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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符合列入“中小微企业池”条件的 120 家企业名单 

序号 所属县区 企业名称 

1 市直 广东琉璃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 市直 广东恒一实业有限公司 

3 市直 梅州市量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 市直 广东天智实业有限公司 

5 梅江区 钜鑫电子技术（梅州）有限公司 

6 梅江区 梅州市威利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 梅江区 广东风华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8 梅江区 梅州市科鼎实业有限公司 

9 梅江区 梅州市恒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梅江区 广东德力浦实业有限公司 

11 梅江区 梅州市金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2 梅江区 梅州联科电路有限公司 

13 梅江区 梅州展龙五金加工有限公司 

14 梅江区 广东金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15 梅江区 广东华通成套电气有限公司 

16 梅江区 梅州宝得电子有限公司 

17 梅江区 梅州华达电路板有限公司 

18 梅江区 梅州智科电路板有限公司 

19 梅江区 广东东南洋家具有限公司 

20 梅江区 梅州市多精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 梅江区 梅州金宝金属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22 梅江区 梅州市尚上升实业有限公司 

23 梅江区 梅州市向丽食品有限公司 

24 梅江区 梅州市运兴实业有限公司 

25 梅江区 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公司 

26 梅江区 广东华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 梅江区 梅州市乐得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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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县区 企业名称 

28 梅江区 广东虎形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9 梅江区 梅州市正展发展有限公司 

30 梅江区 广东超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1 梅江区 梅州市盛杰新传媒有限公司 

32 梅江区 广东新顺医药有限公司 

33 梅江区 广东佳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34 梅江区 广东鸿锦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5 梅江区 梅州市福宝文化有限公司 

36 梅江区 广东帮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7 梅江区 梅州市益民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38 梅江区 梅州市八方建设有限公司 

39 梅江区 广东安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0 梅江区 梅州市敏恒实业有限公司 

41 梅江区 梅州市玖零网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2 梅江区 广东复星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43 梅江区 广东晋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4 梅江区 广东雄龙和丰科技有限公司 

45 梅江区 梅州市开源资讯有限公司 

46 梅江区 广东飞翔云计算有限公司 

47 梅江区 广东华泰医药有限公司 

48 梅江区 广东鑫顺电力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49 梅江区 广东教云实业有限公司 

50 梅江区 梅州市拓源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51 梅县区 梅州市梅江区联顺混凝土有限公司城东搅拌站 

52 梅县区 梅州伟友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53 梅县区 广东自远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54 梅县区 广东卓立变压器有限公司 

55 梅县区 广东航鑫科技股份公司 

56 梅县区 梅州宏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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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县区 企业名称 

57 梅县区 广东振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 梅县区 广东鸿荣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59 梅县区 梅州市金稻实业有限公司 

60 梅县区 梅州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1 梅县区 广东梅州市富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2 梅县区 梅州市木子金柚专业合作社 

63 梅县区 广东李金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4 梅县区 梅州市金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65 梅县区 广东正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6 梅县区 广东佳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梅县区 广东绿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8 梅县区 广东丽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69 梅县区 广东华鼎新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70 梅县区 广东集一信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71 梅县区 广东集一家居建材连锁有限公司 

72 梅县区 广东岭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3 梅县区 广东泰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 兴宁市 梅州市泰联玻璃工程有限公司 

75 兴宁市 兴宁市建明明工艺品有限公司 

76 兴宁市 广东联康药业有限公司 

77 兴宁市 广东富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 兴宁市 兴宁市联发纺织有限公司 

79 兴宁市 兴宁市联发针织有限公司 

80 兴宁市 兴宁市创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81 兴宁市 兴宁市龙江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82 兴宁市 兴宁市朋鸿绵织有限公司 

83 兴宁市 兴宁市益民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84 兴宁市 广东金诺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85 蕉岭县 广东固特超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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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县区 企业名称 

86 蕉岭县 广福建材（蕉岭）精化有限公司 

87 蕉岭县 蕉岭县雄辉生物新能源有限公司 

88 蕉岭县 蕉岭金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89 蕉岭县 蕉岭县嘉福香业有限公司 

90 蕉岭县 梅州市顺裕新材有限公司 

91 蕉岭县 广东桂岭蜂业科技股份公司 

92 大埔县 广东富大陶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业 

93 大埔县 梅州峰联陶瓷有限公司 

94 大埔县 梅州市大兴木业制造有限公司 

95 大埔县 大埔县怡丰园实业有限公司 

96 大埔县 广东欣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7 大埔县 大埔县佳联陶瓷厂 

98 大埔县 梅州顺源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99 大埔县 大埔县宏达陶瓷工艺厂 

100 大埔县 广东省宇安实业有限公司 

101 平远县 广东佳之朋科技有限公司 

102 平远县 平远县荣华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03 平远县 广东宇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104 平远县 平远县兴盛伟业实业有限公司 

105 平远县 广东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6 平远县 梅州市洪裕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107 平远县 平远县金鑫耐磨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08 平远县 梅州市方鼎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109 平远县 平远友邦木业有限公司 

110 平远县 梅州市恒盛宇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111 平远县 平远威大地有限公司 

112 平远县 梅州市威华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3 丰顺县 丰顺县骏达电子有限公司 

114 丰顺县 广东邓老凉茶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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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县区 企业名称 

115 丰顺县 丰顺县锦顺科技有限公司 

116 丰顺县 丰顺县德海电子有限公司 

117 丰顺县 丰顺正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18 丰顺县 广东代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9 丰顺县 广东龙岗马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 丰顺县 丰顺东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