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项目验收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业务类别 承担单位

1
基于互联网的光伏发电微电网

管理平台研发及示范应用
“互联网+”平台建设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2
面向智能小家电的网络化协同

制造云平台
“互联网+”企业培育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 佛山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2018年省科技纵向资金 广东华南供应链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4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
台赛赛事组织开展及科技型中

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

2019年省科技专项资金
（大专项+任务清单）项目

佛山中发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
创新创业引导基金优化提升课

题研究
2019年省科技专项资金

（大专项+任务清单）项目
广东灯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佛山市支气管哮喘中西医结合

诊疗科研创新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7
ADM治疗烧伤创面的基础研究
与临床应用科技创新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8
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综合防治
策略及佛山地区剖宫产管理平

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9
水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检

测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10
佛山中医“治未病”老年人养
生与康复研究及指导平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中医院

11
基于智慧医疗的区级急危重症

区域协同救治平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12
"医院-社区-家庭"——老年人
骨质疏松康复医疗平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南海区第

三人民医院）

13
生物医药创新服务与技术转移

工程技术中心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14
佛山市重金属污染控制与修复

创新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15
3D打印个性化人工臼杯植入导

向器的临床应用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中医院

16
佛山市儿童卫生应急、医学救

援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17 佛山机器视觉检测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东东软学院

18
广东省医学3D打印应用转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顺德基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佛山
市顺德区乐从医院）

19
佛山市心肺复苏术公众急救技

能培训基地的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中医院

20 牙周病学科研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口腔医院

21
面向千叶轮制造的新型砂布材

料及智能装备研发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22
基于慢性代谢性疾病防治的精
准医学大数据科技创新示范平

台建设研究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23
高效智能的远程医疗服务云计

算平台研发及示范应用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4
佛山市制冷装备过程节能研究

与应用中心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5
"医患一点通"骨科3D打印科研

基础平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南海区第
三人民医院）

26

基于互联网+技术建立的佛山
市脑卒中筛查与防控网络体系
及全程诊治科技创新管理平台

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7
以白介素10 抑制肽为特殊佐
剂的治疗性疫苗研发平台的建

立与应用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28
佛山市心肺脑复苏集束化重症

治疗平台的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中医院



29
佛山市中医院中药制剂研发平

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中医院

30
中西医综合防治糖尿病足的研

究与应用平台建立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中医院

31
工业机器人核心技术创新与发

展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32
新材料开发及材料加工技术研

究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33
佛山市脑卒中三级康复诊疗体

系和技术创新能力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34
肝癌的微创诊疗技术及基础研

究创新平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35
心脏性猝死综合救治科技创新

平台的构建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36
佛山市妊娠期糖尿病综合诊疗

管理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37
环保节能动力锂电池材料研发

科研基础创新平台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38
印染污泥资源化处理研发平台

建设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39
新型活性人工LARS韧带研用平

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40
佛山市陶瓷废渣高附加值综合

利用先进技术创新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1
佛山市膏方制作工艺及临床应

用研究平台
高校和医院科研基础平台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42
毫米波有源相控阵天线技术研

究与应用
军民融合及可持续发展科

技项目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利用工业固废生产发泡陶瓷工
艺技术与成套装备研发及产业

化

军民融合及可持续发展科
技项目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44
铝型材行业污泥综合处理与资
源化利用技术开发及示范应用

军民融合及可持续发展科
技项目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
司

45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

开展科技创新政策宣讲，
助推中小微企业科技管理

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

佛山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佛山市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46 大健康联盟孵化器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佛山小雪科技有限公司

47 佛山创业18mall孵化器项目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广东东软学院

48
佛山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与认

定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49 基德福科技创新园企业孵化器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佛山市基德福科技创新园有限公司

50 广东智能制造示范中心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佛山新城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51 慧泉科技园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佛山市南海慧泉投资有限公司

52 瀚蓝环保产业孵化器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广东瀚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3 北大数研航遥园区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广东北研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54 新基互联网创新孵化园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佛山市顺德区新基孵化园管理有限

公司

55 文华荟产业园孵化器建设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佛山文华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56 慧聪城市创新基地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 广东慧聪家电城投资有限公司

57
食品超高压加工技术与装备产

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广东力泰德食品工程有限公司

58
空气悬浮高速离心鼓风机研发

及其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特博科技有限公司



59
氮化镓功率器件芯片设计及其

在电力电子领域的应用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镓能半导体（佛山）有限公司

60 家电智能微传感器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融芯智感科技有限公司

61
高功率密度交流伺服电机研究

及柔性智能制造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登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62
高端微流控芯片的设计制造及

应用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市铬维科技有限公司

63
无人机用微管固体氧化物燃料
电池(MT-SOFC)电源系统开发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索弗克氢能源有限公司

64
高选择性新靶标抗癌药物筛选

及创新药物研发平台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英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65
基于机器人技术的智能包装自
动化生产线的研发与产业化应

用推广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市湘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6
静电纺丝微纳3D打印装备及产

业化应用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轻子精密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67
少自由度智能机器人系统的研

发及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博文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68
高性能缓冲材料及其制品的开

发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广东互典缓冲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69
新型PI/PZT柔性压电材料的大

面积制备及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市卓膜科技有限公司

70
基于视觉的智能移动机器人搬

运系统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视航机器人（佛山）有限公司

71
高铝组份深紫外发光器件的研

发制造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紫熙慧众科技有限公司

72
全数字医用正电子发射成像系
统(PET)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广东影诺数字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73
基于新型富氢燃料在线制氢的
高效氢燃料电池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广东美星富能科技有限公司



74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无害化循环
利用应用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广东华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5 直接驱动式定位台技术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广东极迅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76
铝材搅拌摩擦塑性连接先进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市三水区诺尔贝机器人研究院
有限公司

77
工业机器人关键技术与产品研

发及产业化
市创新科研团队申报 佛山智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8
新宝绿色智能厨房小家电研究

院
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企业类平台)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9
基于设计创新的新材料研究及

应用平台建设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广东顺德美的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80
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研发

工程中心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佛山市博晖机电有限公司

81
基于体外反搏的脑血管功能康

复创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佛山市华文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82
无线能量传输设备技术研发中

心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佛山市中铭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83
基于3D打印技术的口腔金属材

料智能创新平台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佛山市口腔医院

84 集成光通信芯片创新服务中心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广东尚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85
佛山市环境与安全综合检测中

心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佛山市中科院环境与安全检测认证
中心有限公司

86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

院工业设计协同创新中心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广东顺德中科新创设计服务有限公
司

87
佛山市冲压自动化生产线技术

创新平台建设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88 康复步行机器人科技创新平台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佛山市中医院



89
10kV-220kV电力变压器主绝缘
优化设计与可靠性评价技术中

心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90 高性能塑料管道重点实验室
市院市合作项目
(创新载体建设)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91 车流量实时监测智能交通系统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广东古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2
太阳能智能追日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方田科技有限公司

93
基于高效永磁体的电动汽车用

永磁电机的研发与产业化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广东合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94
基于HER-2受体酪氨酸激酶抑
制剂的抗胃癌药物的临床前研

究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南海中国科学院中医药生物
科技产业中心

95
新型低热阻高光效远程荧光粉

白光COB的开发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金帮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6
3D打印过程织造多组分复合材
料制备义齿的技术攻关及应用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雅博士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7
印染污泥掺烧工程的污染控制

技术研发与应用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环保技术与装备研发专业中
心

98
LED智能照明控制技术开发及

产业化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

99
高效精密减速机的研发及产业

化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星光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100
基于伺服张力控制技术的8轴
龙骨式无刷直流绕线机研制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广东顺德三合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01
高抗压力耐高温机油滤清器关

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豹王滤芯制造有限公司

102 智能步行训练器的研制开发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广东凯洋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3
饲用抗菌肽鸭β-防御素-2的

研制与应用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高明谷维饲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04
低温智能特种冷柜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海信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

105
物联网智能空调控制器关键技

术研究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中格威电子有限公司

106
恒导磁铁基纳米晶超薄带材关

键技术研发及制备工艺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中研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基于信息加密传输的智能家居

系统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高柔韧性聚氨酯新材料及其在
节能节水型卫生洁具中的运用

市院市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项目)

佛山市高明英皇卫浴有限公司

109 5A创业梦想平台 众创空间培育 佛山火炬园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10
佛山硒谷(Sivillage)— “印
加部落”众创空间的建设与推

广
众创空间培育 广东东软学院

111 国家智能制造创客空间 众创空间培育 佛山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

112 广东北大数研航遥园区 众创空间培育 广东北研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13 德美众创邦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培育 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4
生活陶艺工匠人才协同创新平

台建设
众创空间培育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115 佛山市共享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培育 广东德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116 CIC创意产业园众创空间培育 众创空间培育 佛山市粤泽众投资有限公司

117 大庸堂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培育 佛山市大庸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18 广进创富—赢家创客 众创空间培育
佛山市广进创富企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19
互联网+政务服务大数据专利

联盟
专利战略项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