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广东省 2018 年第二批更名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序号

更名前企业名称

更名后企业名称

地区

1

广东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康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

丰铁塑机（广州）有限公司

丰铁塑机（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

3

广东未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未来信息有限公司

广州

4

广州爱先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爱先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

5

广州百立可档案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百立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6

广州德莱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德莱克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7

广州德尚捷节能墙体技术有限公司

德爱威云（广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8

广州电力设计院

广州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

9

广州富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富星国际货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0 广州高至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高至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1 广州格优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格优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广州

12 广州徽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徽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3 广州镭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云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4 广州联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任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5 广州六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六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6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7 广州市宝绅纸塑有限公司

广州市宝绅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广州

18 广州市比美高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比美高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19 广州市德力达机械行

广州市德力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

20 广州市坚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坚润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1 广州市诗尼曼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诗尼曼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2 广州市亿福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亿福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3 广州市优正检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优正（广州）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3-

序号

更名前企业名称

更名后企业名称

地区

24 广州天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5 广州威的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威的剃须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26 广州讯联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讯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27 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广州亿程交通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

28 广州孕肤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孕宝达康（广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

29 广州正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正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30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空调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

31 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卓才互能（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32 卓高泰（广州）包装有限公司

卓高泰（广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33 珠海市世纪信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世纪信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

34 珠海天达电器有限公司

天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35 广东澳利坚建筑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澳利坚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

36 广东汕樟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汕樟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37 汕头市创源电气有限公司

广东创源电气有限公司

汕头

38

汕头市天悦食品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汕头市天悦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

汕头

39 汕头市伊斯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伊斯卡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

40 汕头市易通织造有限公司

广东易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

41 佛山德九新能源光电有限公司

广东德九新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

42 佛山市博裕城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金玻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

43 佛山市捷泰克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捷泰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

44 佛山市凯粤天雄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天雄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45

佛山市南海区精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佛山市精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

佛山

46 佛山市青鸟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青鸟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47 佛山市晟恺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晟恺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

48 佛山市顺德区百年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精密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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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49

更名前企业名称

佛山市顺德区弗伦克热流道科技有限
广东弗伦克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

50 佛山市顺德区富意德机械有限公司
51

更名后企业名称

地区
佛山

广东顺德富意德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尚发同创自动化设备有
佛山尚发同创自动化有限公司
限公司

佛山

52 佛山市植宝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植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53 佛山信威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信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54 佛山市中德光电特种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中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55 广东东箭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56 广东泛仕达机电有限公司

泛仕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57 广东金宝力精细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广东金宝力化工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58 广东九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东九鼎电子商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59 广东舒美娜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甜秘密寝具有限公司

佛山

60 广东顺德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创科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61 广东顺德众一光电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众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62 广东藤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藤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63 广东中筑天佑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筑天佑美学灯光有限公司

佛山

64 广东德丽雅漆业有限公司

广东德丽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韶关

65 梅州瑞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欧怡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

66 惠州市保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保家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惠州

67 惠州市博罗至诚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至诚紫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

68 惠州市金力电机有限公司

广东金力变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

69 惠州市钻辉智能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市璇瑰智能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

70 惠州友华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源友华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源

71 汕尾市恒宇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恒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汕尾

72 东莞港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港重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73 东莞龙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龙腾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

74 东莞市创之源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之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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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更名前企业名称

更名后企业名称

地区

75 东莞市高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高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76 东莞市顾德电脑软件有限公司

广东顾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77 东莞市互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互赢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78 东莞市慧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慧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79 东莞市凯融塑胶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融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0 东莞市联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联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1 东莞市绿力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绿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

82 东莞市盟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盟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3 东莞市孟成制鞋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孟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4 东莞市钮铂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钮铂尔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5

东莞市勤善美瓦楞纸品工艺科技有限
广东勤善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东莞

86 东莞市忞赟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锐新能源有限公司

东莞

87 东莞市星达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守创者智网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88 东莞市亿嘉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乙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东莞

89 东莞市银讯网络支付有限公司

广东银讯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

90 东莞市永晏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晏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

91 东莞市优力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优力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92 东莞市玉榕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诚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93 东莞市择优硅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择优硅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

94 东莞市众捷信息科技有公司

东莞市众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95 东莞市卓强五金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卓强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96 东莞思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思谷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

97 广东施彩涂料有限公司

广东施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98 广东中聪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东莞

99 广东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东莞

100 广州倚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百美倚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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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更名前企业名称

更名后企业名称

地区

101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102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

103 讯维数码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维加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中山

104 中山凯旋真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凯旋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

105 中山市楚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楚展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

106 中山市达远工业有限公司

中山达远智造有限公司

中山

107 中山市光阳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光阳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

108 中山市蓝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蓝晨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

109 中山中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中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

110 江门市中亚光电有限公司

广东自由之光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

111 江门市建联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建联检测有限公司

江门

112 江门市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江门市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门

113 江门市赛宁灯饰有限公司

广东赛铭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

114 广东橘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橘乡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

115 广东汇通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汇通乳胶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

116 广东新华粤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

茂名

117 肇庆海博吉姆不锈钢管件有限公司

广东海博吉姆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肇庆

118 肇庆市嘉仪仪器有限公司

广东嘉仪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肇庆

119 广东吉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康道地铁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清远

120 清远万家丽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清远万家丽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

121 潮州市恒泽纸品有限公司

广东恒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

122 揭阳市恒翔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恒翔电器有限公司

揭阳

123 揭阳市群星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群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

124 揭阳市义发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义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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