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科函〔2020〕125 号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公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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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等程序，共认定 91 名佛

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同时根据《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工作方

案》续聘 2019 年度综合评价为“优秀”的 11名佛山市技术经纪

特派员（详细名单见附件），任期时间 1年（2020 年 8 月 14 日

至 2021 年 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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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行职责，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工作任务。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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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 年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名单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2020年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名单

2020年培训考核通过的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区域 单位

1 刘金 市直 季华实验室

2 梁文 市直 华南高等研究院（佛山）

3 郭少平 市直 华南高等研究院（佛山）

4 白玉茅 市直 华南高等研究院（佛山）

5 郑敏 市直 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6 王国雄 市直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7 刘惠娣 市直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8 王玉梅 禅城区 佛山市陶瓷研究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王毅 禅城区 佛山市空气博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徐少华 禅城区 佛山能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1 何晓力 禅城区 广东美态科技有限公司

12 关结好 禅城区 佛山市金舵陶瓷有限公司

13 李惠婷 禅城区 佛山市金舵陶瓷有限公司

14 汪凯 禅城区 广东美赛尔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郑振鸿 禅城区 广东匞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6 王晨 禅城区 佛山市海辰科技有限公司

17 李智鸿 禅城区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18 钟保民 禅城区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19 徐瑜 禅城区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20 王丽芬 禅城区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1 李欢欢 禅城区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2 李杰安 禅城区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3 黄宾 禅城区 佛山市陶瓷学会

24 张华 禅城区 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

25 刘华星 禅城区 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

26 柯美君 禅城区 广东新媒体产业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7 姚巍 禅城区 广东华彻科技有限公司

28 谭敏仪 禅城区 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9 刘学明 禅城区 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王富涛 南海区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31 王丹 南海区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32 韩妍 南海区 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33 罗文韬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中科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

34 颜灿强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中科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

35 华显刚 南海区 广东芯华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6 梁凯麒 南海区 佛山市金浩博管业有限公司

37 苏国峰 南海区 广东建链汇平台科技有限公司

38 杨斌 南海区 广东佛智芯微电子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39 林彬 南海区 广东源心再生医学有限公司

40 李杰 南海区 佛山市雅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芦小山 南海区 佛山市雅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李楚文 南海区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3 黄杨安 南海区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4 焦伟丽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制药有限公司

45 郭日财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制药有限公司

46 区松邦 南海区 广东瀚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7 王家成 南海区 广东瀚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8 范智萌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诚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49 关洁文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诚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50 周淑兰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帝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51 张汉权 南海区 佛山市钜仕泰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52 徐广华 南海区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53 赖日东 南海区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54 徐天殷 南海区 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5 周勇 南海区 佛山快造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56 叶兴华 南海区 佛山市工合科技有限公司

57 甘运乾 南海区 广东力合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58 梁志樵 南海区 佛山中科育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 潘淑娴 南海区 佛山中科育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 张文才 南海区 佛山力合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61 金敏 南海区 佛山力合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62 罗颖峰 顺德区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

63 张晋华 顺德区 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

64 黄伟溪 顺德区 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

65 陈樱 顺德区 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

66 南建忠 顺德区 广东顺德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



67 卢伟健 顺德区 广东顺德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

68 陈钰莹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德雅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

69 张华冠 顺德区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70 周晓兆 顺德区 广东汉岂工业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71 胡启呈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帝盛斯电器有限公司

72 李方 顺德区 广东科凯达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73 马涛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家具研究开发院有限公司

74 朱晋 顺德区 广东筑智电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75 林杨欢 顺德区 广东顺德宙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6 梁璟强 顺德区 广东顺德宙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7 薛丹 顺德区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

78 徐颖莹 顺德区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

79 黄玉彩 顺德区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

80 吴丹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工业互联网协会

81 刘建铿 顺德区 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2 李俊铭 顺德区 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3 李智文 高明区 佛山市高明区（中国科学院）新材料产业研究院

84 胡可柱 高明区 佛山市高明基业冷轧钢板有限公司

85 何燕君 三水区 广东三水合肥工业大学研究院

86 陈超 三水区 恒新增材制造研究中心（佛山）有限公司

87 薛妮娜 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金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88 李燕清 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金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89 欧阳凯怡 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金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90 田维 三水区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91 柯善军 三水区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综合评价为优秀的佛山市技术经纪特派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区域 单位

1 冯坚强 顺德区 佛山市英儒启航技术孵化器有限公司

2 李贺军 市直 季华实验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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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刘丹 禅城区 佛山市科技服务业协会

5 吴校连 市直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6 徐旭峰 禅城区 广东华彻科技有限公司

7 权浩 南海区 佛山建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8 祁昆 南海区 广东中窑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9 陈惠均 顺德区 广东顺德军民融合产业园有限公司

10 王洋 顺德区 广东顺德工业设计研究院

11 黄嘉培 顺德区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