健创新药物研究院 深圳市坤健创新药物研究院

89 汕尾市创新工业设计研究院 汕尾市创新工业设计研究院

90 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 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

91 珠海南医大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
珠海南医大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

司

92 深圳市万泽中南研究院 深圳市万泽中南研究院有限公司

93 广州南沙3D打 印创新研究院 广州南沙 3D打印创新研究院

94 珠海诺贝尔国际生物医药研究院 珠海诺贝尔国际生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95 宜安科技新材料研究院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6 TCL集团工业研究院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7 德美化工研究院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8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器
工程研究院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9 广东东阳光药业研究院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lO0 丽珠集团生物医药研究院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1 巨轮股份智能制造装备研究院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102 广州广电运通货币处理研究院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厨房
电器研究院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lC冫⒋ 风华电子研究院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风电技术研究

院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6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研究院 广东美的暖通设各有限公司

107 美的制冷研究院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08 深圳市燃气集团燃气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广东威灵微型电机技术研究院 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I10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研究院 广东申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恒健质子治疗技术装置创新研究

中心
广东恒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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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棕榈生态园林研究院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广东壹号地方猪研究院 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4 珠海许继配网自动化研究院 珠海许继电器有限公司

115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研究院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116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17
中科院广州新型特种精细化学品研究
院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118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119 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 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120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121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122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123 广州市二轻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广州市二轻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124 广州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 广州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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