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基地名称 单位名称
1 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 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
2 华南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3 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 中山大学
4 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5 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 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
6 广东现代农业科普园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7 广州水果世界 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
8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
9 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 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
10 广州市白云山鸣春谷 广州市白云山鸣春谷景区管理中心
11 广州宝桑园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12 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 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
13 广东省昆虫与濒危动物标本馆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4 广州市舰船科普基地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15 广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普基地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6 广州地学与资源科普基地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17 广州动物园 广州动物园
18 广州863汽车科普基地 广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19 广州市第四中学科技创新实践科普基地 广州市第四中学
20 广东省土壤科学博物馆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21 广东省微生物真菌标本馆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分

析检测中心）
22 广州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
23 广州市光机电技术科普基地 广州市光机电技术研究院
24 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 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
25 南海海洋科普基地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26 “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广州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27 广州博物馆自然科学馆 广州博物馆
28 广东省地震科普教育馆 广东省工程防震研究院
29 广东树木公园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30 广州货币金融博物馆 广东金融学院
31 广州自来水展示馆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
32 广州农业科技开发研究基地 广州农业科技开发研究基地
33 广州市南沙大岗中学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广州市南沙大岗中学
34 荔湾区青少年宫 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
35 友生玫瑰科普基地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学院信息研究
37 广东药学院中药科普园和人体科学教育中 广东药科大学
38 珠江淡水渔业展览中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39 海珠区“小海豚”科普基地 广州市海珠区少年宫
40 广州市喜乐登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广州市从化区喜乐登青少年素质拓展训练中心
41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42 广州花山香草世界科普生态园 广州市兴毅农业有限公司
43 南方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 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
44 广州血液中心科普基地 广州血液中心
45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科普基地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46 石头记矿物园 石头记珠宝有限公司
47 陈李济中医药文化科普基地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48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科普基地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49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科普基地 华南农业大学
50 广东实验中学“未来社区”环境科普基地 广东实验中学
51 珠江——英博国际啤酒博物馆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52 广州市增城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科普基地 广州市增城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53 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科普基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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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广州市少年宫 广州市少年宫
55 广东科学中心 广东科学中心
56 广州市花都区气象天文科普馆 广州市花都区气象局
57 中山大学医学标本馆 中山大学
58 省实附中科普教育基地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59 营养与健康科普教育基地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60 广州大学环境与生态文明科普基地 广州大学
61 广州市第五中学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广州市第五中学
62 智能电网输配电装备技术科普基地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3 珠江钢琴科普基地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 广州市现代农业装备示范基地 广州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65 广东环亚美容化妆品博物馆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66 广东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海珠湿地管理办公室
67 广州市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广州市气象学会
68 华南师范大学生物标本馆科普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

69
广州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健康知识宣传

教育基地
广州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70 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局科普基地 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局
71 广州采芝林中药文化科普基地 广州白云山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72 养肺健康科普基地 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3 华夏箱包文化历史博物馆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
74 广州市水鸟世界生态园 广州市水鸟世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5 永兴环保公司科普教育基地 广州永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76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馆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77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广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广州市天河诺亚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
78 广州市地方志馆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79 广州风行牛奶科普基地 广州风行牛奶有限公司
80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科普基地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81 广州锐丰声光电文化教育基地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
广州大学天象馆（含岩矿标本馆、植物标

本馆）
广州大学

83 宏信922创意园 广州市宏信创意园投资有限公司
84 广东省凉茶博物馆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5 广东民族服装服饰艺术博物馆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86 广东省物联网科普教育基地 广东省数字广东研究院
87 广州市番禺区佳硕农场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广州市番禺区佳硕农场

88
虚拟现实技术与增强现实技术研发与教育

基地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89 建设工程质量科普基地 广州广检建设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90 广州市实验动物科普基地 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91 天适樱花悠乐园科普教育基地 广东天适樱花悠乐园有限公司
92 广州灰塑科普基地 广州灰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93 香蜜山生态果庄科普基地 广州市香蜜山生态果庄有限公司
94 自动化技术科普教育基地 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95 广高电器科普基地 广州广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96 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智慧支付科普基地 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
97 39健康网科普基地 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8 平安广州安全科普培训基地 广州市越秀区志盟社会服务中心
99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荟春园科普基地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0 越秀区食品药品真假鉴别与宣传科普基地 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01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吸健康科普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 数字文化互动体验科普基地 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广州市科学技术交流馆科普基地 广州市科学技术交流馆有限公司
104 《中国家庭医生》健康科普基地 《中国家庭医生》杂志社有限公司
105 广州市花都区圆玄防震减灾科普基地 广州市花都区圆玄中学
106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科普基地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107 刀锋无人机科普基地 广州刀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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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热科都市农业科普基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
109 迪士普音响博物馆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110 动漫医学创意研发科普基地 广州动医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1 赛莱拉干细胞科普基地 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青少年心理健康科学传播培训基地 广州社会组织学院

113 亚热带特色果树林木种质资源科普基地
华南农业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
114 广州地铁博物馆 广州地铁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115 广州市智慧健康科普基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16 工业机器人科技应用创新科普基地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117 广州市番禺区地震科普馆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地震办公室
118 神奇的蘑菇世界科普基地 广东粤微食用菌技术有限公司
119 从化区蜜蜂文化科普基地 广州市谭山蜂业有限公司
120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海科普基地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花都区
121 仙居果庄莲雾科普基地 广州仙居果庄农业有限公司
122 广州市从化区荔枝文化博览园科普基地 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司
123 广州市岭南中草药科普基地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24 广州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基地
广州市海洋与渔业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广州市

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125 广州市特种承压设备科普培训基地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126 有害入侵生物安全及防控科普基地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7 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知识科普基地 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
128 广州市地理科技与创新创意科普基地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129 广州超级计算科普基地 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130 冠昊生命体验中心科普基地 北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31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科普基地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132 从化风云岭艾米农场自然教育科普基地 广州艾米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33 非遗传承大师工坊科普基地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134 物联网体验中心科普基地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135 刘金山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科普基地 广州刘金山地质科普有限公司
136 岭南中草药文化博览园科普基地 广州市岭南中草药博览园有限公司
137 白云汇广场生态体验与健康科普基地 广州市延汾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8 雪糕自动化生产科普基地 明治雪糕（广州）有限公司
139 幻影星空VR科普基地 广州卓远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
140 广州南华珠宝矿物科普基地 广州南华工贸技工学校
141 传统服装与现代服装创意科普基地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142 珍稀兰花科普基地 广州市添宝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3 人脸识别技术与应用科普基地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4 广州质量检验与产品安全科普基地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145 励弘文创旗舰园“文科荟”科普基地 广州励弘文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146 万农优稀淡水龟养殖科普基地 广州市万农养殖有限公司
147 广州金河无土栽培蔬菜科普基地 广州金河农业有限公司
148 珠江饼业广式糕饼（月饼）科普基地 广州市珠江饼业食品有限公司
149 人工智能教育科普基地 广州市金智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50 广州冠胜农业公园科普基地 广州冠胜国际种业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151 广州市健康教育科普基地 广东药科大学
152 皮都皮具箱包文化科普基地 广州皮都皮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53 体感教育科普基地 广州新节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 广东职业健康体验馆科普基地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155 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科普基地 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
156 VR智造娱教体验科普基地 广州市影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7 广州大学光电科普基地 广州大学

158
科大讯飞华南人工智能语音开放创新平台

科普基地
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

159 广东燕塘乳业科普基地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60 广州城市建设科普基地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161 鹤年堂中医药养生非遗传承科普基地 广州市鹤巢大健康孵化器有限公司
162 广州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馆科普基地 广州医科大学
163 非遗传承与课程实践科普基地 广东非遗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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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广州市公众急救教育与传播科普基地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65 广州市干部疗养院心理健康科普基地 广州市干部健康管理中心
166 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材料评价科普基 广东省科学院工业分析检测中心
167 倍特生命科学科普基地 广州博疆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8 独角兽牧场 广州香江云科技有限公司
169 大洋爱科学中小学创客实验科普基地 广州大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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