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省第二批“星创天地”备案公示名单 

序

号 
地区 星创天地名称 运营主体 

1 广州 金颖孵化星创天地 广东金颖农业科技孵化有限公司 

2 广州 
广东工贸“万讯七子”镇安致富中心星创

天地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金陶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3 广州 广州市从化区大学生支农协会星创天地 广州市从化区大学生支农协会 

4 广州 广州市正旭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广州市正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 广州 弘科创业园星创天地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6 广州 特色农业与深加工“星创天地”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7 广州 农业重要害虫安全防控技术星创天地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8 广州 广东省中蜂产业星创天地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9 珠海 
十亿人互联网+品牌农业创客实训星创

天地 
珠海十亿人社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 佛山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星创天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公

司 

11 佛山 劲农科技星创天地 广东劲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河源 明宇星创天地 龙川县明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3 河源 大地农林星创天地 东源县大地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14 河源 全景星创天地 河源市全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 河源 和平县特色水果生态种植销售星创天地 和平县维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6 河源 燕里岩高效农业种植星创天地 和平县燕里岩种植专业合作社 

17 河源 顺景灵芝产业园星创天地 河源市顺景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18 河源 龙远生态农业星创天地 东源县龙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9 河源 九里红百香果星创天地 河源市九里红酒业有限公司 

20 河源 叶鲜生星创天地 河源市叶鲜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1 河源 九连山源丰生态农业星创天地 连平县九连山源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2 河源 绿地美生态农业星创天地 东源县绿地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3 河源 伟景农林星创天地 河源市伟景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24 梅州 梅州市柚之蜜天然饮品星创天地 广东衎衎实业有限公司 

25 梅州 顺兴柚业星创天地 广东顺兴种养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地区 星创天地名称 运营主体

320 湘北食用菌星创天地 湖南省常德市永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21 蓝莓现代农业示范园星创天地 张家界立功旅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22 奎源中药材产业星创天地 湖南奎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23 茶叶产业孵化星创天地 资兴市茶叶协会

324 湖南省 和盛惠农星创天地 和盛林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25 芷江现化在业科技示范园芷民丰星创天地 芷江民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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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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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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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贵花卉苗木星创天地

湘西黄金保健养生茶星创天地

锦绣千村星创天地

金颖农科企业星创天地

桶利化桶红星创天地

客天下农电商产业园星创天地

新绿地休闲农业星创天地

新农人星创天地

新农业创新创业园星创天地

农夫庄园星创天地

亿凡星星创天地

高州电子商务园星创天地

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

全星邦星创天地

荔之梦星创天地

东莞淡水龟星创天地

新供销电商扶贫星创天地

光彩众创星创天地

润丰农村代谢园星创天地

利群冷链星创天地

六色田园创业园星创天地

章龙星创天地

陆丰跨越种养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湖南省林海农林生态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盛世湘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化州市益利化桶红专业合作社

梅州市客天下农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 

广东新绿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新农人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市创亿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茂名市龙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亿凡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州众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州星投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荔之梦众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绿卡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安区润丰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光彩众创孵化器有限公司

揭阳市揭东区润丰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汕尾市利群农业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挂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章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陆丰市跨越种养专业合作社

Ed 



广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粤科函社农字 E2017〕 113s号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公布第
一

批

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中发 E zO16〕

1号 ),完善我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9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整合优势创新资源,培育优势创新团队,提升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按照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第一批广东省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各案工作的通知》,经评审,现将第一批

通过备案的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31家、广东省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 (基地 )81家名单予以公布。

请有关单位参照牌匾式样制作
“
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

心”、 “
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基地 )” 牌匾加挂,并

切实加强创新团队的建设与管理,不断提高研究开发能力和成果

转化能力,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附件:1。广东省第一批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名单

2.“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牌匾 (样式 )

3.“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基地 )” 牌匾

(样式 )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t∠宙7`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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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广东省家畜育种与生态养殖科技创 广东省动物育种与营养工

科技创新平台 王刚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优质安全养殖
新中心 程技术研究中心

39 广东省肉鸽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省家禽科学研究所 研究所 卢桂强 广东省农业厅 优质安全养殖

40 广东省狮头鹅科技创新中心 汕头市白沙、禽畜原种研究所 研究所 林祯平 汕头市科技局 优质安全养殖

41 广东省绿肥作物科技创新中心
农业部华南耕地保育重点

科技创新平台 黎华寿 华南农业大学 安全肥料农药
实验室

42 
广东省微生物通讯与病害防控科技 广东省微生物信号与作物

科技创新平台 张炼辉 华南农业大学 安全肥料农药
创新中心 病害防控重点实验室

43 
广东省纳米农药开发与应用科技创 仲皑农业工程学院化学化

高校、科技创新平台 周新华 仲皑农业工程学院 安全肥料农药
新中心 工学院

， 

44 广东省新型高效肥料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省新型肥料与高效施

科技创新平台 唐拴虎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安全肥料农药
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5 
广东省荔枝龙眼病虫防控科技创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江世宏 深圳市科创委 植物病害防控
中心）

46 
广东省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科技创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

科技创新平台 冯夏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病害防控
新中心 点实验室

47 广东省木本饲料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省木本饲料工程技术

科技创新平台 陈晓阳 华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与健康
研究中心

一7 一



57 
广东省动物疫病诊断农业科技创新 广东省动物疫病诊断工程

科技创新平台 魏文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动物保健与免疫
中心 技术研究中心

58 
广东省重要畜禽疫病防控科技创新 广东省农业科学园动物卫

研究所 徐志宏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动物保健与免疫
中心 生研究所

59 广东省特色茶叶科技创新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科技创新平台 曹藩荣 华南农业大学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60 广东省蚕桑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省蚕桑工程技术研究

科技创新平台 钟仰进 华南农业大学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中心

61 广东省生态型野化茶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高校院系 刘展良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62 广东省肉桂八角香料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

高校院系 吴克刚 广东工业大学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院

63 
广东省热带特色资源植物科技创新

岭南师范学院 技创新平台 刘金祥 湛江科技局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中心

64 
广东省粤北山区特色药食同源植物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创新平台 徐艳 河源市科技局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科技创新中心

65 
广东省韶关学院食药用菌智能高效

韶关学院 高校、科技创新平台 方白玉 韶关市科技局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66 广东省南药化桶红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高校 韩寒冰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功能原料及特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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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发中心 55 项、省级现代农业新型研发机构 28 项、省级现代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孵化器）33 项，以上统一称为现代农

业产业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此次认定的平台名单与原有的 11

家省级研发中心一并公布。

请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切实加强平台的

建设与管理，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打造农业创新链，

健全社会服务链，激发农业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增强农业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辐射带动能力，为我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

附件：1.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名单

2.省级现代农业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3.省级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孵化器）名单

广东省农业厅

201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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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名称

26 华南农业大学 省级现代农业（生猪）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27 华南农业大学 省级现代农业（家禽）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28 中山大学 省级级现代农业（种猪）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29 广东省家禽科学研究所 省级现代农业（肉鸽）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3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省级现代农业（饲料）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31 广东海洋大学
省级现代农业（草畜一体化）产业技术研

发中心

3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现代农业（生物饲料）产业技术研发

中心

3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现代农业（畜禽遗传育种与繁殖）产

业技术研发中心

34 华南农业大学 省级现代农业智能养殖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35
广东省华南信息工程研究院

中山大学、广州地理研究所
省级现代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36 华南农业大学 省级现代农业装备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37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省级现代农业（科技大数据）产业技术研

发中心

38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省级现代农业（农业物联网与农产品质量

安全）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39 华南农业大学
省级现代农业（精准农业航空）产业技术

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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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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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教科函 〔⒛14〕 52号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公布首批广东省协同创新平台

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
′

意见》(教技 E2012〕 6号 )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

育厅关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若干意

见的通知》(粤府办 (2012〕 103号 )精神,省教育厅组织了首批

广东省协同创新平台认定工作,经高校推荐、形武审查、陈述答

辩 (实地考察 )、 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等环节,现认定中山大学

牵头组建的
“
肿瘤医学协同创新中心”

等 20个协同创新 (发展 )

中心、培育建设暨南太学牵头组建的
“
粤港澳中药和天然药协同

创新中心”
等 26个协同创新 (发展 )中 心 (名 单见附件 ),现予



以公布。

请各协同创新 (发展)中 心在原申报认定方案的基础上,进

一步修改完善本中心 2014-2016年的实施建设方案,明确未来三

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主要任务、相关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等,重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大改革和支持保障力度,确保协

同创新 (发展 )中 心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各协同创新 (发展 )

中心修改完善的实施建设方案,需经专家论证,并于 2014年 7

月 31日 前报省教育厅 (科研处 )审核各案。各中心实施建设方

案专家论证会的时间请与省教育厅 (科研处 )具体协商,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将有选择性地参会指导。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将在研究生招生、优秀人才计划、公派

出国学习和交流等相关资源配置方面对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给

予重点支持。协同创新 (发展 )中 心的运行建设请按照相关的管

理办法执行。协同创新 (发展 )中 心将实施动态管理,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将定期组织运行建设绩效评估,对绩效评估不合格的中

心予以
“
摘牌

”
撤销。协同创新 (发展 )中 心建设绩效纳入省

“佗刂

新强校工程
”
考核内容。

对列入省级培育建设的协同创新平台,将按照
“
成熟一个、

论证一个、认定一个
”

的恩路,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育建设,视培

育建设的成效,由 学校提出申请,经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审核并

组织专家论证,达到标准和要求后,予 以认定。

ˉ 2̄——



联系人:田 兴国,杨立群、谢春艳;联系电话:02O-37628271

由阝箱: kyc37628091臼 126。 com

附件:1。 认定协同创新中心一览表

2” 认定协同创新中心发展一览表

3.培育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一览表

4.培育建设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一览表

∮年 5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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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 I I－匾，
－坷 ，『也

培育建设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一览表（按高校排序）

1 l广东医学院 医学分子诊断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2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湛江师范学院 粤台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4 韩山师范学院 潮人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5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特色金融建设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6 肇庆学院 西江特色文化研究与传播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7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件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 J心

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化纺织服装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9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网应用研发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1.0 轮机自动化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1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一－ 8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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