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文化产业分项
第六批支持企业及项目汇总表

序号 支持单位名称 支持项目类别
1 深圳市大凡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 深圳市艺华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3 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4 深圳宜搜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5 深圳市天长地久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6 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7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8 深圳市豆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9 深圳市中手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0 深圳市得一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1 深圳市万信达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2 深圳蒂爵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3 深圳市开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4 深圳市博图广告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5 深圳市世都实业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6 深圳市海灵展览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7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8 深圳市普乐方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19 深圳市泰禾创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0 深圳善为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1 深圳市中创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2 深圳市纬隆实业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3 深圳市雅乐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4 深圳市零点星影视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5 深圳市三源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6 深圳市凯纳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7 深圳市盛世嘉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8 深圳市鼎成品牌顾问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29 深圳市佳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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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深圳玛丝菲尔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时尚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31 深圳市嘉汶服饰有限公司 时尚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32 深圳市兆佳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时尚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33 深圳市柊菀兴服装有限公司 时尚产业-贷款贴息支持
34 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35 深圳市博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36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37 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38 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39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0 深圳市美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1 深圳市深安企业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2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3 深圳南海岸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4 深圳市晶宫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5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6 广东爱得威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7 深圳市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8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49 深圳市联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0 深圳市坐标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1 深圳市特艺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2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3 深圳城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4 深圳市共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5 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6 深圳市冠泰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7 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8 深圳市大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59 深圳鹏源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0 深圳市晶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1 深圳市永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2 深圳华瑞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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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4 深圳市华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5 深圳市胜捷消防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6 深圳市森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7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8 深圳唐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69 深圳市康乐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0 深圳市创捷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1 深圳市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2 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3 深圳市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4 深圳三森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饰设计工程有限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5 深圳市顺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6 深圳市万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7 深圳市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8 深圳市工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79 深圳市日昇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0 深圳雅鑫建筑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1 深圳市恒福临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2 深圳深港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3 深圳市建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4 深圳广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5 深圳盛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6 深圳市精溢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7 深圳市极尚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8 深圳安嘉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89 深圳市五维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90 深圳市金大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91 深圳市文业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92 深圳市君恒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贷款贴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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