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东工信函〔2020〕153 号

关于拨付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小微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专题资助
（第一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计划的通知》

（粤工信融资函〔2019〕682号）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

于开展中小微企业服务券工作的通知》（粤工信服务函〔2019〕

696号），现将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

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中小微企业服务券专题

资助的通知合计4979748元拨付至东莞市华南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等10家企业。请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做好账务

处理，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向市工信局中小企业服务科反馈。

附件：1.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中小微企业

服务券专题资助（第一批）安排表
 



 

2.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

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中小微企

业服务券兑现服务机构及服务企业名单（第一批）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6月29日 

 

（联系人：袁炯辉，联系电话：22220103） 
 
 
 
 
 
 
 
 
 
 
 
 
 
 
 
 
 
 
 
 
 
 
 
 
 
 
 
 
 
 
 

 —2— 



 

附件 1：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

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专题资助（第一批） 

安排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域 计划资助金额（元） 

1 东莞市华南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 1317250 

2 广东瑞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 899998 

3 广东博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莞城区 840000 

4 广东群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 702000 

5 东莞中大香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 693000 

6 东莞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协会 东莞市南城区 480000 

7 广安电气检测中心（广东）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 20000 

8 广东优科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 20000 

9 广东富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东莞市南城区 10000 

10 广东省湛江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 湛江市经济开发区 7500 

合计 497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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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
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中小微

企业服务券兑现服务机构及服务企业名单 
（第一批） 

 
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1 

东莞市华南专利商标

事务所有限公司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1317250 元 

其中： 

东莞先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 

广东新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广东迅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朗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威立瑞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锐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莎米特箱包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东实开能能源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趣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智乐堡儿童玩具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基烁实业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铨盛聚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东久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雷宇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迈高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光群雷射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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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1 其中： 

广东智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莞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超业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固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天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福德电子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坚华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天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雅丽斯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利名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三人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骏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3250 

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汉威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东莞市昊鸿户外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合权电子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8500 

广东红珊瑚药业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捷科五金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环宇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东莞市井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吉铼升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5000 

东莞市格瑞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5000 

广东弓叶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中微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井岗电子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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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1 其中： 

东莞市东彩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如金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7000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7350 

东莞市三扬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3000 

东莞市宾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5900 

东莞市源铁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东莞市安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东莞市东翔塑胶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广东优信无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5000 

东莞市珀蓝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4500 

东莞市意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7500 

广东超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3500 

东莞市峰谷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9000 

东莞市东华鑫达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创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欧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500 

东莞市缔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东莞市大兴化工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豪顺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力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500 

广东力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500 

东莞市晋诚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0 

东莞市红木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000 

东莞市红木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000 

广东佳居乐厨房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6000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950 

东莞市佛尔盛智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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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1 其中： 

东莞先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000 

东莞士格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广东兆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泰威电子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6000 

东莞市泰威电子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4000 

东莞市智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4500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沃顿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4500 

东莞联盈电业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2000 

东莞市康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4000 

东莞市康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6000 

广东松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东莞市宏湖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7500 

东莞市宏湖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500 

东莞市金太阳精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3800 

东莞市键环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5000 

广东智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9000 

广东智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1000 

广东佳居乐厨房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4000 

广东瑞谷光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20000 

2 

广东瑞恩科技有限公

司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899998 元 

其中： 

东莞市春成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晨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创友软件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智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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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2 其中： 

广东登世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盈采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钜富灯饰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万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涂锐新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益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正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元平软件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荣友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宇宙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达坤电脑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捷联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光路通网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智业计算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慧尔智能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惠友计算机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穗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正值招标采购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恒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泓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才富盛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思浦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震坤软件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中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19998 

东莞市易合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美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美誉标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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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2 其中： 

东莞市凯诺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凯诺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生命导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汇文商贸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韬普物联网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友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盛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尚品电器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易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信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长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汇顺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智祺企业事务代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森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3 

广东群益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702000 元 

其中： 

广东美康通信光缆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雄辉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龙泰鞋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福达康实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15000 

东莞市华汝制衣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中能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经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润众电子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15000 

东莞市志宇塑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伯顺塑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伯爵塑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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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3 其中： 

东莞市盈联印刷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进发纸托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大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蒂丽莱服饰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国峰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倩丽内衣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竞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康瑞电子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菱工实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群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15000 

广东金添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库珀电子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均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韬科电子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广东海清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15000 

东莞市雅致印刷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邦达实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盈嘉轩纸业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12000 

东莞市天孚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15000 

东莞市蒙特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展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15000 

东莞市合丰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百聚鑫钢构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旭良电子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统益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必富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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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兑现服务机构名称 兑现被服务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拟兑现服

务券金额

（元） 

4 

广东博通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840000 元 

其中： 

东莞狂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领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知识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新南方科教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禾旭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轩伟电子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快马建材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广东因美形象顾问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腾美进出口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拓普莱特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天鸿磁电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善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雅致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彬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坚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博恒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糖心莉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衡量会计税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弘量集群注册托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昊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汇趣电子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钰瀚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盈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美邦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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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 

东莞迁羽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九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粤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华骏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明诺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百阿腾软件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天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地能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同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莞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意达纺织品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缘爱珠宝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骆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金豪泰电缆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诚全弱电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丰禧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东莞市柏力有机硅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 20000 

5 

东莞市中大香江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693000 元 

其中： 

东莞市蓝普光电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和泰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欣和精密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哈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浩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慧心贸易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挚联报关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庆运窗帘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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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中： 

东莞南奥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新聚兴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新发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立顿洗涤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托马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欧创电子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航乐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久锋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腾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虎门兴裕纸业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锦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恒准精密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谷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科美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锦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昇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雅瑞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年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禾新纺织品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生能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斐梵润滑油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兆舜有机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广正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景明科技照明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建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林格储物包装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东莞市全兴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创业创新服务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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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莞市中小企业服务

机构协会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480000 元 

其中： 

东莞市承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智漾慧联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享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国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广东博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川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广东美极时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华星贸易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诺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卓晟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一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广东延春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昱正电子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聚汇高尔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德恒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腾锐智创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阿黛娜服饰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广东安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维度天牙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威沃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瀚特英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凯诺德报关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龙凤盛典礼仪策划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东莞市纵横经济策划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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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东优科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20000 元 

其中： 广东雷宁普电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20000 

8 
广安电气检测中心（广

东）有限公司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20000 元 

其中： 广东优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20000 

9 
广东富和会计师事务

所（普通合伙）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10000 元 

其中： 东莞市耀铭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财税服务 10000 

10 
广东省湛江市质量技

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 拟兑现服务券金额合计： 7500 元 

其中： 广东迪泉清洁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7500 

合计 49797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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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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