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科函〔2019〕261 号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公布 2019 年佛山市

技术经纪特派员名单的通知

各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按照《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实施意见》（佛府办函〔2018〕770 号）、《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

于印发<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细则

>的通知》（佛科〔2019〕111 号）等文件，我局于今年组织开展

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认定工作。

经征集、遴选、培训、考核等程序，共认定 93 名佛山市技

术经纪特派员（详细名单见附件），任期 1年（2019 年 8 月 3 日

至 2020 年 8 月 2 日）。请各有关单位协助做好佛山市技术经纪特

派员管理工作，各特派员按照《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聘任协议》

履行职责，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工作任务。

附件：2019 年佛山技术经纪特派员名单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2019 年 11 月 20 日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附件1

2019年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区域 单位 证书编号

1 郑为峰 市直 佛山市武汉理工大学研究院 FSJSJJ201938

2 黄艳荧 市直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FSJSJJ201947

3 梁燕云 市直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FSJSJJ201948

4 张彩霞 市直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FSJSJJ201949

5 杨富国 市直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FSJSJJ201950

6 刘磊 市直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FSJSJJ201954

7 吴校连 市直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FSJSJJ201961

8 刘震 市直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FSJSJJ201962

9 史德刚 市直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FSJSJJ201963

10 李贺军 市直 季华实验室 FSJSJJ201937

11 张德志 市直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FSJSJJ201956

12 魏程宏 市直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FSJSJJ201957

13 尹成凯 市直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FSJSJJ201958

14 伍沛亮 市直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 FSJSJJ201959

15 许磊 市直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 FSJSJJ201960

16 陈雅娟 市直 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FSJSJJ201966

17 童磊 市直 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FSJSJJ201967

18 刘经龙 市直 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FSJSJJ201968

19 刘建萍 市直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FSJSJJ201951

20 王敬慧 市直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FSJSJJ201952

21 苗昂 市直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FSJSJJ201953

22 林俊雄 禅城区 佛山市木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FSJSJJ201904

23 杨剑湖 禅城区 国药集团冯了性（佛山）药业有限公
司

FSJSJJ201919

24 何万里 禅城区 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22

25 陈梦斌 禅城区 广东艾胜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30



序号 姓名 区域 单位 证书编号

26 徐旭峰 禅城区 广东华彻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69

27 宋毅怡 禅城区 广东华彻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70

28 秦刚 禅城区 佛山市清洁能源交通产业协会 FSJSJJ201980

29 陈海云 禅城区 佛山市禅城区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FSJSJJ201981

30 刘丹 禅城区 佛山市科技服务业协会 FSJSJJ201982

31 周功胜 禅城区 佛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协会 FSJSJJ201985

32 李惠霞 禅城区 佛山市电源行业协会 FSJSJJ201990

33 曹雅杰 禅城区 佛山市中科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FSJSJJ201993

34 毛卫东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中南机械有限公司 FSJSJJ201905

35 卢佳 南海区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FSJSJJ201906

36 原晓华 南海区 瀚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FSJSJJ201907

37 李罕 南海区 瀚蓝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08

38 乐莹 南海区 佛山市创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12

39 江穗光 南海区 广东科瑞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13

40 陈凯 南海区 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FSJSJJ201921

41 卢平龙 南海区 佛山佐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FSJSJJ201923

42 单磊 南海区 广东创新联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24

43 万丽娟 南海区 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FSJSJJ201925

44 周思远 南海区 广东宝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FSJSJJ201929

45 权浩 南海区 佛山建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31

46 祁昆 南海区 广东中窑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FSJSJJ201932

47 邓桂香 南海区 佛山市康德医药有限公司 FSJSJJ201935

48 余洁 南海区 广东省智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36

49 杨淑爱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

新研究院
FSJSJJ201939

50 饶俊伟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

新研究院
FSJSJJ201940

51 林凯煌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

新研究院
FSJSJJ201941



序号 姓名 区域 单位 证书编号

52 胡海涛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联合广东新光源产业创
新中心

FSJSJJ201945

53 肖永能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中科半导体科技促进中
心

FSJSJJ201946

54 冯坚强 南海区 佛山市英儒启航技术孵化器有限公司 FSJSJJ201974

55 龚雪 南海区 佛山中发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FSJSJJ201979

56 钟晓庆 南海区 佛山市软件行业协会 FSJSJJ201986

57 关志峰 南海区 佛山市海科知识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FSJSJJ201987

58 罗泳君 南海区 佛山市拓锐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FSJSJJ201989

59 黄朝阳 南海区 广东南海大汉投资有限公司 FSJSJJ201991

60 彭树鉴 南海区 广东佰国联合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FSJSJJ201992

61 张念椿 顺德区 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 FSJSJJ201910

62 陈苏 顺德区 佛山市汉诺威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02

63 李周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凯硕精密模具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09

64 叶培辉 顺德区 泛仕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FSJSJJ201914

65 陈小波 顺德区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FSJSJJ201915

66 陈新 顺德区 佛山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 FSJSJJ201916

67 寇慧 顺德区 佛山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 FSJSJJ201917

68 欧栋生 顺德区 佛山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 FSJSJJ201918

69 冯骥异 顺德区 广东华凤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20

70 苏德明 顺德区 佛山市觉醒自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26

71 李阳 顺德区 广东汉岂工业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FSJSJJ201927

72 薛龙龙 顺德区 广东汉岂工业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FSJSJJ201928

73 黄嘉培 顺德区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 FSJSJJ201942

74 王洋 顺德区 广东顺德工业设计研究院 FSJSJJ201944

75 金鹏飞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院 FSJSJJ201955

76 汪静 顺德区 佛山市博士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71

77 朱作义 顺德区 佛山市博士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72

78 吕耀文 顺德区 佛山市博士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SJSJJ201973



序号 姓名 区域 单位 证书编号

79 卢本喜 顺德区 广东知识城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FSJSJJ201975

80 黄倩 顺德区 广东知识城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FSJSJJ201976

81 陈惠均 顺德区 广东顺德军民融合产业园有限公司 FSJSJJ201977

82 劳妙斯 顺德区 广东顺德军民融合产业园有限公司 FSJSJJ201978

83 伍阳 高明区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FSJSJJ201901

84 龙克文 高明区 佛山市川东磁电股份有限公司 FSJSJJ201903

85 何颖芬 高明区 佛山市高明信达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FSJSJJ201964

86 黎文霞 高明区 佛山市高明区高新技术产业协会 FSJSJJ201983

87 贺海兰 高明区 佛山市高明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FSJSJJ201984

88 封珍 三水区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FSJSJJ201911

89 廖娥媚 三水区 佛山市美灵保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FSJSJJ201933

90 潘濠欣 三水区 佛山市泽灵医药有限公司 FSJSJJ201934

91 杨国宇 三水区 广东三水合肥工业大学研究院 FSJSJJ201943

92 林启森 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产业服务创新中
心

FSJSJJ201965

93 梁境泉 三水区
北京中济纬天专利代理有限公司佛山

三水分公司
FSJSJJ20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