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龙华府函〔2017〕505 号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华区 
六大重点片区产业导向目录的通知 

 

各街道办，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 

《龙华区六大重点片区产业导向目录》已经区委、区政府同

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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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区六大重点片区产业导向目录 
 

一、为深入落实中轴提升战略，加快推动六大重点片区产业

聚集，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迅速壮

大实体经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一城四区”

建设，根据国家、省、市、区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结合龙华实

际，在《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 年本）》

的基础上，修订形成本目录。 

二、本目录是落实《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

录（2016 年本）》和龙华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指导

性政策文件。区相关部门、办事处制定和实施具体产业的发展规

划和扶持政策，应当与本目录的导向条目相衔接。 

三、本目录为鼓励发展类，对六大重点片区范围内所对应的

产业和项目实行优先发展和扶持政策，允许发展类、限制发展类

和禁止发展类按照《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

（2016 年本）》执行。 

四、龙华区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六大重点片区内现有产业、项

目（包括已获国家、省、市、区部门认定的产业园区引进项目和

专项规划已获产业部门批复同意的“工改工”项目）不受本目录

限制，大浪时尚创意片区优先适用大浪时尚创意城现有配套扶持

政策。龙华现代商贸片区、大浪时尚创意片区、观澜生态文化片

区范围以及六大重点片区外的城市更新“工改工”项目、旧工业

区改造项目和产业用地项目可规划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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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商投资按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

和有关规定执行，但《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

（2016 年本）》限制发展类、禁止发展类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 

六、本目录由区经济促进局负责解释。涉及工艺技术、生产

安全、质量标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准入条件和要求的，由

区发改部门同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解释;六大重点片区范围以市

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规定为准。 

七、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和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区经济促进局将对本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并报区政府批准后公布

实施。 

八、本目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至下次修订目录公布之日自

行废止。本目录施行期间，如国家、省、市、区发布新规定的，

按国家、省、市、区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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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区六大重点片区产业导向目录    

 

一、北站商务中心片区 

依托国家级高铁枢纽和市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高水平建设

深圳北部都市核心区，集聚各类高端服务业态，打造华南地区重

要的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集聚区。产业定位：依托深圳北站的枢

纽、区位优势，重点发展高铁经济和各类总部经济（总部经济不

受下面产业代码限制），以及产业金融、科技研发、信息服务、

电子商务、专业服务（会计、广告、律师、咨询、评估）、商贸

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及 4 星级以上高端酒店等相关生活性

服务业。 

A03 A03 A03 A03 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    

A0315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包括线上到线下（O2O）、企业对企

业（B2B）、企业对个人（B2C）、个人对个人（C2C）以及集代

理商、商家、消费者为一体的交易平台（ABC）等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服务业 

A0316 电子商务公共信息服务，包括市场主体身份验证、市场信

息管理与共享、市场交易安全保障等公共服务，电子商务纠纷处

理、争议调解、法律咨询、技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 

A0317 移动电子商务、移动内容、移动搜索、移动办公、位置服

务、移动社交、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娱乐、共享应用和远

程桌面等移动互联网创新应用及产业化 

A05 A05 A05 A05 文化创意文化创意文化创意文化创意产业产业产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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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01 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时装设计、城市与建筑设计、室内

设计、广告创意与设计、装帧设计 

A0506 数字动漫设计制作服务、游戏设计制作服务、数字文化技

术创新服务、地理信息加工处理服务和基于数字内容的应用服务 

A0511 影视剧创作、原创音乐创作，数字影视、文艺演出及相关

的策划、导演、教育培训等 

A0519 艺术金融与文化消费金融、文化信贷产品和服务 

A0520 创意设计、动漫、数字新媒体和时尚产业等领域品牌展览、

会议、论坛，节庆文化艺术活动，文化会展 

A12 A12 A12 A12 金融业金融业金融业金融业    

A1201 金融机构的全国性业务创新实验室、产品研发中心 

A1202 国内分行以上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区域总部 

A1203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境外资金投资国内

PE 和 VC 市场 

A1204 香港金融机构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和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A1205 符合 CEPA 关于“香港服务提供者”定义的金融机构设立

国内总部、分支机构 

A1206 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新兴金融机构 

A1207 供应链金融、小额贷款及其他中小企业普惠金融服务 

A1208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境外非银行金融机构驻华代表处） 

A1209 全国性商业银行各类资金清算中心，跨国企业全球结算中

心，信贷、保险、证券统计数据信息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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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10 自保公司、相互制保险公司等新型保险公司 

A1211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小额人身保险 

A1212 深港保险机构资源整合与业务合作 

A1213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

咨询机构及其专业子公司，基金服务机构及券商直投公司 

A1214 深港两地证券交易所跟踪对方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ETF）等产品 

A1215 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债券 

A1216 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对冲基金及其管理

企业 

A1217 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及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金融服务

外包及其他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股权融资与交易服务机构 

A1218 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各大银行

的私人银行部及证券、基金、期货等专项资产管理子公司等财富

管理类机构 

A1219 知识产权、文化产权和环境排污权（碳排放等）交易市场 

A1220 信贷、票据贴现、同业拆借和外汇交易市场 

A1221 信贷资产转让、信托资产转让市场 

A1222 适应境外投资需求的人民币投资产品 

A1223 跨境人民币业务为重点的金融创新合作 

A1224 深港双向跨境人民币贷款 

A1225 港资人民币增资 

A1226 代办股权转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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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7 金融监管技术开发、应用与服务，个人征信及企业征信服

务及相关数据服务 

A1228 网络金融服务 

A1229 移动支付，包括卡支付、手机账号支付和移动网上支付等

模式 

A13 A13 A13 A13 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业    

A1301 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 

A1303 供应商库存管理（VMI）、销售与运营计划（S&OP）、协同

计划预测与补货（CPFR）等供应链管理技术服务 

A1307 城市生产、生活消费等物流服务 

A1310 涵盖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商流的供应链增值服务 

A1311 融资咨询、融资担保、结算、通关、信息管理及相关增值

服务 

A1312 电子商务交易为平台的物流及相关增值服务 

A1313 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 

A1314 对互联网、生物、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商贸、会

展等关联产业的物流配套服务，海港空港、产业聚集区、商贸集

散地的物流中心建设 

A1315 省际、市际干线运输、多式联运、海铁联运、公铁跨越、

城市配送 

A14 A14 A14 A1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A1401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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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02 消费电子类 IC 设计服务、网络通信类 IC 设计服务、智能

卡类 IC 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类 IC 设计服务、工业控制

IC 设计服务、电子仪器 IC 设计服务等集成电路设计服务 

A1403 教育信息服务、医疗信息服务、就业信息服务、社保信息

服务等公共事业信息服务 

A1404 服务于政务、金融、通信、交通、制造、出版、物流、教

育等行业的信息技术运行维护服务 

A1405 移动通信增值服务，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电视、手

机电视、双向数字电视以及以互动电视为平台的娱乐和商务服务

等融合性新业务 

A1406 深港两地信息传输服务业合作 

A1407 面向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及社区信息化应用解决方

案 

A1408 在线数据与交易处理、IT 设施管理和数据中心服务，会

议电视及图像等电信增值服务 

A1409 行业（企业）管理和信息化解决方案开发、基于网络的软

件服务平台、软件开发和测试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咨询、运营

维护和数据挖掘等服务 

A1410 电子信息、国际贸易、地理信息等领域信息资源开发服务 

A1411 数字化技术、高拟真技术、高速计算技术等新兴文化科技

支撑技术及服务 

A15 A15 A15 A1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A1501 知识产权代理、转让、登记、鉴定、检索、评估、认证、

咨询和相关投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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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02 现代租赁服务 

A1503 经济、管理、信息、会计、税务、鉴证（含审计服务）、

法律、节能、环保等咨询与服务 

A1504 资信调查与评级等信用服务体系建设 

A1505 资产评估、校准、检测、检验等服务 

A1506 产权交易服务平台 

A1507 就业和创业指导、网络招聘、培训、人员派遣、高级人才

访聘、人员测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人力

资源服务业 

A1508 人力资源市场及人才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A1509 会展服务（不含会展场馆建设） 

A1510 融资租赁、融资担保、信用担保等服务 

A16 A16 A16 A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A1602 科技信息交流、文献信息检索、技术咨询、技术孵化、科

技成果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服务 

A1605 技术交易机构、技术经济机构、投融资服务机构、技术集

成和经营机构、技术评估机构、技术转移联盟 

A1606 技术评估、成果转化等服务 

A1612 产业技术咨询、合作、认证、鉴定等相关专业（产业）服

务机构、平台、中心的开发和建设 

A17 A17 A17 A17 商贸服务业商贸服务业商贸服务业商贸服务业    

A1701 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与市场拓展 

A1702 专业批发、分拨配送、展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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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03 多业种、多业态领域的连锁经营 

A1704 体验攻坚、品牌直销购物中心（OUTLETS）、目录商店、主

题商城等新型业态 

A1705 商贸业与文化创意、高技术产业的融合互动 

A1706 以设计、定制、体验为特点的时尚艺术和时尚生活终端 

A1707 以建设采购、集散、代理、分销、配送中心为基础的现代

分销和批发体系 

A1708 B2B 供应商服务，网上购物平台 

A1712 保税展示、保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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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鹭湖科技文化片区 

以科技文化服务核为重点，结合观澜战略性新兴产业园等重

点区域，打造成为全市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聚基

地和辐射深圳北部及周边城市的区域性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及公

共服务中心。产业定位：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命健康、智能装备制造等未来产业

以及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业。 

A01 A01 A01 A01 生物产业生物产业生物产业生物产业    

A0101 利用高通量测序或新一代基因检测技术检测海量基因组

学、蛋白质学等生命信息，利用生命信息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大

数据服务平台 

A0102 新型高效基因工程疫苗、联合疫苗、减毒活疫苗研发技术，

重大疾病和重大传染病治疗性疫苗技术，疫苗生产所使用新型细

胞基质、培养基以及大规模培养生产的装备开发技术，疫苗生产

所使用的新型佐剂、新型表达载体/菌（细胞）株开发技术，疫

苗的新评估技术、稳定和递送技术，针对突发传染病的疫苗快速

制备和生产技术，其他基于新机理的新型疫苗技术 

A0103 基因治疗技术，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治疗药物技术，基因

编辑技术、精准医疗相关技术，基因治疗药物的输送系统技术，

重组蛋白、靶向药物、人源化及人源性抗体药物制剂研制技术，

单克隆抗体规模化制备集成技术和工艺，新型免疫治疗技术，新

型细胞治疗技术，疾病治疗的干细胞技术，小 RNA 药物开发技术，

降低免疫原性的多肽新修饰技术，抗体偶联药物（ADC）研制及

工程细胞株建库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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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4 新型天然活性单体成分提取分离纯化技术，新药材、新药

用部位、新有效成分的新药研发技术，能显著改善某一疾病临床

终点指标的新中药复方研发技术等 

A0105 显著改善传统或名优中成药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均匀性

或能显著降低用药剂量、提高患者依从性、降低疾病治疗成本的

新工艺技术及新中药制剂技术，突破中药传统功能主治范围的新

适应症研发技术等 

A0106 基于新化学实体、新晶型、新机制、新靶点和新适应症的

靶向化学药物及高端制剂的创制技术，提高药物安全性、有效性

与药品质量的新技术，已有药品新适应症开发技术等 

A0107 手性药物的化学合成、生物合成和拆分技术，手性试剂和

手性辅料的制备和质量控制技术，手性药物产业化生产中的质量

控制新技术等 

A0108 主动或被动靶向定位释药制剂技术，缓控释及靶向释药制

剂技术，微乳、脂质体及纳米给药技术，透皮和定向释药技术等

新型给药技术，蛋白类或多肽类等生物技术药物的特定释药载体

与口服给药制剂技术，长效注射微球制剂技术，吸入给药制剂技

术等 

A0109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肿瘤及其

他重大疾病创新药，对治疗常见病和重大疾病具有显著疗效的小

分子药 

A0110 食品中微生物、生物毒素、农药兽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及

检测产品开发技术，食品质量快速检测技术及食品掺假快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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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食品中重金属成分快速检测技术，食品原料快速溯源

技术等 

A0111 临床诊断的新型数字成像技术，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成像

与处理技术，专用新型彩色超声诊断技术与高性能超声诊断设

备，人体内窥镜的微型摄像技术与高清柔性电子内窥镜设备 

A0112 使用改性的新型材料编织的人工血管、生物复合型人工血

管、新型覆膜血管制备技术，新型人工心脏瓣膜制备技术，颅骨

修复材料和神经修复材料制备技术等 

A0113 肿瘤治疗的新型立体放射治疗技术，影像引导治疗与定

位、植入、介入及计算机辅助导航技术，急救及康复的新型装置

与技术；生物 3D 打印技术，组织工程及再生医学治疗技术等 

A0114 多普勒 OCT 血流成像仪、超声骨密测度仪，智能诊查胶囊

等医疗微系统，乳腺癌/胃癌/肺癌/宫颈癌等重大慢性病筛查诊

断设备，人体传感网络等医用检查检验仪器 

A0115 重离子治疗设备、质子治疗设备，基于电子直线加速器的

快速调强放疗系统，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治疗设备，磁感应

热疗系统，射频/微波/氩氦刀等肿瘤消融治疗设备 

A0116 人工晶体、眼科植入物、人工韧带、中枢神经修复材料等

植介入生物医用产品 

A0117 各类有创及无创呼吸机，持续血液净化系统，血液透析机，

腹膜透析机，人工肝治疗仪，血液灌流、血浆吸附及血浆置换设

备和耗材，人工心肺机，左心辅助装置，自动除颤器等生命支持

设备、专科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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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8 齿科植入物，药用生物膜材料，脑血管/α-氰基丙烯酸正

辛酯液态血管/聚乙烯醇等栓塞剂，人工血液，硬脑膜修补材料，

细胞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等植介入生物医用材料 

A0119 生化分析的新型自动化、集成化技术，便携式现场应急生

化检验检测技术，采用新工艺、新方法或新材料并有明确临床诊

断价值的医学检验技术，临床医学生理、生化、病理检验的专用

多功能快速检测装置与技术，国产化新型色谱制备分析装置技术

等 

A0120 CT 高分辨探测器、DR 数字探测器、X 射线机高压电源的

装置技术，微焦斑与高功率的高分辨 X射线管新型装置技术，医

用高性能超声探头技术，放射治疗的射线计量检测技术等 

A0121 心脏药物洗脱支架、全降解冠脉支架、脑血管支架、大动

脉支架、精微加工心血管植介入材料、具有特定治疗功能的外周

血管支架及滤器、非血管管腔支架、医用导管、减少介入损伤或

具备治疗功能的介入导管、先心病及可降解介入封堵器、含药介

入血管栓塞剂制备技术等 

A0122 可注射陶瓷、可降解固定材料、新型低模量钛合金制备技

术，医用镁合金等骨修复材料、生物陶瓷类骨修复材料、活性硅

酸钙/磷酸钙复合骨水泥、脊柱修复材料和功能仿生型人工关节、

表面生物功能化人工关节及制备技术，骨诱导功能人工骨、功能

仿生型人工骨制备技术等 

A0123 医用激光器、眼科准分子激光治疗仪、内镜激光治疗仪、

泌尿激光治疗仪、光动力治疗设备等激光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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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4 植入式脑起搏器、迷走神经刺激器、心脏起搏器、人工耳

蜗等植入电子治疗装置 

A0125 数字一体化手术系统、骨科手术辅助机器人、计算机辅助

红外手术导航系统、数字麻醉机工作站等数字化手术设备 

A0126 新一代具有组织诱导性的骨、软骨、皮肤、肾、肝、消化

道、角膜等组织工程产品 

A0127 医疗系统工程技术和装备，社区/个人医学信息技术和系

统等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型产品，药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与设备 

A0128 高通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快速（干式）生化分析

仪、全自动电解质分析仪等生化检测仪器 

A0129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生物芯片阅读仪、核酸快速提取仪、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微量分光光度计、恒温芯片核酸实时检测系

统、高通量基因测序仪等 

A0131 中药材优良品种选育、品系提纯复壮的新方法、新技术，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物种的种源繁育、规范化种植或养殖

及生态保护技术，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或养殖技术，中药有效成份

的提取、纯化、质量控制新技术开发和应用，中药有效成份最大

化储藏条件与技术，中成药二次开发和生产，中药材饮片炮制技

术等 

A0134 生物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的建立、维护和发掘等方面的专业

技术服务 

A03 A03 A03 A03 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    

A0301 新一代移动通信核心网和接入网的建设、组网、优化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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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服务，新一代移动通信基础语音服务、数据及信息服务 

A0302 移动网络和移动多媒体技术，新一代移动视频编解码技

术，移动互联网应用接口、智能终端感知技术、数据安全及隐私

保护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A0303 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的核心技术、关键装备研

发和商用示范推广 

A0304 基于 IPv4/IPv6 技术过渡的骨干网络改造，基于 IPv6 技

术的骨干网和接入网组建、网络运营服务、软硬件平台建设 

A0306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组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音视频

服务、数据及信息服务，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业务，卫星直播电

视业务，卫星数字电视广播系统 

A0307 4G 和 5G 网络、国标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SFN）等无线

宽带综合信息服务网络建设 

A0308 通信管道、通信机楼、通信枢纽、调度运营中心等信息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 

A0309 接入服务、域名注册服务、设备托管服务、网络加速服务

等应用服务 

A0310 基于移动、宽带等卫星通信系统的运营服务，基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网络同步和授时运营服务 

A0311 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设施即服务

（IaaS）等云计算应用服务，云计算系统相关技术标准、关键技

术、系统解决方案设计 

A0312 物联网应用服务，包括智能交通、电网、水务、医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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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物流、安防、供热、供气、监控、公共安全等服务 

A0313 基于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的数字家庭、互动电视

等三网融合应用服务，以及关键技术研发和业务应用推广 

A0314 网络内容及娱乐、网络通讯、信息检索、数据挖掘等领域

应用服务及产业化 

A0315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包括线上到线下（O2O）、企业对企业

（B2B）、企业对个人（B2C）、个人对个人（C2C）以及集代理商、

商家、消费者为一体的交易平台（ABC）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

务业 

A0316 电子商务公共信息服务，包括市场主体身份验证、市场信

息管理与共享、市场交易安全保障等公共服务，电子商务纠纷处

理、争议调解、法律咨询、技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 

A0317 移动电子商务、移动内容、移动搜索、移动办公、位置服

务、移动社交、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娱乐、共享应用和远

程桌面等移动互联网创新应用及产业化 

A0318 电子政务系统开发与应用服务 

A0319 自主可控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服务及产品 

A0320 基于工业系统、传感器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与互联网技术，

面向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化生产的工业互联网服务 

A0321 面向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专家系统等需

求，基于深度学习、人机交互等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A0322 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分布式存储与管理、数

据分析与挖掘、数据检索与可视化等的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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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A05 A05 A05 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A0501 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时装设计、城市与建筑设计、室内

设计、广告创意与设计、装帧设计 

A0511 影视剧创作、原创音乐创作，数字影视、文艺演出及相关

的策划、导演、教育培训等 

A0513 本地人文历史、岭南文化，特色古建筑、古村落，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和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场馆 

A0515 创意策划、出版传媒、艺术收藏 

A0517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开发 

A0519 艺术金融与文化消费金融、文化信贷产品和服务 

A0520 创意设计、动漫、数字新媒体和时尚产业等领域品牌展览、

会议、论坛，节庆文化艺术活动，文化会展 

A0521 数字创意产业领域的产品、服务、技术、模式和业态创新，

数字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创意技术和装备 

A06 A06 A06 A06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业业业    

A0601 基于 4G 和 5G（包括 LTE、IMT-Advanced、IMT-2020 等无

线宽带通信技术及其后续演进技术）的接入网设备、核心网设备

等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 

A0602 高端路由器、宽带网络接入服务器、以太网交换机、三层

交换机等下一代互联网设备、无源光网络（PON）接入设备、自

动交换光网络（ASON）设备、光传送网（OTN）设备、分组传送

网（PTN）设备、多业务传送（MSTP）设备等 

A0603 32 波及以上光纤波分复用传输系统设备制造、10GB/S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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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字同步系列光纤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同温层通信系统设备

制造 

A0604 2.5GB/S 及以上光同步传输系统建设，新型光通信器件、

光传输核心芯片、骨干网传输设备研发和制造，155MB/S 及以上

数字微波同步传输设备制造及系统建设 

A0605 有线、无线通信测量仪器，网络通信测量仪器，基站测量

仪器，手机测量仪器等网络和终端测试计量设备 

A0606 云存储设备、用于云计算系统的服务器、负载均衡设备、

云平台系统等云计算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A0607 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智能传感器、多功能传感器、

化学及生物量传感器等传感器及节点设备，RFID读写机具/标签、

物联网终端设备、近距离无线通信节点设备、M2M 网关等各类物

联网网关、全球定位系统（GPS）终端与设备、实时定位系统（RTLS）

等物联网设备 

A0608 北斗导航系统应用核心元器件、北斗应用技术系统、北斗

智能手机终端等卫星导航研发及产业化 A0609 下一代广播电视

网接入设备、传输设备和业务网设备，地面数字电视及移动多媒

体广播发射、接收设备、直播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A0609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接入设备，传输设备和业务网设备，地

面数字电视及移动多媒体广播发射、接收设备、直播卫星地面接

收设备 

A0610 智能手机、手持平板电脑、移动电子书终端、移动电视、

手机电视、车载智能终端等新一代移动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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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11 车载、舰载、机载终端和手持机等移动卫星通信终端，接

收北斗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 

A0612 智能家庭网关，支持可热插拔数据卡的智能终端，在泛在

网/物联网中带有通信模块的智能节点终端，支持可热插拔其它

通信卡的智能终端 

A0613 支持面向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云计算、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信息技术应用的信息安全硬件产品 

A0614 线宽 0.8μm 以下集成电路制造，芯片级封装（CSP）、圆

片级封装（WLP）、硅通孔（TSV）、三维封装（3D）、球栅阵列封

装（BGA）、多芯片组件封装（MCM）、插针网格阵列封装（PGA）

等先进封装和测试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A0615 集成电路装备制造 

A0616 高分辨率液晶显示器（TFT-LCD）面板（基板尺寸 4.5 代

及以上）、OLED 显示器面板、激光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3D

显示产品等新型屏显示器件 

A0617 新型电子元器件，包括片式元器件、频率元器件、混合集

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新

型机电元件、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和柔性电路板等 

A0620 半导体生产用镀膜、溅射、刻蚀等设备，高速多功能自动

贴片机、无铅再流焊机等电子元器件表面贴装及整机装联设备，

高性能永磁元件生产设备、金属化超薄膜电力电容器生产设备、

超小型片式元件生产设备、高密度印制电路板生产设备等新型电

子元器件设备，高端电子专用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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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21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便携式微型

计算机、每秒一万亿次及以上高档服务器、大型模拟仿真系统、

大型工业控制机及控制器制造，海量存储设备 

A0622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工业自动检测仪表与传感器，原

位在线成份分析仪器，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低功耗智能传感器，

电磁兼容检测设备，智能电网用智能电表（具有发送和接收信号、

自诊断、数据处理功能），光纤传感器 

A0623 未来网络、量子计算核心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A08 A08 A08 A08 生命健康产业生命健康产业生命健康产业生命健康产业    

A0801 老年人健康照护服务和智能化 

A0802 电生理检查和监护的新型数字化技术，临床、社区、康复

的新型无创或微创的检测或诊断、监护和康复技术，远程、移动

监护的高灵敏高精度传感技术等 

A0803 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等跨组学生命信息服务 

A0804 电子病历管理、临床医疗信息管理、医院信息管理、专科

临床信息管理、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的新型软件系统开发技术，手

术规划、放疗规划等新型医疗决策支持系统开发技术等 

A0805 基于信息网络技术，提供远程医疗护理、健康检测、健康

风险评估与咨询、卫生保健、康复护理服务、医疗健康的数字化

诊疗诊断等社区和家庭健康管理服务 

A0806 家用医疗设备网络化产品、亚健康状态调控用途的低生理

负荷生理信号检测技术和装置、家用保健康复治疗仪器等家用普

及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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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A11 A11 A11 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    

A1101 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及本体，机器人系统集成和终端应用 

A1102 高精度运动控制技术、模块化与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技

术、高可靠实时通信网络技术、特种工艺和精密制造技术、复杂

装备系统仿真技术 

A1103 智能控制焊接、重载搬运、柔性装配、自动化辅助装备、

电子制造、注塑冲压、物流分拣、检验检测、研发设计、技术服

务等专用工业机器人 

A1104 社区监控机器人、教育娱乐机器人、烹饪机器人、扫地机

器人、草坪维护机器人等家庭服务机器人 

A1105 手术机器人、护理机器人、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辅助内窥

镜操作机器人等医疗健康机器人 

A1106 电站（含核电）检测维护机器人、救灾机器人、海底作业

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船、自动驾驶等特种机器人 

A1107 由微处理器、柔性可拉伸器件、微型化供能、短距离无线

通信组成，具有智能人机交互功能的设备；信息娱乐、运动健身、

医疗健康、军用及特种用途的可穿戴设备研发及产业化；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头盔、挂件、眼镜、腕表、手环、穿戴式外骨骼等

新型可穿戴设备产品 

A1108 生命信息检测仪器、生态环境检测仪器、高端物理测试仪

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分子分型技术、电液伺服液压系统

密封技术 

A1109 智能装备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智能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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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信息处理，智能化微型化传感、模块化嵌入式控制系

统、高可靠智能控制、伺服驱动，微机电传感器、高灵敏度智能

仪器 

A1110 多参量集成传感器及自检校、自诊断、自补偿传感器 

A1111 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海洋探测、环境监测、军工、航

空航天等领域的智能仪器仪表 

A1112 全数字开放式数控系统、高精度高效率减速器、高性能低

成本控制器、高分辨率绝对式光栅尺、研制编码器、伺服电机及

驱动器、主轴电机、直线电机 

A1113 精密制造核心部件的精密/超精密加工、成型、测量等关

键技术，精密主轴、静压导轨、气动元器件等关键零部件，精密

数控金属成型机床、激光加工机床、新材料加工装备等精密制造

设备的智能控制器 

A1114 智能电子制造成套设备、自动化物流成套设备、智能化成

型和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制造成套装备 

A1115 智能电子制造成套设备的视觉检测、视觉定位、高精度运

动控制等核心关键技术，点胶机、固晶机、焊线机、锡膏印刷机、

锡膏厚度测量仪、回流焊设备、选择性波峰焊、自动光学检测 

A1116 计算智能与生产物流分层递阶设计，智能制造物流设备 

A1117 应用于整车制造、动力总成、动力电池等领域的新能源汽

车制造成套设备 

A1118 智能家居的无线通讯、智能路由、智能安全监控、人机交

互技术，具有互联网后台支撑、具备自学习功能的智能家居产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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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0 搬运机器人、码垛机器人、智能集装箱、智能叉车、自动

化仓储系统等智能物流装备 

A1121 汽车智能仪表、自动驾驶系统、智能交通工具，整合应用

传感、数据通信传输、计算机处理、系统工程技术的地面交通管

理系统 

A1122 城市轨道交通减震、降噪技术应用，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车门、站台屏蔽门、车钩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火灾报警

和自动灭火系统，数字轨道电路及以无线通信为基础的信号系统 

A1123 直流高速开关、真空断路器供电系统成套设备关键部件，

轨道车辆交流牵引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及核心元器件（含 IGCT、

IGBT 元器件），城轨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及运行控制系统，车体、

转向架、齿轮箱及车内装饰材料轻量化应用，城轨列车再生制动

吸收装置 

A1124 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的技术与智能设备 

A1126 类脑神经计算系统、类脑信息处理等类脑智能领域的技术

研究 

A1127 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存储系统、高

端服务器、关键网络设备、网络安全技术设备、中间件等基础软

硬件技术开发，开源软硬件平台及生态建设 

A1128 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听觉、生物特征识别、复杂环境

识别、新型人机交互、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智能决策控制、

网络安全等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A16 A16 A16 A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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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01 工业设计、气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

测绘、海洋等专业科技服务，商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服务 

A1602 科技信息交流、文献信息检索、技术咨询、技术孵化、科

技成果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服务 

A1603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重

点实验室，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新产品研发设计中心、科研

中试基地、实验基地 

A1604 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它组织组成的产业技术

联盟 

A1605 技术交易机构、技术经济机构、投融资服务机构、技术集

成和经营机构、技术评估机构、技术转移联盟 

A1606 技术评估、成果转化等服务 

A1607 香港科研组织附属机构，深港跨境检验检测服务 

A1608 分析、试验、测试以及相关技术咨询与研发服务，智能产

品整体方案、人机工程设计、系统仿真等设计服务 

A1609 计量技术支撑体系和计量测试服务体系 

A1610 工程咨询服务，包括规划编制咨询、投资机会研究、可行

性研究、评估咨询、工程勘察设计、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等 

A1612 产业技术咨询、合作、认证、鉴定等相关专业（产业）服

务机构、平台、中心的开发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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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龙山产学研片区 

构建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器,吸引新兴产业和高端创新载体集

聚，加速创建融合现代大学城和国际科技城功能的创新知识城

区，打造市级新兴产业研发及孵化基地，构建新兴产业的新增长

级。产业定位：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以及以高校产学研联盟为

主的科技服务业。    

A04 A04 A04 A04 新材新材新材新材料产业料产业料产业料产业    

A0401 半导体材料，包括硅材料（抛光片、外延片、绝缘硅、锗

硅）及化合物半导体材料，蓝宝石和碳化硅等衬底材料，金属有

机源和超高纯度气体等外延用原料，高端 LED 封装材料，高性能

陶瓷基板等研发及产业化 

A0402 光电子材料，包括光纤材料和光电显示材料等基础光电子

材料，石英系光纤光缆材料、非氧化物光纤材料、激光晶体、半

导体发光材料、透明导电薄膜材料、光学晶体材料、光电探测材

料研发及产业化 

A0403 新型电子元器件材料，包括高端专用材料如磁性材料、陶

瓷材料、压电晶体材料、电子无铅焊料、厚薄膜材料、通信系统

用高频覆铜板及相关材料等研发及产业化 

A0404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用彩色滤光片、靶材、

透明导电膜玻璃、偏光片、掩膜版等关键原辅材料的研发及产业

化，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等新型显示技术领域新材料的应用

研发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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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05 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新一代高温半导体材料、信息存储

及读取材料、高性能覆导电性材料、电子浆料等材料的研发及产

业化 

A0406 激光材料、红外探测器材料、光显示、发光器件、光读取、

光通讯、光储存、光识别、光能源器件等新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07 高密度电子封装材料，包括有机高分子封装基板材料、功

能微纳米复合填料、用于有机基板内埋技术的平板型无源器件关

键材料、高散热封装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08 镍氢电池材料、燃料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高能储氢

电池材料、超级电容器材料、随机信息存储材料、压缩空气储能

等新型能源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09 锂离子电池材料，包括锰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等正

极材料，钛酸锂、石墨、硬碳、高比容硅基等负极材料，新一代

富锰—富锂材料，六氟磷酸锂等电解质及专用隔膜材料，胶体聚

合物、固态电解质、新型结构隔膜等高端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10 生物材料、环境降解材料、工程环保涂料、环境污染治理

材料、电子电器产品限用物质替代材料、低碳型和环境友好型包

装材料、生态建材、节能低碳建材等生态环境材料的研发及产业

化 

A0411 药物控制释放材料、组织工程材料、生物活性材料、诊断

和治疗材料、可降解和吸收生物材料等新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12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稀土功能材料、高纯元素及化合物、

表面功能材料、高品质新型有机活性材料、新型膜材料、功能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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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高品质合成橡胶、高性能密封材料、新型催

化材料及助剂等新型功能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13 高性能复合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芳纶复合材料，特种

纤维材料，树脂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

纤维、颗粒增强的铝基、钛基、镁基复合材料，原位自生强化的

钛合金，铝基中子俘获带材，飞机、高铁车辆用碳/碳复合材料

刹车片、高温紧固件等 

A0414 信息、新能源、国防、航天航空等领域用高品质人工晶体

材料、制品和器件生产装备技术开发，航天航空等领域所需的特

种玻璃制造技术开发 

A0415 超导材料、石墨烯材料、3D 打印材料和智能仿生材料等

前沿新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16 高端碳纤维、聚酰亚胺高端薄膜及纤维材料、芳纶纤维材

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A0417 新能源材料，太阳能光伏、光热材料 

A0418 新型工程塑料改性及加工应用技术开发 

A0419 新型功能材料，包括新型油墨、水性涂料、节能涂料、防

腐材料、防伪材料、传感材料等 

A0420 纳米碳管的低成本制备及其应用技术，金属表面晶粒纳米

化处理技术，纳米粉体产业化技术，纳米涂层技术        

A06 A06 A06 A06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A0601 基于 4G 和 5G（包括 LTE、IMT-Advanced、IMT-2020 等无

线宽带通信技术及其后续演进技术）的接入网设备、核心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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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 

A0602 高端路由器、宽带网络接入服务器、以太网交换机、三层

交换机等下一代互联网设备、无源光网络（PON）接入设备、自

动交换光网络（ASON）设备、光传送网（OTN）设备、分组传送

网（PTN）设备、多业务传送（MSTP）设备等 

A0603 32 波及以上光纤波分复用传输系统设备制造、10GB/S 及

以上数字同步系列光纤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同温层通信系统设备

制造 

A0604 2.5GB/S 及以上光同步传输系统建设，新型光通信器件、

光传输核心芯片、骨干网传输设备研发和制造，155MB/S 及以上

数字微波同步传输设备制造及系统建设 

A0605 有线、无线通信测量仪器，网络通信测量仪器，基站测量

仪器，手机测量仪器等网络和终端测试计量设备 

A0606 云存储设备、用于云计算系统的服务器、负载均衡设备、

云平台系统等云计算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A0607 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智能传感器、多功能传感器、

化学及生物量传感器等传感器及节点设备，RFID读写机具/标签、

物联网终端设备、近距离无线通信节点设备、M2M 网关等各类物

联网网关、全球定位系统（GPS）终端与设备、实时定位系统（RTLS）

等物联网设备 

A0608 北斗导航系统应用核心元器件、北斗应用技术系统、北斗

智能手机终端等卫星导航研发及产业化 A0609 下一代广播电视

网接入设备、传输设备和业务网设备，地面数字电视及移动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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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广播发射、接收设备、直播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A0609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接入设备，传输设备和业务网设备，地

面数字电视及移动多媒体广播发射、接收设备、直播卫星地面接

收设备 

A0610 智能手机、手持平板电脑、移动电子书终端、移动电视、

手机电视、车载智能终端等新一代移动终端设备 

A0611 车载、舰载、机载终端和手持机等移动卫星通信终端，接

收北斗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 

A0612 智能家庭网关，支持可热插拔数据卡的智能终端，在泛在

网/物联网中带有通信模块的智能节点终端，支持可热插拔其它

通信卡的智能终端 

A0613 支持面向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云计算、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信息技术应用的信息安全硬件产品 

A0614 线宽 0.8μm 以下集成电路制造，芯片级封装（CSP）、圆

片级封装（WLP）、硅通孔（TSV）、三维封装（3D）、球栅阵列封

装（BGA）、多芯片组件封装（MCM）、插针网格阵列封装（PGA）

等先进封装和测试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A0615 集成电路装备制造 

A0616 高分辨率液晶显示器（TFT-LCD）面板（基板尺寸 4.5 代

及以上）、OLED 显示器面板、激光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3D

显示产品等新型屏显示器件 

A0617 新型电子元器件，包括片式元器件、频率元器件、混合集

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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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电元件、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和柔性电路板等 

A0620 半导体生产用镀膜、溅射、刻蚀等设备，高速多功能自动

贴片机、无铅再流焊机等电子元器件表面贴装及整机装联设备，

高性能永磁元件生产设备、金属化超薄膜电力电容器生产设备、

超小型片式元件生产设备、高密度印制电路板生产设备等新型电

子元器件设备，高端电子专用测量仪器 

A0621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便携式微型

计算机、每秒一万亿次及以上高档服务器、大型模拟仿真系统、

大型工业控制机及控制器制造，海量存储设备 

A0622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工业自动检测仪表与传感器，原

位在线成份分析仪器，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低功耗智能传感器，

电磁兼容检测设备，智能电网用智能电表（具有发送和接收信号、

自诊断、数据处理功能），光纤传感器 

A0623 未来网络、量子计算核心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A10 A10 A10 A10 航空航天产业航空航天产业航空航天产业航空航天产业    

A1001 干线、支线、通用飞机及零部件开发制造 

A1002 无人机旋翼、固定翼飞行器研发制造，飞控及导航系统、

摄像及图像传输系统、动力总成系统研发制造，无人旋翼、固定

翼飞行器零部件、无人机符合材料研发制造，无人旋翼、固定翼

飞行器集群控制系统研发制造，无人旋翼、固定翼飞行调试及风

洞风场模拟研发制造等 

A1004 航空航天机载产品及航电系统、燃油系统、液压系统、滑

油系统、机载娱乐系统、电源系统、环空消防安全系统、照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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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发动机动力系统、飞机健康在线管理系统等研发制造，空中

交通管制和调度设备及系统研发制造，地面支持保障设备及系统

研发制造 

A1005 航空航天用新型材料开发生产，新型航空铝、镁、钛合金、

复合材料等航空材料产业，航天航空等领域用高品质人工晶体材

料、制品和器件生产装备技术开发，航天航空等领域所需的特种

玻璃制造技术开发 

A1006 航空航天机载产品研制测试台、航空航天机载产品生产检

验半自动及自动检测台、航空航天机载产品维修测试台，航空航

天生产制造专业检测设备及仪器研发制造 

A1009 航空器地面模拟训练系统开发制造 

A1011 航空航天技术应用及系统软硬件产品、终端产品开发生产 

A1010 航空器专用应急救援装备开发与应用 

A1014 卫星导航芯片、兼容多模多频多精度天线模组、高性能导

航基带、射频芯片、精确定位、高动态定位、应用集成等核心技

术，多振元抗干扰卫星导航系统 

A1015 对地观测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导航定位卫星、新型科学

卫星与技术试验卫星等系统 

A1016 航天员中期驻留、再生式生命保障及推进剂补加等空间站

技术开发与应用 

A1017 卫星通信应用系统、卫星导航应用服务系统、卫星遥感应

用系统等卫星及应用产业 

A11 A11 A11 A11 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备产业备产业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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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01 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及本体，机器人系统集成和终端应用 

A1102 高精度运动控制技术、模块化与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技

术、高可靠实时通信网络技术、特种工艺和精密制造技术、复杂

装备系统仿真技术 

A1103 智能控制焊接、重载搬运、柔性装配、自动化辅助装备、

电子制造、注塑冲压、物流分拣、检验检测、研发设计、技术服

务等专用工业机器人 

A1104 社区监控机器人、教育娱乐机器人、烹饪机器人、扫地机

器人、草坪维护机器人等家庭服务机器人 

A1105 手术机器人、护理机器人、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辅助内窥

镜操作机器人等医疗健康机器人 

A1106 电站（含核电）检测维护机器人、救灾机器人、海底作业

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船、自动驾驶等特种机器人 

A1107 由微处理器、柔性可拉伸器件、微型化供能、短距离无线

通信组成，具有智能人机交互功能的设备；信息娱乐、运动健身、

医疗健康、军用及特种用途的可穿戴设备研发及产业化；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头盔、挂件、眼镜、腕表、手环、穿戴式外骨骼等

新型可穿戴设备产品 

A1108 生命信息检测仪器、生态环境检测仪器、高端物理测试仪

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分子分型技术、电液伺服液压系统

密封技术 

A1109 智能装备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智能传感、

智能控制、信息处理，智能化微型化传感、模块化嵌入式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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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高可靠智能控制、伺服驱动，微机电传感器、高灵敏度智能

仪器 

A1110 多参量集成传感器及自检校、自诊断、自补偿传感器 

A1111 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海洋探测、环境监测、军工、航

空航天等领域的智能仪器仪表 

A1112 全数字开放式数控系统、高精度高效率减速器、高性能低

成本控制器、高分辨率绝对式光栅尺、研制编码器、伺服电机及

驱动器、主轴电机、直线电机 

A1113 精密制造核心部件的精密/超精密加工、成型、测量等关

键技术，精密主轴、静压导轨、气动元器件等关键零部件，精密

数控金属成型机床、激光加工机床、新材料加工装备等精密制造

设备的智能控制器 

A1114 智能电子制造成套设备、自动化物流成套设备、智能化成

型和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制造成套装备 

A1115 智能电子制造成套设备的视觉检测、视觉定位、高精度运

动控制等核心关键技术，点胶机、固晶机、焊线机、锡膏印刷机、

锡膏厚度测量仪、回流焊设备、选择性波峰焊、自动光学检测 

A1116 计算智能与生产物流分层递阶设计，智能制造物流设备 

A1117 应用于整车制造、动力总成、动力电池等领域的新能源汽

车制造成套设备 

A1118 智能家居的无线通讯、智能路由、智能安全监控、人机交

互技术，具有互联网后台支撑、具备自学习功能的智能家居产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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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0 搬运机器人、码垛机器人、智能集装箱、智能叉车、自动

化仓储系统等智能物流装备 

A1121 汽车智能仪表、自动驾驶系统、智能交通工具，整合应用

传感、数据通信传输、计算机处理、系统工程技术的地面交通管

理系统 

A1122 城市轨道交通减震、降噪技术应用，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车门、站台屏蔽门、车钩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火灾报警

和自动灭火系统，数字轨道电路及以无线通信为基础的信号系统 

A1123 直流高速开关、真空断路器供电系统成套设备关键部件，

轨道车辆交流牵引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及核心元器件（含 IGCT、

IGBT 元器件），城轨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及运行控制系统，车体、

转向架、齿轮箱及车内装饰材料轻量化应用，城轨列车再生制动

吸收装置 

A1124 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的技术与智能设备 

A1126 类脑神经计算系统、类脑信息处理等类脑智能领域的技术

研究 

A1127 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存储系统、高

端服务器、关键网络设备、网络安全技术设备、中间件等基础软

硬件技术开发，开源软硬件平台及生态建设 

A1128 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听觉、生物特征识别、复杂环境

识别、新型人机交互、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智能决策控制、

网络安全等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A16 A16 A16 A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36 — 

A1601 工业设计、气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

测绘、海洋等专业科技服务，商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服务 

A1602 科技信息交流、文献信息检索、技术咨询、技术孵化、科

技成果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服务 

A1603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重

点实验室，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新产品研发设计中心、科研

中试基地、实验基地 

A1604 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它组织组成的产业技术

联盟 

A1605 技术交易机构、技术经济机构、投融资服务机构、技术集

成和经营机构、技术评估机构、技术转移联盟 

A1606 技术评估、成果转化等服务 

A1607 香港科研组织附属机构，深港跨境检验检测服务 

A1608 分析、试验、测试以及相关技术咨询与研发服务，智能产

品整体方案、人机工程设计、系统仿真等设计服务 

A1609 计量技术支撑体系和计量测试服务体系 

A1610 工程咨询服务，包括规划编制咨询、投资机会研究、可行

性研究、评估咨询、工程勘察设计、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等 

A1612 产业技术咨询、合作、认证、鉴定等相关专业（产业）服

务机构、平台、中心的开发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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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华现代商贸片区 

以龙华商业中心、华润万家和改造后的龙华第三工业区等商

业设施为基础依托，大力提升购物、休闲、文化等功能，打造以

大型购物中心、商业步行街、专业市场为重点的市级综合高端商

圈。产业定位：重点发展高端商贸服务业，以电商平台为主的互

联网产业，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等现代物流业以及 4 星级以上高

端酒店等。该片区范围的城市更新“工改工”项目、旧工业区改

造项目和产业用地项目可规划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A03 A03 A03 A03 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        

A0315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包括线上到线下（O2O）、企业对企业

（B2B）、企业对个人（B2C）、个人对个人（C2C）以及集代理商、

商家、消费者为一体的交易平台（ABC）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

务业 

A0316 电子商务公共信息服务，包括市场主体身份验证、市场信

息管理与共享、市场交易安全保障等公共服务，电子商务纠纷处

理、争议调解、法律咨询、技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 

A13 A13 A13 A13 现代物流现代物流现代物流现代物流业业业业    

A1301 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 

A1303 供应商库存管理（VMI）、销售与运营计划（S&OP）、协同

计划预测与补货（CPFR）等供应链管理技术服务 

A1307 城市生产、生活消费等物流服务 

A1310 涵盖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商流的供应链增值服务 

A1311 融资咨询、融资担保、结算、通关、信息管理及相关增值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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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2 电子商务交易为平台的物流及相关增值服务 

A1313 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 

A17 A17 A17 A17 商贸服务业商贸服务业商贸服务业商贸服务业    

A1701 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与市场拓展 

A1702 专业批发、分拨配送、展览展示 

A1703 多业种、多业态领域的连锁经营 

A1704 体验空间、品牌直销购物中心（OUTLETS）、目录商店、主

题商城等新型业态 

A1705 商贸业与文化创意、高技术产业的融合互动 

A1706 以设计、定制、体验为特点的时尚艺术和时尚生活终端 

A1707 以建设采购、集散、代理、分销、配送中心为基础的现代

分销和批发体 

A1708 B2B 供应商服务，网上购物平台 

A1709 商贸企业的统一配送和分销网络建设 

A1710 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商品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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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浪时尚创意片区 

以大浪服装产业基地、百丽鞋业工业园等为依托推动服装产

业集聚基地建设，打造国内时尚品牌之都，形成引领国内时尚潮

流的"创意之城"和特色小镇。产业定位：重点发展品牌服装、品

牌鞋的设计、生产、展销等文化创意产业，配套发展旅游及 4星

级以上高端酒店等相关服务业，配套引进黄金珠宝、时尚钟表、

高档工艺品等优势传统产业。该片区范围的城市更新“工改工”

项目、旧工业区改造项目和产业用地项目可规划发展新兴产业和

先进制造业。 

A05 A05 A05 A05 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A0501 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时装设计、城市与建筑设计、室内

设计、广告创意与设计、装帧设计 

A0511 影视剧创作、原创音乐创作，数字影视、文艺演出及相关

的策划、导演、教育培训等 

A0515 创意策划、出版传媒、艺术收藏 

A0518 时装及时尚配饰设计，珠宝、眼镜、钟表、高档工艺礼品、

艺术品、高档家居和装饰品的时尚创意产业 

A0519 艺术金融与文化消费金融、文化信贷产品和服务 

A0520 创意设计、动漫、数字新媒体和时尚产业等领域品牌展览、

会议、论坛，节庆文化艺术活动，文化会展 

A18 A18 A18 A18 旅游及其他服务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    

A1801 会展旅游 

A1802 滨海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森林旅游、工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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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及其他资源综合开发

服务 

A1803 旅游景区及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信息服务及互联网 B2B、

B2C 类旅游综合服务平台 

A1804 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开发及营销 

A20 A20 A20 A20 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传统产业    

A2001 素金类产品、贵金属镶嵌产品、银饰及流行饰品、翡翠镶

嵌类产品，黄金珠宝加工耗材及表面镀层技术，特色工艺礼品 

A2002 品牌钟表、精密钟表和时尚钟表，高品质钟表机芯，电波

钟表等新型钟表，高端机械表、机械钟，钟表关键零部件 

A2003 品牌眼镜 

A2005 品牌服装、高端面料、功能性服装，高档鞋业设计 

A2006 品牌家具、个性化定制家具、绿色环保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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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观澜生态文化片区 

依托观澜版画原创基地、高尔夫球会（5A）、山水田园（4A）、

红木家具艺术街、历史文化等，建设“文化+”产业园，促进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特色小镇和旅游运

动休闲中心。产业定位：重点发展以版画、国画、红木艺术品、

红酒等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以高尔夫、网球等运动为代表的

体育休闲业，以度假、观光、游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都市旅

游业以及 4星级以上高端酒店等相关生活性服务业。该片区范围

的城市更新“工改工”项目、旧工业区改造项目和产业用地项目

可规划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A05 A05 A05 A05 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A0501 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时装设计、城市与建筑设计、室内

设计、广告创意与设计、装帧设计 

A0511 影视剧创作、原创音乐创作，数字影视、文艺演出及相关

的策划、导演、教育培训等 

A0513 本地人文历史、岭南文化，特色古建筑、古村落，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和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场馆 

A0514 高精密自动印刷、绿色印刷、立体印刷、快速印刷、无版

印刷、彩色桌面排版、多色印刷，高新、数字印刷技术及高清晰

度制版系统开发与应用 

A0515 创意策划、出版传媒、艺术收藏 

A0516 黄金珠宝加工业创意设计，工艺礼品产业研发设计，高端

油画、版画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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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17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开发 

A0519 艺术金融与文化消费金融、文化信贷产品和服务 

A18 A18 A18 A18 旅游及其他服务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    

A1802 滨海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森林旅游、工业旅游、

农业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及其他资源综合开发

服务 

A1803 旅游景区及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信息服务及互联网 B2B、

B2C 类旅游综合服务平台 

A1804 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开发及营销 

A1813 户外运动用品开发与营销服务 

A1814 网球、足球、篮球、帆船帆板等高端体育俱乐部经营，场

地设备维护保养及相关培训 

A1815 水上健身运动、极限体育运动等特色运动，健身会所 

A1816 体育竞赛表演、赛事运营、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及运营 

A20 A20 A20 A20 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传统产业    

A2001 素金类产品、贵金属镶嵌产品、银饰及流行饰品、翡翠镶

嵌类产品，黄金珠宝加工耗材及表面镀层技术，特色工艺礼品 

A2006 品牌家具、个性化定制家具、绿色环保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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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现代商贸片区、大浪时尚创意片区、观澜生态文化片区

范围以及六大重点片区外的城市更新“工改工”项目、旧工业区

改造项目和产业用地项目可规划发展以下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

业： 

A01 生物产业 

A02 新能源产业 

A03 互联网产业 

A04 新材料产业 

A05 文化创意产业 

A06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A07 节能环保产业 

A08 生命健康产业 

A10 航空航天产业 

A11 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 

A19 先进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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