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提                   粤工信生产合作函〔2019〕1418 号 
 
 

工业 国家级 
工业设计中心 级工业 
设计中心 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中央驻粤有关单位 省属

企业： 

为加强我省工业设计中心建设，提升工业设计能力，推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有关部

署和年度工作计划，我厅将组织开展第四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申报推荐、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以及第三批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同时对第一批、第二批认定的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进行复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第四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推荐 

（一）申报推荐范围 

根据《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见附件 1）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

织开展第四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第一批、第二批复核工

作的通知》（工信厅产业函〔2019〕119 号，以下简称《通知》，

见附件 2）要求，第四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推荐对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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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消费品等行业，分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工业设计企业两类，择优从符合条件的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产生。

虽未获得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但符合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条

件的，亦可申报推荐。 

    （二）申报流程 

本次申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请各申报主体登录

工业设计中心管理系统（网址：www.id-center.org.cn)，按照系统

要求在线填写《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和上传相关申报材

料，同时打印装订相关纸质材料（一式三份）报所在地市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不含深圳）、中央驻粤有关单位和省属企业及时与我厅（生产

服务业与交流合作处）联系获取申报账号，分配给符合条件且有

申报意愿的企业。 

（三）审核报送 

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驻粤有关单位

和省属企业在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后，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前向我厅报送推荐文件和申报材料（申报对象在两个以

上的，须明确推荐顺序）。我厅将组织专家对申报对象进行评审，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分配给我省的推荐名额择优确定推荐名单

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 

根据《通知》要求，我省需参加复核的第一批、第二批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共 6 家（不含深圳，名单见附件 3），请相关地

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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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上述 6 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根据我厅提供的账号于 6 月 26

日前登录工业设计中心管理系统（网址：www.id-center.org.cn)，

按照系统要求在线填写《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表》，同时打

印装订相关纸质材料（一式二份）并加具复核初审意见后报我厅，

我厅审核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第三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 

    根据《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的有关规定，第三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会议评审工作已经

完成，拟于 6 月中下旬组织开展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除听取申报

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外，重点对申报单位工业设计中心的工

作场所、人员状况、专利技术、获奖项目，以及组织体系、人才

培养等有关情况进行查验，填写《2019 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现场核查表》（见附件 4）。核查小组由我厅生产服务业与交流合

作处工作人员和有关行业专家组成，核查对象、核查时间及具体

工作安排由核查小组与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

有关单位商定。 

    四、第一批、第二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 

根据《办法》的有关规定，第一批、第二批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名单详见附件 5）复核分为初核和复核两个环节。初核工作

由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中央驻粤单位、省

属企业由我厅负责），指导所管辖的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进行自查

并填报有关复核材料。在此基础上，组织对复核材料进行审核、

对中心的运营情况作综合评价，必要时到现场进行核查，形成评

价意见并于 7 月 5 日前上报我厅。我厅将根据评价意见视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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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或委托相关行业组织对部分单位进行抽查审核，以通告形式

发布第一批、第二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结果。 

五、有关工作要求 

    开展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复核工作是促进工业设计中心健康

发展的重要手段，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有关单

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发动和指导服务，严格工作程序和审核

把关，搞好协调配合和上下联动，确保认定复核工作按时间节点

扎实有效推进。 

   

附件：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国 

     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第一批、第二批复核 

     工作的通知 

        3.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 

        4.2019 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现场核查表 

        5.第一批、第二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9 年 6 月 6 日 

（联系人：梁家中，联系电话：020-83135953、13924132383，

邮箱：jxwscfwyc@gdei.gov.cn） 



lenovo

附件1













































































lenovo

附件2















 - 1 -

附件 3 

 

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 
 

序号 地区 名称 年份 

1 广州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2013 

2 广州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2015 

3 珠海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2015 

4 佛山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2013 

5 中山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创新中心 2013 

6 惠州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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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现场核查表 
  
  

单  位  联系人  

地  址  电  话  

核查人员  核查时间  

一、现场核查主要内容 

1、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成立时间  

2、工业设计中心（企业）固定工作场所面积（平方米）  

3、工业设计中心（企业）工业设计从业人员数  

4、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的人员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数 
 

5、2017 年和 2018 年获国内外授权专利（版权）总数  

6、近两年以来参与制订的国际或国家标准数  

7、近两年以来获得省级以上及国际工业设计奖，和省级

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数 
 

8、与国内外高校或设计机构建立了固定合作关系的数量  

9、企业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没有违法行

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以证明或承

诺书为依据） 

是□ 否□ 

10、工业设计中心（企业）组织体系是否健全 是□ 否□ 

11、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是否有人才培养计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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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是否有在相关领域提供工业设计服务的材料 是□ 否□ 

13、其他有关材料  

二、专家综合评价意见 

 

 

 

 

 

 

 

 

 

 

                                        专家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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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一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28 家） 
 

地区 申报单位 类别 

广州  
（6 家）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广州市百利文仪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广州哲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广州市大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企业 

广州联合交易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基地 

深圳  
（4 家）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深圳市浪尖设计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企业 

珠海  
（2 家）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汕头 
（1 家）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佛山 
（5 家） 

广东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广东顺德东方麦田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企业 

佛山六维空间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企业 

广东同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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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2 家）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东莞 
（1 家） 

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 工业设计企业 

中山  
（3 家）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中山市优力加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企业 

中山市汇能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基地 

湛江 
（1 家） 

湛江鸿智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潮州 
（1 家）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揭阳 
（1 家）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云浮 
（1 家） 

广东凌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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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66 家） 
 

序号 地区 申报单位 中心名称 

一、企业工业设计中心(57 家) 

1 省直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兴发铝业工业设计中心 

2 广州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汽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概念与造型设计中心 

3 广州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4 广州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大家居产品设计中心 

5 广州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视睿智能终端工业设计中心 

6 广州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比音勒芬创意设计中心 

7 广州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8 广州 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9 广州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10 广州 广州飞达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飞达音响数字声频工业创新设计中心 

11 广州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声工业设计中心 

12 广州 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道舞台演艺灯光设计中心 

13 广州 广东亮美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14 广州 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15 广州 广州市晶华精密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光学影像系统工业设计中心 

16 深圳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设计中心 

17 深圳 深圳市珂莱蒂尔服饰有限公司 时尚创意工业设计中心 

18 深圳 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19 深圳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20 深圳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 依波工业设计中心 

21 深圳 深圳市合元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22 深圳 深圳天珑无线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23 珠海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 普乐美高端不锈钢卫浴产品工业设计中心 

24 珠海 珠海威丝曼股份有限公司 威丝曼工业设计中心 

25 珠海 珠海天威飞马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天威工业设计创新中心 

26 汕头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奥飞玩具工业设计中心 

27 汕头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28 汕头 汕头市荣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智能环保窗饰遮阳设计中心 

29 佛山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全屋定制家具设计创新中心 

30 佛山 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 鹰牌陶瓷工业设计中心 

31 梅州 广东宝丰陶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32 梅州 广东富大陶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33 梅州 大埔县怡丰园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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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惠州 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35 东莞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36 东莞 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电声工业设计中心 

37 中山 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38 中山 广东伊莱特电器有限公司 伊莱特电饭煲工业设计中心 

39 中山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龙高性能节能型复合船舶工业设计中心 

40 中山 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41 中山 中山市雅乐思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42 中山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43 中山 中山市金广家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智能家电工业设计中心 

44 中山 中山市乐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乐瑞婴童亚太区产品开发设计中心 

45 江门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科杰工业设计中心 

46 江门 广东华艺卫浴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47 湛江 广东浩特电器有限公司 浩特厨房电器具工业设计中心 

48 清远 清远纳福娜陶瓷有限公司 纳福娜陶瓷砖工业设计中心 

49 清远 广东埃德伟控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先进制造工业设计中心 

50 潮州 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51 潮州 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 卫生洁具设计中心 

52 潮州 广东伯林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高端定制日用瓷工业设计中心 

53 潮州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松发日用陶瓷工业设计中心 

54 揭阳 广东中宝炊具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炊具工业设计中心 

55 云浮 广东万事泰集团有限公司 万事泰集团工业设计中心 

56 顺德区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57 顺德区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中心 

二、工业设计企业（7 家） 
1 广州 广州市沅子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 

2 深圳 深圳市中世纵横设计有限公司 - 

3 深圳 深圳洛可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 

4 深圳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5 江门 江门市艾迪赞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 

6 阳江 广东企盟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 

7 顺德区 佛山市青鸟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 

三、工业设计基地（2 家） 
1 深圳 深圳市五行创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设计产业园 

2 中山 中山汇智电子商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美居产业园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生产服务业促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