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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进步奖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基于延时耦合VCSEL的光学
混沌逻辑计算和混沌雷达测 五邑大学
距

人脸美丽预测与美化关键技
五邑大学
术及其应用

提名单位/提名专家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修缮 五邑大学,开平市世界遗产管理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技术与实践应用
中心

新型智能锁封成套技术的研 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究与应用
公司,五邑大学

移动智能终端产品用积层挠
台山市精诚达电路有限公司
性电路板

低温固化节能型粉末涂料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有限公司

一种涂覆改性聚乙烯短纤维
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技术与功能研究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可抗高温黄变、高反射率的
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液态感光阻焊白油

鹤山市新的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隐性连作障碍研究及其专用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永雄生物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生物肥料的研制与示范
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弱听人群音效提升的2.
4G无线数字传声系统

恩平市鼎力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连续行星轧制工艺及设备的 广东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海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研发与应用
亮股份有限公司

LED灯丝灯新结构的研发及
产业化

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箱式集成模块化建筑体系的 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研究与开发项目
广东中集建筑制造有限公司

高压、重载型耐磨长寿命活 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密封技术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塞组合密封件
有限公司

兼具双重特性的高性能锰锌
铁氧体软磁材料研发及产业 江门安磁电子有限公司
化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广
苹果原醋7度发酵关键技术研
东天地壹号食品研究院有限公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究
司

卷钢类货物运输特种设备

狼毒乙素提取和精制

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限公司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小排量可变气道四气门摩托 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车发动机
限公司

婴儿手口可用湿巾的研究与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开发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学科（专业）评审组

信息科学专业评审组

主要完成人

代表性论文

排名：1，姓名：钟东
洲，职称：教授，工作单
位：五邑大学；排名：
2，姓名：周开利，职
称：教授，工作单位：五
邑大学；排名：3，姓
名：许葛亮，职称：助
教，工作单位：巢湖学
院；排名：4，姓名：罗
伟，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安费诺东亚电子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排
名：5，姓名：计永强，
职称：工程师，工作单
位：江西省信息中心；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
Controllable optoelectric
composite logic gates
based on the polarization
switching in an optically
injected VCSEL，刊名：
Optics Express，年卷页
码：2015年23卷2982329833页，通讯作者：钟东
洲，第一作者：钟东洲序
号：2，论文专著名称：Real
-time multi-target
ranging based on chaotic
polarization laser radars
in the drive-response
VCSELs，刊名：Optics
Express，年卷页码：2017
年25卷 21684-21704，通
讯作者：钟东洲，第一作
者：钟东洲序号：3，论文专
著名称：Reconfigurable
dynamic all-optical
chaotic logic operations in
an optically injected
VCSEL，刊名：Chinese
Physics B，年卷页码：2017
年26卷 124204.1-12420
4.11，通讯作者：钟东洲，
第一作者：钟东洲序号：4，
论文专著名称：Controllable
all-optical stochastic
logic gates and their delay
storages based on the
cascaded VCSELs with
optical-injection，刊名：
Chinese Physics B，年卷页
码：2016年25卷 094202.1
-094202.11，通讯作者：钟
东洲，第一作者：钟东洲序
号：5，论文专著名称：电光
调制对外部光注入垂直腔表
面发射激光器的 偏振转换及
其非线性动力学行为的操控
性研究，刊名：物理学报，
年卷页码：2015年64卷
114203.1-114203.13，通
讯作者：钟东洲，第一作
者：钟东洲

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

排名：1，姓名：甘俊
英，职称：教授，工作单
位：五邑大学；排名：
2，姓名：翟懿奎，职
称：副教授，工作单位：
五邑大学；排名：3，姓
名：何国辉，职称：教
授，工作单位：五邑大
学；排名：4，姓名：曾
军英，职称：副教授，工
作单位：五邑大学；排
计算机软件与信息管理专业评审组
名：5，姓名：应自炉，
职称：教授，工作单位：
五邑大学；排名：6，姓
名：徐颖，职称：副教
授，工作单位：五邑大
学；排名：7，姓名：麦
超云，职称：讲师，工作
单位：五邑大学；排名：
8，姓名：秦传波，职
称：讲师，工作单位：五
邑大学；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
Facial Beauty Prediction
Based on Lighted Deep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with Feature
Extraction Strengthened，
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年卷页码：
2020, 29(2): 312-321，通
讯作者：甘俊英，第一作
者：甘俊英序号：2，论文专
著名称：Unconstrained
Facial Beauty Prediction
Based on Multi-scale Kmeans，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年
卷页码：2017, 26(3): 548556，通讯作者：甘俊英，第
一作者：甘俊英序号：3，论
文专著名称：基于双激活层
深度卷积特征的人脸美丽预
测研究，刊名：电子学报，
年卷页码：2019，47
（3）：636-642，通讯作
者：甘俊英，第一作者：甘
俊英序号：4，论文专著名
称：BeautyNet: Joint
Multiscale CNN and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
for Unconstrained Facial
Beauty Prediction，刊名：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年卷页码：
2019, 1910624:1-14，通
讯作者：翟懿奎，第一作
者：翟懿奎序号：5，论文专
著名称：2M BeautyNet:
Facial Beauty Prediction
Based on Multi-task
Transfer Learning，刊名：
IEEE Access，年卷页码：
2020, 8(1): 20245-2025
6，通讯作者：翟懿奎，第一
作者：甘俊英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一种大规模人脸模式分析样本库
的构建方法和装置，国家：中国，授
权号：ZL201410808371.2，权利
人：五邑大学，发明人：翟懿奎，甘
俊英，王斌，彭超，曾军英序号：
2，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称：基
于无监督最优美丽特征和深度评价模
型的人脸美化方法，国家：中国，授
权号：ZL201410042209.4，权利
人：五邑大学，发明人：翟懿奎，李
立琛，甘俊英序号：3，类别：发明
专利，具体名称：一种基于视频流与
人脸多属性匹配的三维人脸建模方法
和打印装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611194744.7，权利人：五
邑大学，发明人：徐颖，翟懿奎，甘
俊英，应自炉，曾军英序号：4，类
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手势
识别家庭影院系统，国家：中国，授
权号：ZL201721003878.6，权利
人：五邑大学，发明人：甘俊英，戚
玲，曾军英，何国辉，翟懿奎序号：
5，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基
于蓝牙和人脸双认证的签到系统，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621240536.1，权利人：五
邑大学，发明人：陈璐菲，翟懿奎，
余飞序号：6，类别：实用新型，具
体名称：一种智能陪护机器人，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720063931.5，权利人：五
邑大学，发明人：曾军英，张雨晨，
甘俊英，秦传波，余飞，翟懿奎序
号：7，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烟雾巡检机器人，国家：中
国，授权号：ZL201821563306.
8，权利人：五邑大学，发明人：曾
军英，王璠，秦传波，翟懿奎，甘俊
英，谌瑶序号：8，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监护机器人及其
社区监护系统，国家：中国，授权
号：ZL201720064024.2，权利
人：五邑大学，发明人：秦传波，林
作永，曾军英，甘俊英，翟懿奎，赵
晓晓序号：9，类别：实用新型，具
体名称：基于目标移动轨迹的安全定
位管理系统，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820657840.9，权利人：五
邑大学，发明人：翟懿奎，曹鹤，邓
文博，甘俊英，应自炉，曾军英，植
一航，谢雪银，余翠琳序号：10，
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高
效智能化的办案管理自助终端，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820657941.6，权利人：五
邑大学，发明人：翟懿奎，曹鹤，邓
文博，余翠琳，谢雪银，植一航

排名：1，姓名：张万
胜，职称：副教授，工作
单位：五邑大学；排名：
2，姓名：曾庆光，职
称：教授，工作单位：五
邑大学；排名：3，姓
名：谭金花，职称：副教
授，工作单位：五邑大
学；排名：4，姓名：周
志军，职称：讲师，工作
单位：五邑大学；排名：
5，姓名：周宏，职称：
副教授，工作单位：五邑
大学；排名：6，姓名：
张国雄，职称：教授，工
作单位：五邑大学；排
名：7，姓名：梁锦桥，
职称：助理研究员，工作
单位：开平市世界遗产管
理中心；排名：8，姓
名：唐天芬，职称：副教
授，工作单位：五邑大
学；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开
平碉楼修缮技术研究，刊
名：中国华侨出版社，年卷
页码：ISBN978-7-51136261-2，通讯作者：张万
胜，第一作者：张万胜序
号：2，论文专著名称：开平
碉楼与村落的建筑装饰研
究，刊名：中国华侨出版
社，年卷页码：ISBN978-75113-3644-6，通讯作者：
谭金花，第一作者：谭金花
序号：3，论文专著名称：开
平碉楼灰雕和壁画颜料碎片
原材料的拉曼光谱分析，刊
名：光散射学报，年卷页
码：2011（02），通讯作
者：曾庆光，第一作者：曾
庆光序号：4，论文专著名
称：开平碉楼的类别及典型
特征比较研究，刊名：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年卷页码：2012
（03），通讯作者：张万
胜，第一作者：张万胜序
号：5，论文专著名称：开平
碉楼修缮措施与保护研究，
刊名：广东土木与建筑，年
卷页码：2011（10），通讯
作者：张万胜，第一作者：
张万胜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后注浆带帽刚性桩与排水体组合
型地基处理技术，国家：中国，授权
号：201310067750.6，权利人：
五邑大学，发明人：周志军序号：
2，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称：一
种传统民居青砖墙扶正方法，国家：
中国，授权号：201810261608.
8，权利人：五邑大学，发明人：张
万胜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
《智能锁封移动作业 平台的
设计与 开发》，刊名：机电
工程技术，年卷页码：2015
年44卷47页，通讯作者：林
彩麟 ，梁世 昌，梁 健文，第
一作者：林彩麟序号：2，论
文专著名称：《新型智能锁
封装配 生产线 监控系 统的设
计》，刊名：机电工程技
术，年卷页码：2015年44卷
31页，通讯作者：李仕奇 ，
孔凡 国，龙 紫筠，第一作
者：李仕奇序号：3，论文专
著名称：《机器 视觉技 术在
智 能锁封 自动加 封系统 的
应用 》，刊名：科技与创
新，年卷页码：2015年2卷
83页，通讯作者：谭振豪 ，
林岳 凌，郭 小东，第一作
者：谭振豪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一种锁封 部件自动 预组装装
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410 706573.6，权利人：江
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司，发
明人：谭振豪、 何健华、 郭小东、
龙紫筠、 黎振杰序号：2，类别：实
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超高 频读
写器，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420 787612.5，权利人：江
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司，发
明人：李仕奇、 杨宏仓、 林岳凌、
梁健文、 梁世昌序号：3，类别：实
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弹性 锁止
式计 量封印装 置，国家：中国，授
权号：ZL201420 063366.9，权利
人：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
司，发明人：李仕奇、 林岳凌、 林
彩麟、 梁健文序号：4，类别：实用
新型，具体名称：一种电表 锁封自
动 加封装置，国家：中国，授权
号：ZL201520 476160.3，权利
人：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
司，发明人：谭振豪、 林岳凌、 龙
紫筠、 郭小东、 梁世昌序号：5，
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称：电表锁
封 自动加封 方法及装 置，国家：中
国，授权号：ZL201510 387421.
9，权利人：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
厂有限公司，发明人：谭振豪， 林
岳凌， 龙紫筠， 郭小东， 梁世昌序
号：6，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锁封 部件自动 预组装装
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420735261.3，权利人：江
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司，发
明人：谭振豪， 何健华， 郭小东，
龙紫筠， 黎振杰序号：7，类别：著
作权，具体名称：大光明智 能锁封
管 理系统V1 .0，国家：中国，授权
号：软字登字 第090409 9号，权利
人：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
司，发明人：

建筑交通与水利专业评审组

机械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李仕
奇，职称：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工作单位：江门市
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
司；排名：2，姓名：孔
凡国，职称：教授，工作
单位：五邑大学；排名：
3，姓名：林彩麟，职
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
位：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
备厂有限公司；排名：
4，姓名：谭振豪，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
有限公司；排名：5，姓
名：杨宏仓，职称：高级
工程师，工作单位：江门
市大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
公司；排名：6，姓名：
李瑛，职称：高级工程
师，工作单位：江门市大
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
司；排名：7，姓名：林
岳凌，职称：高级工程
师，工作单位：江门市大
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
司；排名：8，姓名：何
健华，职称：高级工程
师，工作单位：江门市大
光明电力设备厂有限公
司；排名：9，姓名：梁
健文，职称：工程师，工
作单位：江门市大光明电
力设备厂有限公司；排
名：10，姓名：梁世
昌，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江门市大光明电力
设备厂有限公司；

通信技术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陈兵，
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
单位：台山市精诚达电路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苏章泗，职称：高级
工程师，工作单位：台山
市精诚达电路有限公司；
排名：3，姓名：韩秀
川，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台山市精诚达
电路有限公司；排名：
4，姓名：陈亮，职称：
未取得，工作单位：台山
市精诚达电路有限公司；
排名：5，姓名：张勇
新，职称：未取得，工作
单位：台山市精诚达电路
有限公司；排名：6，姓
名：万建华，职称：未取
得，工作单位：台山市精
诚达电路有限公司；排
名：7，姓名：陈兰兰，
职称：未取得，工作单
位：台山市精诚达电路有
限公司；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柔性电路板孔金属化方法，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510009800.4，权利人：台
山市精诚达电路有限公司，发明人：
苏章泗、陈小波、覃海浪序号：2，
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柔性电
路板，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420799634.3，权利人：台
山市精诚达电路有限公司，发明人：
苏章泗、韩秀川

排名：1，姓名：刘洋，
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
单位：广东雅佳新型节能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排
名：2，姓名：王桂祥，
职称：未取得，工作单
位：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
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序号：1，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高速研磨机，国家：中国，
授权号：ZL201520 213885.3，权
利人：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发明人：刘洋序号：2，
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自
动化螺杆挤出机，国家：中国，授权
号：ZL201520213842.5，权利
人：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有
限公司，发明人：刘洋序号：3，类
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高速
磨粉机，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521123832.9，权利人：广
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发明人：王桂祥、 刘洋序号：
4，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
种高速搅拌机，国家：中国，授权
号：ZL201521123831.4，权利
人：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有
限公司，发明人：王桂祥、 刘洋序
号：5，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三层共挤机，国家：中国，
授权号：ZL201620002307.X，权
利人：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发明人：王桂祥、 刘洋
序号：6，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压片机，国家：中国，授权
号：ZL201620002310.1，权利
人：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有
限公司，发明人：王桂祥、 刘洋序
号：7，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涂料自动投料装置，国家：
中国，授权号：ZL201621401430.
5，权利人：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
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人：王桂祥、
刘洋序号：8，类别：实用新型，具
体名称：一种粉末材料储料机构，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621400262.8，权利人：广
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发明人：王桂祥、 刘洋序号：
9，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
种粉末材料称量机构，国家：中国，
授权号：ZL201621400159.3，权
利人：广东雅佳新型节能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发明人：王桂祥、 刘洋

轻工纺织与食品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陈维
壮，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广东彩艳股份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李宇恒，职称：工程
师，工作单位：广东彩艳
股份有限公司；排名：
3，姓名：梁立峰，职
称：技术员，工作单位：
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4，姓名：黄华
敬，职称：技术员，工作
单位：广东彩艳股份有限
公司；

序号：1，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纺丝涂覆装置，国家：中
国，授权号：CN 209368400 U，
权利人：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发
明人：陈维壮、李宇恒、梁立峰、黄
华敬序号：2，类别：实用新型，具
体名称：一种高质高效的纺丝涂覆用
环吹风冷却装置，国家：中国，授权
号：CN 209685964 U，权利人：
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人：陈
维壮、梁立峰、李宇恒、黄华敬序
号：3，类别：企业标准，具体名
称：纺纱用涂覆改性聚乙烯短纤维，
国家：中国，授权号：Q/CYGS 162018，权利人：广东彩艳股份有限
公司，发明人：李宇恒、梁立峰、叶
柳冰、黄华敬

化工专业评审组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液态感光阻焊白油及其制作方
法，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110226532.3，权利人：江
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
人：李铨华序号：2，类别：发明专
利，具体名称：液态感光阻焊油墨，
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110226531.9，权利人：江
排名：1，姓名：周中
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
涛，职称：未取得，工作
人：李铨华序号：3，类别：发明专
单位：江门市阪桥电子材
利，具体名称：一种液态感光型深色
料有限公司；排名：2，
阻焊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国家：中
姓名：谢瑞芳，职称：会
国，授权号：ZL201410794552.
计师，工作单位：江门市
4，权利人：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
板桥电子材料有限公；排
限公司，发明人：周中涛序号：4，
名：3，姓名：谢高艺，
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称：一种紫
职称：副教授，工作单
外光固化标记油墨及其制备方法，国
位：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
家：中国，授权号：
有限公司；排名：4，姓
ZL201410274400.1，权利人：江
名：何国雄，职称：高级
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
工程师，工作单位：江门
人：周中涛序号：5，类别：发明专
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
利，具体名称：一种紫外光固化阻焊
司；排名：5，姓名：周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提 油墨及其制作方法，国家：中国，授
瑞波，职称：未取得，工
高C型油墨生产效率技术路径 权号：ZL201410274300.2，权利
作单位：江门市阪桥电子
分析与解决方案探讨，刊
人：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有限公司；排名：
名：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年 发明人：周中涛序号：6，类别：实
6，姓名：杨泽勇，职
卷页码：2019年104页，通
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油墨自动添
称：未取得，工作单位：
讯作者：周中涛，第一作
加装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
者：周中涛
ZL2012200022960.4，权利人：
公司；排名：7，姓名：
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
田浩然，职称：未取得，
人：周中涛序号：7，类别：实用新
工作单位：江门市阪桥电
型，具体名称：一种油墨搅拌装置，
子材料有限公司；排名：
国家：中国，授权号：
8，姓名：林晓敏，职
ZL201720855070.4，权利人：江
称：未取得，工作单位：
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
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
人：周瑞波序号：8，类别：实用新
公司；排名：9，姓名：
型，具体名称：一种油墨反应釜，国
黄晖阳，职称：未取得，
家：中国，授权号：
工作单位：江门市阪桥电
ZL201220024999.X，权利人：江
子材料有限公司；排名：
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
10，姓名：刘继承，职
人：周中涛序号：9，类别：实用新
称：未取得，工作单位：
型，具体名称：一种二步法高效合成
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
反应釜装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公司；
ZL201320066167.9，权利人：江
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
人：周中涛序号：10，类别：国家
标准，具体名称：印刷技术 测试印
样的实验室制备 第3部分：丝网油
墨，国家：中国，授权号：GB/T
38153.3-2019，权利人：江门市
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明人：钟
远波

种植业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杨雄，
职称：副研究员，工作单
位：鹤山市新的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李华兴，职称：教
授，工作单位：华南农业
大学；排名：3，姓名：
刘序，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
研究所；排名：4，姓
名：卢维盛，职称：副教
授，工作单位：华南农业
大学；排名：5，姓名：
赵兰凤，职称：实验师，
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
学；排名：6，姓名：蒙
永华，职称：农艺师，工
作单位：广州市永雄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排名：
7，姓名：冯宏，职称：
讲师，工作单位：华南农
业大学；排名：8，姓
名：张志红，职称：副研
究员，工作单位：江西省
科学院；排名：9，姓
名：胡伟，职称：副教
授，工作单位：湖南科技
大学；排名：10，姓
名：刘小锋，职称：实验
师，工作单位：华南农业
大学；

通信技术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李辉
恒，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恩平市鼎力音
响设备有限公司；排名：
2，姓名：陈文聪，职
称：未取得，工作单位：
恩平市鼎力音响设备有限
公司；排名：3，姓名：
谢世明，职称：未取得，
工作单位：恩平市鼎力音
响设备有限公司；

序号：1，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适用于弱听者的无线数字传
声系统装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620252838.4，权利人：恩
平市鼎力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发明
人：李辉恒 徐浩华序号：2，类别：
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可调节高
效降噪助听型挂颈式无线传声终端装
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620252644.4，权利人：恩
平市鼎力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发明
人：李辉恒

排名：1，姓名：党建
龙，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广东海亮铜业有限
公司；排名：2，姓名：
马为民，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浙江海亮股份
有限公司；排名：3，姓
名：凌金榜，职称：工程
师，工作单位：广东海亮
铜业有限公司；排名：
4，姓名：白文侠，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5，姓名：邱长
军，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广东海亮铜业有限
公司；排名：6，姓名：
秦备荒，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广东海亮铜业
有限公司；排名：7，姓
名：刘涛，职称：工程
师，工作单位：浙江海亮
股份有限公司；排名：
8，姓名：王刚纯，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广东海亮铜业有限公司；
排名：9，姓名：王洪
涛，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广东海亮铜业有限
公司；排名：10，姓
名：张光彩，职称：工程
师，工作单位：广东海亮
铜业有限公司；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连续轧制行星轧机，国家：中
国，授权号：ZL2016 1 1184775.
4，权利人：广东海亮铜业有限公
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发明
人：党建龙、马为民、凌金榜、白文
侠、邱长军、秦备荒、刘涛、王刚纯
序号：2，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四工位龙门收料架，国家：
中国，授权号：ZL2016 2
1401539.9，权利人：广东海亮铜
业有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发明人：党建龙、马为民、凌金
榜、白文侠、邱长军、秦备荒、刘
涛、王刚纯序号：3，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连续上料机构，
国家：中国，授权号：ZL2016 2
1402182.6，权利人：广东海亮铜
业有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发明人：党建龙、马为民、凌金
榜、白文侠、邱长军、秦备荒、刘
涛、王刚纯序号：4，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连续轧制行星轧机，
国家：中国，授权号：ZL 2016 2
1402180.7，权利人：广东海亮铜
业有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发明人：党建龙、马为民、凌金
榜、白文侠、邱长军、秦备荒、刘
涛、王刚纯序号：5，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管坯连续轧制设
备，国家：中国，授权号：ZL 2018
2 1364184.X，权利人：广东海亮
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发明人：党建龙、凌金榜、秦备
荒、王刚纯、王洪涛、张光彩、苏锦
潮序号：6，类别：实用新型，具体
名称：一种铜管生产冷却水恒温控制
装置，国家：中国，授权号：ZL
2018 2 0132491.9，权利人：广东
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发明人：凌金榜、党建龙、
秦备荒、邱长军、胥庆

排名：1，姓名：李立
胜，职称：未取得，工作
单位：广明源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李汉耀，职称：未取
得，工作单位：广明源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排
名：3，姓名：胡小坚，
职称：未取得，工作单
位：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排名：4，姓
名：洪燕南，职称：未取
得，工作单位：广明源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排
名：5，姓名：赵胜霖，
职称：未取得，工作单
位：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排名：6，姓
名：刘柳，职称：未取
得，工作单位：广明源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LED灯丝球泡灯，国家：中国，
授权号：ZL2015101107778，权
利人：广东绿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明人：李汉耀等序号：2，类
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LED灯丝
发光组件及LED灯丝球泡灯，国家：
中国，授权号：ZL201520143762.
7，权利人：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明人：李汉耀等序号：3，
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LED灯
丝发光组件及LED灯丝球泡灯，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520143764.6，权利人：广
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人：
李汉耀等序号：4，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新型灯丝灯结构，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7217088786，权利人：广
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人：
李汉耀等序号：5，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灯丝灯结构，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7217090894，权利人：广
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人：
李汉耀等序号：6，类别：国家标
准，具体名称：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
镇流LED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国家：中国，授权号：GB 302552013，权利人：广明源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明人：

建筑交通与水利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陈洋，
职称：工程师，工作单
位：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周永安，职称：助理
工程师，工作单位：广东
中集建筑制造有限公司；
排名：3，姓名：江海
涛，职称：助理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集模块化建
筑投资有限公司；排名：
4，姓名：王东，职称：
未取得，工作单位：中集
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
司；排名：5，姓名：袁
亚明，职称：未取得，工
作单位：广东中集建筑制
造有限公司；排名：6，
姓名：黄浩，职称：未取
得，工作单位：中集模块
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排
名：7，姓名：华松，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
公司；排名：8，姓名：
陈建华，职称：未取得，
工作单位：中集模块化建
筑投资有限公司；排名：
9，姓名：熊飞，职称：
未取得，工作单位：中集
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
司；排名：10，姓名：
吴凡，职称：未取得，工
作单位：中集模块化建筑
投资有限公司；

序号：1，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嵌入式集装箱房屋模块间连
接点结构，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720219843.X，权利人：国
住人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中集模块
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发明人：娄
霓，陈洋，刘长松，王东，张兰英，
郭韬，朱宏利，邓超序号：2，类
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准确
定位的集装箱房屋模块间连接点结
构，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720221585.9，权利人：国
住人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中集模块
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发明人：娄
霓，陈洋，刘长松，王东，张兰英，
郭韬，朱宏利，邓超序号：3，类
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连接
结构及具有其的建筑模块，国家：中
国，授权号：ZL201721179260.
5，权利人：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
限公司，发明人：周永亮，陈洋，王
东，朱进岳，谷穗序号：4，类别：
实用新型，具体名称：定位连接装
置、定位连接系统和建筑模块装置，
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721232163.8，权利人：中
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发明
人：周永亮，陈洋，吴杰源，周永
朋，王东序号：5，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用于建筑模块的定位
系统，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821557933.0，权利人：广
东中集建筑制造有限公司，发明人：
周永亮，陈洋，吴杰源，周永安，王
东序号：6，类别：实用新型，具体
名称：定位连接装置和建筑模块装
置，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821562257.6，权利人：广
东中集建筑制造有限公司，发明人：
周永亮，陈洋，吴杰源，周永安，王
东

机械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唐慧，
职称：未取得，工作单
位：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
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排
名：2，姓名：范涛，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密封
技术有限公司；排名：
3，姓名：张万平，职
称：高级政工师，工作单
位：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
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序号：1，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导向带车刀，国家：中国，
授权号：ZL201721571386.7，权
利人：江门市格雷亚特流体密封技术
有限公司，发明人：唐慧;范涛;周志
峰

材料专业评审组

机械专业评审组

通信技术专业评审组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生
物肥与甲壳素和恶霉灵配施
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治效果，
刊名：生态学报，年卷页
码：2011,31(04)，通讯作
者：李华兴，第一作者：张
志红序号：2，论文专著名
称：堆肥作为微生物菌剂载
体的研究，刊名：农业环境
科学学报，年卷页码：2010,
29(07)，通讯作者：李华
兴，第一作者：张志红序
号：3，论文专著名称：生物
有机肥对大豆红冠腐病及土
壤酶活性的影响，刊名：农
业环境科学学报，年卷页
码：2012,31(03)，通讯作
者：李华兴，第一作者：张
静序号：4，论文专著名称：
生物有机肥施用期对香蕉枯
萎病及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刊名：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年卷页码：2014,33(08)，
通讯作者：李华兴，第一作
者：丁文娟序号：5，论文专
著名称：生物有机肥对土壤
微生物活性的影响，刊名：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
文），年卷页码：2010,18
(02)，通讯作者：李华兴，第
一作者：胡可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一种多功能生物复混肥、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0910038426.5，权利人：李
华兴,张志红,赵兰凤,冯宏,刘序,彭桂
香,韦翔华，发明人：李华兴,张志红,
赵兰凤,冯宏,刘序,彭桂香,韦翔华序
号：2，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一株灵芝多糖产量高的枯草芽孢
杆菌菌株及用其制备的饲用微生物制
剂及方法，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210063075.5，权利人：杨
雄,陈永红,黄洁容，发明人：杨雄,陈
永红,黄洁容序号：3，类别：发明专
利，具体名称：一株能降低抗药性的
嗜酸乳杆菌及其制备的生物制剂，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410262552.X，权利人：杨
雄，发明人：杨雄

材料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谭福
清，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江门安磁电子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黄爱萍，职称：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工作单
位：江门安磁电子有限公
司；排名：3，姓名：豆
小明，职称：高级工程
师，工作单位：江门安磁
电子有限公司；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论
文1 ：烧结气氛对锰锌功率铁
氧体材料性能的影响，刊
名：磁性材料及器件，年卷
页码：2014，4 （41-44
），通讯作者：黄爱萍，第
一作者：黄爱萍序号：2，论
文专著名称：论文2：预烧工
艺对MnZn功率铁氧体的影
响，刊名：电子元件与材
料，年卷页码：2013，32
（28-31），通讯作者：豆
小明，第一作者：豆小明序
号：3，论文专著名称：论文
3：超高Bs系列锰锌铁氧体材
料的研制，刊名：磁性材料
及器件，年卷页码：2016，
42（21-23），通讯作者：
黄爱萍，第一作者：黄爱萍
序号：4，论文专著名称：论
文4：超富铁锰锌铁氧体二峰
温度计算模拟与设计验证，
刊名：磁性材料及器件，年
卷页码：2019，50（22-2
5），通讯作者：黄爱萍，第
一作者：黄爱萍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用于-20～140℃的不含Ni的锰
锌铁氧体材料及其制造方法，国家：
中国，授权号：ZL201410808970.
4，权利人：江门安磁电子有限公
司，发明人：黄爱萍,谭福清,豆小明,
汪南东序号：2，类别：发明专利，
具体名称：用于-20～140℃的低损
耗锰锌铁氧体材料及其制造方法，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410810802.9，权利人：江
门安磁电子有限公司，发明人：黄爱
萍,谭福清,豆小明,汪南东序号：3，
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称：一种兼
具双重特性的MnZn铁氧体磁心及制
造方法，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210175190.1，权利人：江
门安磁电子有限公司，发明人：黄爱
萍,谭福清,豆小明,汪南东序号：4，
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称：一种不
含Ni的兼具双重特性的MnZn铁氧体
磁心及制造方法，国家：中国，授权
号：ZL201310405135.1，权利
人：江门安磁电子有限公司，发明
人：黄爱萍,谭福清,豆小明,汪南东

轻工纺织与食品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熊贤
平，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天地壹号饮料股份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李炜炤，职称：工程
师，工作单位：广东天地
壹号食品研究院有限公
司；排名：3，姓名：朱
娅媛，职称：工程师，工
作单位：广东天地壹号食
品研究院有限公司；排
名：4，姓名：刘瑞结，
职称：技术员，工作单
位：广东天地壹号食品研
究院有限公司；排名：
5，姓名：张志永，职
称：技术员，工作单位：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
司；排名：6，姓名：刘
秀娟，职称：技术员，工
作单位：天地壹号饮料股
份有限公司；排名：7，
姓名：杜晖，职称：技术
员，工作单位：天地壹号
饮料股份有限公司；排
名：8，姓名：罗培余，
职称：助理工程师，工作
单位：天地壹号饮料股份
有限公司；排名：9，姓
名：冯雪红，职称：工程
师，工作单位：天地壹号
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高
酸度饮料用苹果醋补料发酵
工艺研究，刊名：饮料工
业，年卷页码：2017年第20
卷37-41页，通讯作者：熊
贤平，第一作者：熊贤平序
号：2，论文专著名称：双柱
串联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测定
苹果醋中的有机酸，刊名：
食品工业科技，年卷页码：
2016年第37卷299-303
页，通讯作者：熊贤平，第
一作者：熊贤平序号：3，论
文专著名称：饮料原辅材料
索证查验探讨，刊名：饮料
工业，年卷页码：201年第
20卷75-80页，通讯作者：
李炜炤，第一作者：李炜炤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一种醋酸发酵扩培酸蒸工艺及系
统，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510416786.X，权利人：天
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人：
朱娅媛、刘瑞结、杜晖序号：2，类
别：发明专利，具体名称：一种高酸
度苹果醋补料发酵工艺，国家：中
国，授权号：ZL201610935363.
3，权利人：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明人：熊贤平、李炜炤、朱
娅媛

机械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孔河
清，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广东新会中集
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排名：2，姓名：李升
奇，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广东新会中集特种
运输设备有限公司；排
名：3，姓名：伍国权，
职称：工程师，工作单
位：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
输设备有限公司；排名：
4，姓名：张前先，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
备有限公司；排名：5，
姓名：廖德亮，职称：未
取得，工作单位：广东新
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
公司；排名：6，姓名：
郭权东，职称：高级工程
师，工作单位：广东新会
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
司；排名：7，姓名：唐
红，职称：工程师，工作
单位：广东新会中集特种
运输设备有限公司；排
名：8，姓名：李子辉，
职称：工程师，工作单
位：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
输设备有限公司；排名：
9，姓名：董文言，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
备有限公司；排名：1
0，姓名：祝佳利，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
备有限公司；

中医与中药学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冯淡
开，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广东恒健制药
有限公司；排名：2，姓
名：司孝清，职称：高级
工程师，工作单位：广东
恒健制药有限公司；排
名：3，姓名：黄聪燕，
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
单位：广东恒健制药有限
公司；排名：4，姓名：
李兵，职称：高级工程
师，工作单位：广东恒健
制药有限公司；排名：
5，姓名：康丽红，职
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
位：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
司；排名：6，姓名：江
志华，职称：高级工程
师，工作单位：广东恒健
制药有限公司；排名：
7，姓名：钟慧敏，职
称：副主任药师，工作单
位：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
司；排名：8，姓名：廖
志强，职称：工程师，工
作单位：广东恒健制药有
限公司；排名：9，姓
名：陈少波，职称：主管
药师，工作单位：广东恒
健制药有限公司；排名：
10，姓名：韩垂银，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机械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庾永
曦，职称：未取得，工作
单位：江门市中港宝田摩
托车实业有限公司；排
名：2，姓名：卫健辉，
职称：工程师，工作单
位：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
车实业有限公司；排名：
3，姓名：潘晓明，职
称：工程师，工作单位：
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
业有限公司；排名：4，
姓名：黄妃泽，职称：未
取得，工作单位：江门市
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
公司；排名：5，姓名：
莫潮帮，职称：未取得，
工作单位：江门市中港宝
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排名：6，姓名：司徒健
第，职称：未取得，工作
单位：江门市中港宝田摩
托车实业有限公司；排
名：7，姓名：张艳斌，
职称：未取得，工作单
位：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
车实业有限公司；排名：
8，姓名：林家明，职
称：未取得，工作单位：
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
业有限公司；排名：9，
姓名：温国成，职称：未
取得，工作单位：江门市
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
公司；排名：10，姓
名：李燕梅，职称：未取
得，工作单位：江门市中
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
司；

轻工纺织与食品专业评审组

排名：1，姓名：王波，
职称：工程师，工作单
位：维达纸业(中国)有限
公司；排名：2，姓名：
廖畅，职称：助理工程
师，工作单位：维达纸业
（中国）有限公司；排
名：3，姓名：谭振雄，
职称：助理工程师，工作
单位：维达纸业（中国）
有限公司；排名：4，姓
名：郭海英，职称：工程
师，工作单位：维达纸业
（中国）有限公司；排
名：5，姓名：陈连岳，
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
单位：维达纸业（中国）
有限公司；排名：6，姓
名：阮女满，职称：助理
工程师，工作单位：维达
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排名：7，姓名：林仲
仙，职称：助理工程师，
工作单位：维达纸业（中
国）有限公司；排名：
8，姓名：董飞，职称：
助理工程师，工作单位：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
司；排名：9，姓名：陈
艺霖，职称：工程师，工
作单位：维达纸业（中
国）有限公司；排名：
10，姓名：张健，职
称：助理工程师，工作单
位：维达纸业（中国）有
限公司；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集装箱，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510450764.5，权利人：广
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集集团集装箱控股有限公
司，发明人：张前先，张小初，孔河
清，伍国权，董文言序号：2，类
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折叠式集
装箱，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821303902.2，权利人：广
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集集团集装箱控股有限公
司，发明人：伍国权，李升奇，唐红
序号：3，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铰链装置及具有其的折叠式集装
箱，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921220392.7，权利人：广
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发明人：廖德亮，李升奇，赵建刚序
号：4，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台架式集装箱，国家：中国，授
权号：ZL201821436596.X，权利
人：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
公司，发明人：孔河清，伍国权，李
升奇，赵建刚序号：5，类别：实用
新型，具体名称：台架式集装箱，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721517922.5，权利人：广
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发明人：孔河清，李升奇，贺根申，
赵建刚，伍国权序号：6，类别：实
用新型，具体名称：集装箱，国家：
中国，授权号：ZL201821435875.
4，权利人：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
设备有限公司，发明人：伍国权，孔
河清，李升奇，赵建刚序号：7，类
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软开
顶集装箱，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621051240.5，权利人：广
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集集团集装箱控股有限公
司，发明人：郭权东，李升奇，孔河
清序号：8，类别：实用新型，具体
名称：开顶集装箱，国家：中国，授
权号：ZL201320185100.7，权利
人：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
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有限公司，发明人：孔河清序号：
9，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集
装箱，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820258433.0，权利人：广
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集集团集装箱控股有限公
司，发明人：李升奇，李子辉，祝佳
利，赵建刚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
HPLC测定结核灵片中狼毒乙
素的含量，刊名：广东药学
院学报，年卷页码：2009年
171页，通讯作者：李兵，第
一作者：郭环娟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一种制备高纯度狼毒乙素的方
法，国家：中国，授权号：ZL
201210163870.1，权利人：广东
恒健制药有限公司，发明人：冯淡
开、黄聪燕、江志华、康丽红、钟慧
敏、黄奇建

序号：1，论文专著名称：流
程驱动的发动机装配过程管
理与监控技术，刊名：《中
国战略新兴产业》，年卷页
码：2019年3月（上）第
103页，通讯作者：卫健辉，
第一作者：卫健辉序号：2，
论文专著名称：发动机装配
线的技术探讨与管理维护，
刊名：《山东工业技术》，
年卷页码：23/2019总第
301期第111页，通讯作者：
潘晓明，第一作者：潘晓明
序号：3，论文专著名称：混
合动力摩托车管理电路的设
计，刊名：《中国战略新兴
产业》，年卷页码：2019年
3月（上）第150页，通讯作
者：潘晓明，第一作者：潘
晓明序号：4，论文专著名
称：摩托车电喷系统排放控
制技术，刊名：《山东工业
技术》，年卷页码：23/
2019总第301期第208页，
通讯作者：卫健辉，第一作
者：卫健辉

序号：1，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
称：一种摩托车发动机的可变进气机
构，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120007251.4，权利人：江
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发明人：庾永曦；于善颖；王轩；孙
梅；杨志刚；李志华；王磊；卫健
辉；卢永健序号：2，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长冲程小缸径的
摩托车发动机，国家：中国，授权
号：ZL201120007164.9，权利
人：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
公司，发明人：庾永曦；于善颖；王
轩；孙梅；杨志刚；李志华；王磊；
卫健辉；卢永健序号：3，类别：实
用新型，具体名称：一种摩托车发动
机，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120007249.7，权利人：江
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发明人：庾永曦；于善颖；王轩；孙
梅；杨志刚；李志华；王磊；卫健
辉；卢永健序号：4，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改进曲轴组件与
活塞安装位置的摩托车发动机，国
家：中国，授权号：
ZL201120007248.2，权利人：江
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发明人：庾永曦；于善颖；王轩；孙
梅；杨志刚；李志华；王磊；卫健
辉；卢永健序号：5，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摩托车发动机气
缸盖，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120007165.3，权利人：江
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发明人：庾永曦；于善颖；王轩；孙
梅；杨志刚；李志华；王磊；卫健
辉；卢永健序号：6，类别：实用新
型，具体名称：一种具有分枝型冷却
风道的摩托车发动机气缸盖，国家：
中国，授权号：ZL201120007247.
8，权利人：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
实业有限公司，发明人：庾永曦；于
善颖；王轩；孙梅；杨志刚；李志
华；王磊；卫健辉；卢永健序号：
7，类别：实用新型，具体名称：一
种摩托车发动机的缸头结构，国家：
中国，授权号：ZL201120007250.
X，权利人：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
实业有限公司，发明人：庾永曦；于
善颖；王轩；孙梅；杨志刚；李志
华；王磊；卫健辉；卢永健序号：
8，类别：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体
名称：摩托车发动机电子控制单元控
制软件V1.0，国家：中国，授权
号：2017SR692326，权利人：江
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发明人：/序号：9，类别：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具体名称：摩托车检测控
制系统V1.0，国家：中国，授权
号：2017SR691123，权利人：江
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发明人：/序号：10，类别：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具体名称：摩托车配件
制造工艺流程管理软件V1.0，国
家：中国，授权号：
2017SR691454，权利人：江门市
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发明
人：/

序号：1，类别：发明专利，具体名
称：一种可用于婴儿口手清洁的湿纸
巾，国家：中国，授权号：
ZL201310535540.5，权利人：维
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发明人：
张健；王波；郭海英；戴结玲；阮女
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