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第二批）
拟安排项目

序号
所属市、县

（市）
申报主体 项目名称

智能工厂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U-MAX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可定制化润滑油生产智能工厂

2 南京市 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小型石英晶体频率元器件智能生产线建设项目

3 无锡市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2000台电容器、光伏组件、锂电池自动化专用设备项目二期（锂
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生产基地项目）

4 常州市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LED车灯照明系统智能工厂

5 常州市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2亿台微电机智能工厂

6 苏州市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控制器智能工厂

7 苏州市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亨通光电基于5G+人工智能的智能工厂

8 苏州市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智能示范工厂

9 苏州市 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 功能性聚酯纤维智能工厂

10 昆山市 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智能可穿戴类设备智能制造工厂

11 如东县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新型光缆智能工厂

12 连云港市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缘中药智能化固体制剂工厂

13 淮安市 江苏和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制造智能工厂

14 盐城市 江苏润阳悦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润阳高效电池片智能制造工厂

15 扬州市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数模化专用车柔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16 丹阳市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医用诊疗设备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JIT+C2M新模式应用的NILE工 业互联网建设

2 南京市 南京创维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基于全流程智能管控和数据分析的家用电器生产标杆工厂

3 南京市 南京群志光电有限公司 群志光电智能互联工厂建设项目

4 南京市 南京沪江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管控一体化标杆工厂

5 南京市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深度融合下的设计制造新模式

6 南京市 布雷博（南京）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基于网络互联的智能生产数字化工厂建设

7 无锡市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雅迪研财销等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提升项目

8 无锡市 安普瑞斯（无锡）有限公司 Amprius基于系统集成的锂电池标杆工厂建设项目

9 无锡市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创新工厂建设

10 宜兴市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远东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11 宜兴市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沪宁钢机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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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阴市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远景能源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13 江阴市 江苏宝得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企业信息系统集成互联的综合运营管理平台

14 常州市 江苏金坛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大乘汽车数字化生产工业互联网平台

15 常州市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基于流程优化的汽车零部件近净成形工业互联网工厂

16 常州市 常州富兴机电有限公司 基于多统融合的产品全流程优化

17 常州市 江苏常宝普莱森钢管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一体化

18 常州市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轨道车辆齿轮传动系统智能组装工业互联网工厂

19 常州市 永祺（中国）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视化生产经营管理平台项目

20 常州市 常州市新瑞得仪器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大数据分析的离散型企业智能数字化制造

21 常州市 温康纳（常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康纳信息一体化数字标杆工厂

22 常州市 江苏凯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用铝轮毂智能化生产管控平台

23 常州市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全业务集成管控平台的减速机工业互联网工厂

24 常州市 江苏常胜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一体化

25 苏州市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TSAMO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机加工数字化工厂

26 苏州市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盛虹印染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项目

27 苏州市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线缆制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28 苏州市 高创（苏州）电子有限公司 基于全价值链协同制造新模式的数字化工厂项目

29 苏州市 梯梯电子集成制造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梯梯电子集成制造服务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30 苏州市 江苏欣达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化与信息化改造项目

31 苏州市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凯伦股份工业互联网工厂建设

32 昆山市 昆山精创模具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模具零配件制造系统优化项目

33 昆山市 昆山之奇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偏光板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34 昆山市 昆山科望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智能运营平台下的互联网精品印刷工厂

35 昆山市 苏州澳昆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食品机器人质量数据在线检测和管控数据平台

36 昆山市 鲜活果汁有限公司 鲜活果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37 昆山市 昆山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自动化控制及数据分析系统的智慧水厂平台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38 昆山市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Salesforce云平台的企业全流程优化项目

39 昆山市 立讯精密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基于管控集成平台的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40 常熟市 江苏亨通海洋光网系统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亨通海洋智能制造互联工厂

41 常熟市 苏州宇量电池有限公司
面向高安全高性能动力锂电池先进制造的工业互联网络构建与集成应
用

42 常熟市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通润驱动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43 常熟市 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盾构机掘进大数据及远程监控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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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太仓市 伟速达（中国）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汽车安全进入零部件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建设项目

45 张家港市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生产供应链集成管控平台的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46 南通市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的家纺生产智能工厂建设

47 南通市 新世嘉纺织品（南通）有限公司 基于云服务的家纺制造智能系统

48 南通市 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方科技集团信息化综合提升项目

49 南通市 南通爱慕希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高压油管接头高效智能制造工厂

50 南通市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式的智能工厂建设

51 海安市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价值管控平台的智能色织工业互联网示范工厂

52 海安市 江苏弘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协同供应链工业互联网平台

53 如皋市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 织染与服装生产工业互联网平台

54 连云港市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化企业“中台战略下全数字供销链平台建设”项目

55 连云港市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风电叶片工厂网络化改造及系统平台集成提升项目

56 连云港市 连云港碱业有限公司 智能仓储及移动互联网智能建设项目

57 淮安市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化系统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58 涟水县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酒生产与勾储智能化项目提升

59 涟水县 江苏永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CS系统和工业互联网集成互联改造

60 涟水县 涟水永丰纸业有限公司 瓦楞纸生产线智能提升项目

61 扬州市 扬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多晶黑硅片柔性化生产工业互联网平台

62 扬州市 海沃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全流程优化

63 扬州市 江苏罗思韦尔电气有限公司 罗思韦尔汽车电子工业互联智能工厂

64 扬州市 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制造过程追溯能力建设及公司全过程开发管控信息化提升项目

65 仪征市 扬州东升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智能感知控制的数字化工厂建设

66 仪征市 仪征同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及制造系统优化升级

67 仪征市 江苏中兴派能电池有限公司 节能电池智能化数据标杆工厂

68 镇江市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海工动力装备系统制造平台的精益融合与柔性优化

69 镇江市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食醋酿造智能工厂

70 镇江市 镇江李长荣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材料生产管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71 扬中市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大全电气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72 扬中市 英利能源(镇江)有限公司 基于MES系统实现太阳能组件制造系统优化

73 扬中市 江苏荣威电气有限公司 荣威电气生产现场优化工业互联网项目

74 扬中市 江苏超宇电气有限公司 工程电气制造系统生产现场优化项目

75 丹阳市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家居行业经营管理一体化平台

第 3 页



序号
所属市、县

（市）
申报主体 项目名称

76 句容市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建华建材研产销管理一体化数据管控工厂

77 泰州市 益海 (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基于集团私有云的食用油生产现场优化项目

78 泰州市 中海油气（泰州）石化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石化炼油制造系统优化项目

79 泰州市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双登集团信息系统集成与互联网提升项目

80 泰州市 江苏长泰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长泰药业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

81 泰州市 江苏凯威药用包装有限公司 药用硬片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82 泰兴市 双乐颜料泰兴市有限公司 颜料生产线全流程管控工业互联网项目

83 泰兴市 赢胜节能集团有限公司 保温材料商业全流程智能管控系统

84 泰兴市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精益的减速器研产销协同管理平台项目

85 靖江市 江苏恒力制动器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制动器高效生产管控工业互联网平台

86 靖江市 江苏欧普特条码标签有限公司 个性设计与数字生产融合创新新模式

87 靖江市 江苏恒义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基于私有云的汽配生产经营优化项目

88 宿迁市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洋河股份智能工厂项目

节能改造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南钢制氧系统节能改造

2 无锡市 江苏铸鸿锻造有限公司 特种钢锻件生产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3 无锡市 无锡海达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用镀膜玻璃（改造）项目

4 无锡市 无锡中彩新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钟罩退火炉生产线改造项目

5 无锡市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PM3A生产线真空泵站节能技术改造

6 无锡市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综合节能改造项目

7 江阴市 江阴市长泾宇恒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后整理设备节能改造项目

8 江阴市 江苏澄龙铝业有限公司 用能系统能量优化节能项目

9 江阴市 江阴市恒润环锻有限公司 蓄热式加热炉节能改造项目

10 江阴市 建滔电子材料（江阴）有限公司 导热油炉系统能量优化技改项目

11 江阴市 江阴振宏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海上高强度风电主轴产品节能化改造项目

12 江阴市 江阴周北热电有限公司 高温烟气制粉及电机变频节能改造项目

13 江阴市 东国制钢（中国）有限公司 彩色板线焚烧炉技术改造项目

14 江阴市 江苏申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改造项目

15 江阴市 江阴华西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铝棒加热炉和氧化线节能改造项目

16 江阴市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 一期空压机驱动用汽轮机节能改造项目

17 江阴市 江阴市华宏化纤有限公司 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改造项目

18 江阴市 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 高档家纺面料定型机设备节能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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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阴市 江阴利港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8号机组综合升级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20 江阴市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后整理设备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改造项目

21 江阴市 江阴热电有限公司 小型汽轮机驱动技术及电机变频节能改造项目

22 宜兴市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 5#135MW汽轮发电机组节能改造项目

23 徐州市 铜山县新汇热电有限公司 锅炉“煤改气”技改

24 邳州市 邳州市新世界木业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系统改造项目

25 新沂市 徐州市九久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九久玻璃窑炉煤改气项目(1号线)

26 新沂市 徐州佳艺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佳艺玻璃窑炉煤改气项目

27 新沂市 江苏孚日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3万吨电窑炉技改项目

28 新沂市 徐州市明权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明权玻璃煤改气项目

29 常州市 江苏贝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地板生产线综合节能改造项目

30 苏州市 江苏盛恒化纤有限公司 干切片压空输送系统节能技术改造

31 苏州市 江苏立新化纤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32 苏州市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电缆设备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33 苏州市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5.0车间涂布机和除湿机电改蒸汽节能改造项目

34 常熟市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1号纸机真空系统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35 张家港市 骏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直捻机（法国ICBT及宜昌3501B)节能改造项目

36 昆山市 昆山协鑫蓝天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燃气分布式能源替代燃煤机组节能改造项目

37 昆山市 昆山永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高硼硅耐热玻璃生产线节能改造项目

38 昆山市 昆山协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成革生产综合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39 南通市 南通观音山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南通观音山环保热电有限公司#2机背压改造项目

40 南通市 国核维科锆铪有限公司 高铵废水处理节能技改项目

41 如东县 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贲酯自回热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42 涟水县 虹安纺织（淮安）有限公司 纺织生产线节能改造项目

43 涟水县 淮安恒发纸业有限公司 二车间烘缸汽罩及变频节能技改项目

44 东台市 东台磊达钢帘线有限公司 钢帘线节能技术改造

45 扬州市 扬州恒诚织布有限公司 压缩空气系统节能改造

46 扬州市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机组汽轮机增容提效升参数改造

47 高邮市 江苏晶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级单晶硅生产线技改项目

48 高邮市 江苏康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3#、4#精馏系统节能改造项目

49 镇江市 镇江大东纸业有限公司 透平真空泵和空压机技改项目

50 镇江市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偏苯三酸酐装置压缩机组节电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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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泰州市 梅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十万吨离子膜膜极距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52 泰兴市 江苏奥喜埃化工有限公司 3号12MW机组等容量背压节能改造项目

53 泰兴市 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 喷烘工艺清洁能源技改项目

54 靖江市 帝斯曼江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沼气资源综合利用改造项目

55 兴化市 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离心式空压机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56 宿迁市 旭派电源有限公司 年产440万KVAH新能源电池智能化改造项目

57 宿迁市 中节能（宿迁）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节能节水技术改造项目

58 宿迁市 江苏金典玻璃有限公司 60平方米玻璃窑炉生产线节能改造项目

59 宿迁市 江苏尤佳手套有限公司 载热体加热炉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60 宿迁市 江苏杰盛手套有限公司 热能中心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61 宿迁市 江苏华兴玻璃有限公司 103平米玻璃窑炉生产线改造项目

62 沭阳县 江苏新东旭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编生产线节能改造项目

63 沭阳县 福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年产1.2亿片单、多晶金刚线生产线节能技术改造

64 泗洪县 斯迪克新型材料（江苏）有限公司 功能膜生产线节能改造技改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华飞宇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循环水泵改造项目

2 南京市 爱景节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空气压缩系统节能改造项目

3 南京市 南京腾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给排水车间循环水泵站节能改造项目

4 无锡市 无锡市越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尚德P3工厂层压区隔离排热节能改造项目

5 无锡市 无锡光郡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纬新资通B1厂、纬创资通B6厂“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

6 无锡市 无锡全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爱克发（无锡）印版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布式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7 无锡市 无锡汇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英飞凌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动力车间节能改造项目

8 无锡市 无锡果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爱克发（无锡）印版有限公司中央空调主机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

9 无锡市 江苏天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万象城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0 江阴市 江苏海澜新能源有限公司 压缩空气系统和冰水机房节能改造项目

11 常州市 江苏亚邦三博节能投资有限公司 压铸机电机系统电馈伺服节能技改项目

12 苏州市 苏州百畅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七子山垃圾填埋场富余填埋气发电项目

13 苏州市 苏州琅润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空压机节能改造

14 苏州市 苏州科净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科净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新区枫桥民营科技园有限公司
4.7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5 扬州市 江苏惠泽润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康博新材料氢压机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6 泰州市 江苏华照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泰兴市城区道路绿色照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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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改造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聚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弃物循环利用生产功能型环保塑木项目

2 南京市 江苏德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德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万吨/年电子工业光刻胶 用PM/PMA/DE
及配套1.5万吨/年PM/PMA废液回收项目”

3 南京市 南京长江涂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工业涂料绿色制造关键工艺提升及VOCs废气处理集成装置改造
项目

4 南京市 南京长江江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残液资源综合利用改扩建项目

5 南京市 南京衡萱建材有限公司 全自动新型建材生产线绿色化改造项目

6 南京市 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路板数控一体化绿色工艺及废水处理改造项目

7 南京市 南京金焰锶业有限公司 碳酸锶闪蒸烘干及烟气脱白绿色改造项目

8 南京市 南京小洋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年产3万吨乳制饮品绿色制造提升及智能设备改造项目

9 无锡市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105万件汽车涡轮增压器压气叶轮生产线绿色化改造项目

10 宜兴市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核电、火电制管酸洗+废水处理工艺制备 绿色化改造项目

11 邳州市 徐州大元电机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及高效智能电机机壳端盖精密铸造技术改造项目

12 新沂市 江苏伟业铝材有限公司 年产13万吨铝型材煤改气绿色环保改造项目

13 新沂市 江苏达美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酯树脂生产煤改气和绿色化改造项目

14 常州市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树脂类废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和产学研基地技术改

造项目

15 苏州市 吴江市大德新型建材厂 年产9000万块烧结煤矸石保温砖技改项目

16 苏州市 苏州宇泽纺织有限公司 印染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项目

17 苏州市 苏州市星京泽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万吨生物质纱线涡流纺纱线免上浆绿色化改造项目

18 苏州市 苏州东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泥窑协同年处理固体废物5万吨

19 苏州市 苏州太湖中法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污泥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工程扩建项目

20 淮安市 江苏戴梦特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硝酸装置尾气回收环保治理项目

21 淮安市 中盐淮安鸿运盐化有限公司 锅炉烟气超低排放技术改造项目

22 涟水县 江苏丰凯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废水处理升级改造再生利用工程

23 涟水县 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年处理1.5万吨固废资源化及其余热回收利用项目

24 响水县 江苏富星纸业有限公司 年产30万吨白板纸废水处理厌氧技术技改项目

25 射阳县 江苏金戈炜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壁纸生产线清洁生产（绿色化）技术改造

26 射阳县 盐城金刚星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齿轮加工生产线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

27 射阳县 江苏沙印集团射阳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废水集中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改造工程项目

28 射阳县 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涂装漆雾有机溶剂废气减量化绿色改造项目

29 建湖县 江苏永安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柴油机机体废沙再生绿色制造项目

30 建湖县 江苏华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000Nm3/h新型双床循环流化煤制气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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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湖县 建湖县安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年产10万吨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超细粉

32 高邮市 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氨基蒽醌系列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

33 镇江市 镇江新泰瑞造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铸造废砂再生利用项目

34 镇江市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锅炉超低排放设备改造项目

35 丹阳市 江苏凯伦铝业有限公司 新型太阳能边框/支架生产线绿色化改造项目

36 丹阳市 江苏弘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危废焚烧处置大气排放提标绿色化改造

37 丹阳市 江苏申阳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年产6000套扶梯驱动系统生产线绿色技术改造项目

38 扬中市 镇江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PERC电池用高效多晶硅片绿色制造关键工艺系统集成项目

39 扬中市 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接线盒智能车间

40 扬中市 江苏润弛太阳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英坩埚生产线绿色提升改造项目

41 靖江市 江苏上骐集团有限公司 防电蚀电机自动化生产线项目

42 宿迁市 宿迁市益明水泥有限公司 粉磨预破碎系统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43 宿迁市 江苏赛木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攻关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生命源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肿瘤诊疗一体荧光影像手术导航设备

2 南京市 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预装式配充一体化充电站

3 南京市 南京高精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2-5MW永磁电力吊舱推进器系列化研发

4 南京市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自动驾驶车辆线控底盘系统 

5 南京市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MS传感器（加速度）

6 无锡市 无锡中微亿芯有限公司 亿门级FPGA芯片

7 无锡市 无锡中微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超薄芯片(ultra-thin fBGA)封装技术

8 徐州市 江苏鑫华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规模集成电路用12英寸单晶制造的电子级多晶硅材料

9 常州市 江苏维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精密半导体自动光学检测系统

10 常州市 坤泰车辆系统（常州）有限公司 电驱动一体化总成

11 溧阳市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特种充电电缆

12 苏州市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系统仿真与机电液控专业仿真软件

13 张家港市 苏州矩阵光电有限公司 数字式位移传感器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14 昆山市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GaN毫米波集成电路芯片

15 昆山市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轧辊磨床高速高精智能磨削数控系统

16 扬州市 江苏扬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三维五轴数控激光切割机

17 扬州市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压大功率IGBT芯片开发、封装及产业化

产品质量提升攻关赶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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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市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用新型LVDS传输电缆国产化技术攻关项目

2 南京市 南京龙源环保有限公司 中空纤维超滤膜组件

3 南京市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1级超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

4 南京市 南京净环热冶金工程有限公司 JHR－R8L4D150×150×12000连铸坯直接轧制保温输送装备

5 无锡市 无锡市神力齿轮冷挤有限公司 节能汽车高可靠长寿命自动启停关键部件

6 无锡市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胶原蛋白敷料质量标准研究及产品研发

7 无锡市 无锡市大华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DHL-1-F型医用钬激光治疗机

8 无锡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 海洋平台及船舶全寿期安全监测及评估分析平台系统

9 江阴市 江阴市富仁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豪升智慧型加油机

10 常州市 常州江南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焦炉上升管荒煤气显热利用技术

11 常州市 江苏南大紫金科技有限公司 PVC管材智能制造系统

12 常州市 江苏道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DJ-S-2000粉体氮气闭环智能输送系统

13 常州市 江苏金坛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转子内嵌式电动汽车高效永磁同步电机

14 苏州市 苏州瑞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FDY30 BR＋FDY30 SD）复合细旦高密面料

15 苏州市 江苏通鼎宽带有限公司 断桥铝型材保温型通信系统用户外机柜

16 苏州市 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高纤密度气吹微缆

17 常熟市 苏州艾科瑞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智能点胶装片机

18 张家港市 苏州同大机械有限公司 高效中空成型成套装备

19 太仓市 苏州市万松电气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列车计量系统

20 太仓市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汽车内饰用高剥离ＰＵ面料

21 昆山市 江苏华航威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无序目标的视觉识别与机器人智能作业系统质量提升攻关赶超项目

22 昆山市 昆山市海进机械有限公司 HJCM1250全自动智能充绒机

23 昆山市 昆山大阳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高精密智能RO膜涂覆装备

24 南通市 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双面PERC太阳能电池背面铝浆

25 南通市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超耐候复合型双面PVDF光伏背板 （ZTT-KPK）

26 如东县 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橡胶体水密电接插件及组件 

27 高邮市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特殊环境用塑料绝缘控制电缆

28 高邮市 江苏长城电缆有限公司 智能装备流量信号控制计算机电缆

29 高邮市 江苏金丰机电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开关磁阻电机控制系统

30 泰州市 江苏微特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120KW、2400N.M）新技术新产品项目

31 泰州市 泰州市旺灵绝缘材料厂 F4BM型移动通信用高频高速覆铜板

32 泰州市 江苏九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不锈钢药芯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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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泰州市 江苏康普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型无溶剂高速胶印关键材料

34 泰兴市 泰兴市双羊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轮胎返回复合胶分切机

35 泰兴市 江苏泰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筒形工件一次机加工成形成套装备

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5G

1 南京市 南京嘉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5G-NR移动网络智能优化平台

2 南京市 南京欣网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5G网络切片的智能安防系统

3 南京市 南京南瑞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G承载电力高可靠低延时业务关键技术研究及设备开发

4 南京市 南京磐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5G网络的智能配电网自愈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5 南京市 南京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5G智慧路侧设施研发及产业化

6 南京市 南京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5G技术的智慧银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7 无锡市 无锡硅动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G终端电源模块用高频高压功率控制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

8 无锡市 江苏科麦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G信号屏蔽用铜塑复合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9 苏州市 盛科网络（苏州）有限公司 5G承载工业场景高融合交换芯片的研发与产业化

10 苏州市 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 5G基站用快速安装电连接器及组件产业化

11 苏州市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5G通信基站设备盲插射频同轴连接技术攻关

12 苏州市 苏州文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G光模块光波分复用滤光片的研发及产业化

13 常熟市 苏州全波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海域低频率大容量5G基站的研发及产业化

14 张家港市 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5G基站用小型化高性能介质波导滤波器的研发及产业化

15 南通市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 新一代低衰减、高稳定5G光电复合缆

16 如东市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新型网络架构下5G光模块研发及产业化

17 如东县 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5G通信用光纤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18 丹阳市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5G移动通信国产安全识别模块研发及产业化

19 扬中市 镇江默勒电器有限公司 基于5g技术的配电物联网核心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20 扬中市 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于5G领域的相变节能智能模块化数据中心集成设备的研发与产业
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量子通信

1 苏州市 江苏亨通智能物联系统有限公司 量子融合通信网关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工控安全重大技术攻关项目

1 南京市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自主可控国产CPU的分散控制系统研制与应用

2 南京市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防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3 南京市 南京南电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 基于泛在物联网技术的工控安全监测预警系统

重大技术（设备）攻关项目（车联网）

1 南京市 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车人协同的安全监测车载终端及云平台研发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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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京市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C-V2X的智能路侧单元研发与产业化

3 南京市 南京中感微电子有限公司 面向车联网智能语音入口的蓝牙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4 南京市 南京泰晟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新一代高效高精准度商用车安全驾驶辅助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5 南京市 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软件定义的城市智能信控与交通一体化管理平台

6 南京市 南京中科创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车载ai平台的智能网联汽车系统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7 南京市 南京蓝泰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人-车-路协同的行人过街智能管控系统

8 南京市 艾德克斯电子（南京）有限公司 基于大功率双向电源的汽车电子测试系统研发和产业化

9 无锡市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国家智能交通综合测试基地智能车路系统（车联网）关键技术研究及
测试环 境升级完善

10 无锡市 无锡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车联网云控与大数据服务平台

11 常州市 江苏中达智能交通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车联网国产密码应用研究与示范

12 苏州市 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基于车联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13 丹阳市 江苏新通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以太网通讯的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舱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云计算

1 南京市 江苏友上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智能交通深度分析云平台

2 南京市 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云通讯平台的研发及产业化

3 南京市 南京欧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Hadoop云平台的风力发电远程运维系统

4 南京市 南京粒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OT类APP(MDC/EAM)SAAS云项目

5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基于CGCS2000的苏州CORS北斗动态三维测绘基准平台

6 苏州市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有限公司 面向工业互联网的技术中台关键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

7 连云港市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 基于边云协同的城市智能交通综合管控系统

 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大数据

1 省属 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互联网大数据情报分析平台

2 南京市 中科曙光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 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研发及产业化

3 南京市 南京因泰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能源动力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

4 南京市 南京苏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宁智慧零售多态数据融合平台

5 南京市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向型制造企业决策支持服务平台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

6 南京市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紫光云智慧水务大脑

7 南京市 南京欣威视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商显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8 南京市 江苏凤凰数据有限公司 凤凰大数据光存储服务平台

9 南京市 南京南大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孪生城市的异构多源数据融合平台研发及产业化

10 南京市 南京星邺汇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及 精准营销服务协同支撑软件研

发

11 南京市 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可用多维度大数据安全保障平台研发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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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京市 南京慧尔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RTP雷达交通微观大数据平台

13 南京市 江苏吉诺思美精准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肿瘤精准大数据全自动分析平台

14 南京市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基于一体化大数据平台的智能水电厂管控系统

15 南京市 旻投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互联网+光伏电站大数据运维管理平台

16 南京市 南京名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4G图传技术的警务视音频大数据调度分析系统

17 南京市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金恒云平台的钢铁行业大数据解决方案

18 南京市 矽柏（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母婴大数据精准垂直服务系统研发与产业化

19 无锡市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支撑平台

20 无锡市 江苏开拓信息与系统有限公司 应用于智慧警务建设的大数据融合平台项目

21 无锡市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面向司法（监狱）领域的复杂背景大数据管控平台的研发及产业化

22 无锡市 无锡神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终端无线信息采集及融合分析应用平台

23 苏州市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燕车辆大数据分析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24 苏州市 苏州青颖飞帆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青书学堂智能在线教学平台的研发及产业化

25 镇江市 江苏鼎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区域一体化智慧教育云平台

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高端软件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分布式金融核心系统

2 南京市 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的电力智能安防系统

3 南京市 南京贝伦思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融合并行处理技术的大数据采集分析平台

4 南京市 南京亚信软件有限公司 自主创新金融级AISWare AntDB数据库研发及产业化

5 南京市 南京迈特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智慧医养领域的实时智能采集分析服务系统

6 南京市 南京云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IVR客服机器人软件研发

7 南京市 南京迪威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自动化光纤熔接控制软件研发

8 南京市 南京济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智能方舱一体化监测控制设备（IMCS）研发

9 南京市 南京天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多级管控模式下的新能源运维管理云平台的研发及应用

10 南京市 南京飞搏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非接触式数据安全交换关键技术研发

11 南京市 南京东源磐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管边端框架下的效能升级管控研发及产业化

12 南京市 南京开江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技术的智能政务软件系统

13 南京市 江苏金陵智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面向智能化产线设备边缘侧数据集成技术与控制系统平台

14 南京市 江苏欧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新型触控技术的智能多媒体终端研发

15 无锡市 无锡辰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边缘计算智能虚拟化架构的桌面云系统

16 无锡市 江苏微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SaaS模式的全行业解决方案的小程序平台的研发

17 无锡市 中船重工奥蓝托无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船岸协同航行能效智能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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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宜兴市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软件行业政企服务大平台

19 苏州市 双乾网络支付有限公司 双乾互联网支付交易系统

20 苏州市 苏州千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航空发动机复杂曲面关键零部件CAM软件研发及产业化

21 苏州市 苏州微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车间运维物联网平台软件研发与产业化

22 昆山市 昆山塔米机器人有限公司
面向科技馆高精度、高性能科学普及和引导服务机器人智能化
控制系统的研发与产业化

23 太仓市 苏州新亚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单片机的远程温度监控与智能预警系统的研发

24 张家港市 江苏远大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云E控-基于工业物联网架构设计的软硬一体化系统的研发
及产业化

25 连云港市 江苏金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慧消防管理平台研发与产业化

26 扬州市 扬州万方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国产自主可控支撑服务环境的研发

27 镇江市 江苏星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星勋应用感知的资源配置机制软件系统

28 丹阳市 江苏天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铝车轮智能生产工业控制系统研发与产业化

29 泰兴市 江苏华骋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纯电动汽车智能电源转换器及其软件研发与产业化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1
无锡市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省先进封装与系统集成创新中心建设发展项目

2 徐州市 江苏汇智高端工程机械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省高端工程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创新中心建设发展项目

3
常州市

江苏江南烯元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石墨烯创新中心建设发展项目

4 常州市
国创新能源汽车能源与信息创新中心（江苏）有

限公司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能源与信息创新中心建设发展（含重大共性技术研

发-大功率自动充电系统研发）项目

5
苏州市

江苏新视界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省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建设发展项目

6 连云港市 江苏原创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原创化学药创新中心建设发展项目

高端装备研制赶超项目

1 南京市 中船重工鹏力（南京）智能装备系统有限公司 高功率龙门式激光-电弧复合焊接装备

2 南京市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海上大型风电齿轮箱(≥6兆瓦)研制赶超项目

3 无锡市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车尾气净化器的开发与产业化

4 徐州市 徐工消防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88米大型登高平台消防车研制

5 邳州市 江苏鲁汶仪器有限公司 12英寸平台刻蚀机的研发及产业化

6 常州市 常州市龙鑫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纳米级粉体智能砂磨设备LS-400

7 常州市 常州市新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民用航空碳纤维复合材料自动辊压成型机

8 苏州市 吴江万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D仿形织物智能织造装备

9 张家港市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配套于催化裂化装置的高温高压脱硝余热锅炉成套化装备研制赶超工
程

10 南通市 南通中集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70MPa车载Ⅳ型储氢气瓶

11 南通市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复杂曲面的高速高精度五轴桥式龙门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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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通市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400kV及以上交联聚乙烯绝缘光纤复合直流海底电缆的研制及示范
应用

13 扬州市 扬州美达灌装机械有限公司 面向气雾制品高速灌装的智能化柔性生产线研发及产业化

14 镇江市 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交通连接用高密封免维护精密轴承

15 南京市 南京工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数控多功能复合切削加工齿轮机床

16 无锡市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化精密零部件在线测量装备

17 无锡市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0℃级变形高温合金精密环锻件

18 苏州市 苏州明志科技有限公司 精密铸造机器人制芯装备

19 苏州市 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缸体孔数控多轴复合珩磨机

20 张家港市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液体灌装机械1—聚酯瓶一体化液体无菌灌装成套设备

21 南通市 南通四方冷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化深冷速冻保鲜生产技术装备

22 扬州市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多连杆机械压力机

23 扬州市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多边折边机

24 高邮市 江苏创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粉料包装机械2—高速粉料自动阀口包装机组

25 镇江市 镇江大力液压马达股份有限公司 高压大功率摆线液压马达

26 扬中市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高分断智能型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首台（套）装备保险补贴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速力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SLD-RW22B翻转加工中心

2 南京市 南京宁庆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横梁移动式五轴联动（双摆头）数控龙门加工中心

3 南京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南京鹏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系统）

4 无锡市 无锡奥特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ALP240R圆柱电芯锂电池包智能生产线

5 江阴市 江苏高德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保险试点项目

6 江阴市 江苏中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型智能化废橡胶再生成套设备

7 宜兴市 宜兴市华鼎机械有限公司 BTSD280高性能大转鼓碟式离心机

8 常州市 常州汉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T-6分体式整套甜菜收获机

9 常州市 常州市南港港口机械有限公司 铁路电动旋转集装箱吊具

10 常州市 常州市通力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M2柔性自动化水平有箱静压造型线

11 常州市 常州御发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DS90B煤矿井下绳牵引单轨吊运输系统

12 苏州市 江苏银旭隧道机械有限公司 YX型大断面高精度混凝土管节模保费补贴

13 苏州市 苏州苏铸成套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智能化全自动浇注机首台套保险项目

14 苏州市 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 BCD2400系列全自动砂光锯切生产线首台套保险项目

15 苏州市 苏州新火花机床有限公司 SPM1060G-5数控电火花蜂窝磨床

16 苏州市 苏州琼派瑞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T-5813型全自动缝制手术巾生产机首台套保险补贴

第 14 页



序号
所属市、县

（市）
申报主体 项目名称

17 常熟市 罗伯泰克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SMBS单立柱铝合金堆垛机 

18 昆山市 苏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LEADπⅡF-6022配8KW激光器智能模块化高速龙门双驱激光切割机首

台套保险

19 昆山市 昆山金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JJ380型六色无水PS版间歇式轮转印刷机

20 如东县 江苏海灵重工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4MW海上风机三段式单桩基础

21 如皋市 南通力威机械有限公司 深海作业平台绿色节能锚泊定位智能装备

22 盐城市 江苏闳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Y-2012PF平带式复合机

23 盐城市 盐城市华森机械有限公司 HSXD-2500型柔性循环组合刀模成型生产线

24 盐城市 盐城秦川华兴机床有限公司 YK7640数控摆线磨齿机

25 盐城市 江苏吉能达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TSS-5000型智能双驱粉体精密分级装备

26 阜宁县 江苏瑞赛克环保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t/h废旧轮胎破碎回收生产线

27 扬州市 扬州快乐机械有限公司 首台套重大装备保险试点项目

28 宝应县 江苏奥新科技有限公司 RM4680就地热再生双层摊铺一体机

29 宝应县 江苏四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SMC-5000型电液控制混凝土构造物滑模摊铺机

30 高邮市 江苏浩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M-T8型LED灯管全自动智能生产线

31 镇江市 上豪包装机械（镇江）有限公司
SBH150+DC02+TM01可调式卷筒方底纸袋机和SBH450-518TH全自动扁绳
信手提袋制作机

32 镇江市 江苏海雷德蒙新能源有限公司 整体式能源塔

33 镇江市 江苏塞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SF-075DG-DL-T2/T3/T4高性能飞机地面空调机组

34 镇江市 江苏安德信超导加速器科技有限公司 150KeV电子发射源

35 丹阳市 江苏天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H-XYJ26-T立式三轮旋压机

节能环保装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格洛特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稀有稀土工业污染治理关键成套设备产业化基地

2 南京市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型高参数垃圾焚烧发电机组的研发及产业化

3 南京市 南京孚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风电新型润滑冷却系统产业化项目（一期）

4 南京市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垃圾填埋场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装备研发与产业化

5 南京市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废盐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装备研发与产业化

6 南京市 南京昌德成电器有限公司 节能型家用电器LED智能照明及系统研制及产业化

7 南京市 南京哈维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DD83磁极模组研制及产业化

8 南京市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分布式水体水质净化技术装置研制及产业化

9 苏州市 苏州嘉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城镇生活垃圾高效资源化处理智能成套装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10 苏州市 苏州韩博厨房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城乡有机废弃物分布式就地资源化利用装备研制及产业化

11 苏州市 江苏盖亚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精准土壤地下水取样修复一体机的研发及产业化

12 苏州市 苏州苏净安发空调有限公司 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冷热联供余热回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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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苏州市 苏州苏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静脉产业园高浓度废水深度处理关键技术装备研制及产业化

14 张家港市 苏州富淼膜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高效污水深度处理膜材料和膜分离成套装备开发及产业化

15 张家港市 江苏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废塑料回收利用智能化成套装置的研发及产业化

16 昆山市 苏州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高低温液体循环精密智能节能温控设备研制及产业化

17 阜宁县 江苏东方滤袋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220万平方米覆膜无纺布生产线

18 射阳县 江苏光辉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节能变压器铁芯生产线节能环保(产品)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19 东台市 上海玻璃钢研究院东台有限公司 大型风机叶片产业化生产建设项目

20 扬州市 江苏新时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200万平方米平板陶瓷膜项目

21 高邮市 江苏奥利思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非电行业低温高效脱硝催化剂与装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22 镇江市 江苏凯德电控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智能制冰系统的开发与产业化

23 丹阳市 江苏瑞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航空级轻质柔性防火耐高温电缆用改性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

24 丹阳市 江苏文光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面向人车路共融高节能型矩阵式LED智能车灯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25 丹阳市 江苏欣战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效多晶PERC太阳能电池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26 泰兴市 江苏兆胜空调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制冷空调通风系统产业化项目

企业重大兼并重组项目

1 南京市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司、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并购项目

2 南京市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购买江苏道康发电机组有限公司60%股权，实现公司军民融合及
通信基础设施的产业布局

3 南京市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收购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65%股权

4 南京市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红太阳收购阿根廷Ruralco公司60%股权的项目

5 无锡市 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日托兼并重组无锡德鑫项目

6 江阴市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阴市光科光电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

7 江阴市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兴澄特钢收购锡钢集团、靖江港务项目

8 徐州市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收购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项目

9 徐州市 江苏宗申车业有限公司 江苏宗申车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绿源电动车江苏有限公司

10 常州市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并购常州威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 常州市 常州博瑞特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收购福建鼎盛五金制品公司

12 苏州市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FLEX下属PCB制造业务相关主体（合称Multek）的项目

13 苏州市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收购奥地利弗艾斯起重机有限公司项目

14 苏州市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苏州威斯东山电子公司

15 苏州市 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重大兼并重组项目（收购江苏阳恒化工有限公司）

16 苏州市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胜利精密通过全资香港子公司收购芬兰公司JOT Automation Oy 
100%股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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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南通市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上海运能能源科技公司

18 靖江市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达汽车科技收购江苏恒义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电子门控软件及系统产品的产业化

2 南京市 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药物的研发及产业化

3 南京市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心血管疾病标志物联合检测试剂盒研发及产业化

4 南京市 南京三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A23-A浮筑减振材料研发和产业化

5 南京市 南京磁谷科技有限公司 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产业化

6 南京市 南京中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高压车载直流配电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7 南京市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严酷环境下长寿命混凝土关键材料开发与应用研究

8 南京市 南京常荣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声波团聚的工业废气深度净化成套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9 南京市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智能巡检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

10 南京市 南京银茂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大电流高可靠集成型全碳化硅功率模块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

11 无锡市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高精度晶体硅片加工成套装备研发和产业化

12 无锡市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低功耗无线收发器系统芯片研发

13 无锡市 无锡时代天使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及其设计服务的研发及产业化

14 无锡市 无锡市科虹标牌有限公司 IMD模内注塑触控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15 无锡市 无锡市安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化多功能钻机研发及产业化

16 无锡市 无锡海核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船用蔬果气调保鲜装置产业化

17 无锡市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白炭黑新产品研发及产业化

18 无锡市 吉姆西半导体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化学抛光清洗机的供液系统研发和产业化

19 无锡市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声主机和核心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

20 无锡市 无锡中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大气颗粒物监测激光雷达研发和产业化

21 江阴市 江苏科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新材料研发和产业化

22 江阴市 江苏方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分布式光伏集成供电系统研发和产业化

23 江阴市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百菌清原药制剂研发和产业化

24 宜兴市 江苏诺明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干熄焦高性能长寿命耐火材料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25 宜兴市 宜兴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瑞泰生产线智能改造项目

26 宜兴市 江苏天鸟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碳纤维热场预制体制造装备更新换代

27 徐州市 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含贵金属废催化剂综合利用及清洁生产技术与产业化提升

28 徐州市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解决方案

29 睢宁县 江苏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分离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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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常州市 江苏易成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热塑性碳纤维复合芯导线智能化升级项目

31 常州市 常州市赛尔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动车组前照灯照明系统研发和产业化

32 常州市 江苏万帮德和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研发和产业化

33 常州市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焊接机器人研发的产业化

34 常州市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墨烯薄片制品智能化视觉检测设备研发

35 常州市 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 桁架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

36 常州市 常州市武进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 压花压光辊筒及机械研发和产业化

37 常州市 常州康普瑞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旋叶式汽车空调压缩机产业化项目

38 常州市 常州日月机械有限公司 铜铝连续挤压设备研发和产业化

39 常州市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高低压配电电器关键部附件的研发

40 常州市 常州市蓝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精密铝压铸件研发和产业化

41 常州市 灵通展览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构件式展览器材研发和产业化

42 常州市 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绿色环保PVDF氟碳粉末涂料产业化

43 常州市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1000吨国产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

44 常州市 常州贺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热流密度微通道冷板产业化项目

45 常州市 吟飞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电子乐器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46 溧阳市 江苏金源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低风速风电齿轮箱组件智能化生产提升项目

47 溧阳市 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钢制扬克烘缸自动化项目

48 苏州市 苏州赛力菲陶纤有限公司 连续碳化硅纤维的产业化

49 苏州市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13万件高速率光器件生产线改造项目

50 苏州市 华晓精密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高性能自动导引运输车研发和产业化

51 苏州市 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化设计微纳柔性制造工艺平台设备上云建设一期

52 苏州市 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

53 苏州市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高速印刷生产线的研发和产业化

54 苏州市 苏州凯尔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化塑料焊接设备培育项目

55 苏州市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易拉盖/易拉罐生产成套设备产线能力提升项目

56 苏州市 苏州三基铸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DC4000C精密卧式冷室压铸机

57 苏州市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8 苏州市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气体及大宗气体的一站式供气解决方案项目

59 常熟市 江苏华益科技有限公司 PET试剂盒研发和产业化

60 常熟市 常熟长城轴承有限公司 高速轴承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

61 常熟市 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公司 车用非织造材料柔性复合生产线

第 18 页



序号
所属市、县

（市）
申报主体 项目名称

62 常熟市 常熟市精工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玻璃模具材料研发和产业化

63 常熟市 常熟市宝沣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安全防护服装面料研发和产业化

64 常熟市 苏州富士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酶制备R-硫辛酸及R-硫辛酸氨基丁三醇的研发

65 常熟市 常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船舶机舱自动化系统智能化升级项目

66 昆山市 昆山开信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喷丸强化工艺及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67 昆山市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X荧光光谱仪的研发和产业化

68 昆山市 若宇检具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综合匹配检具产业化

69 昆山市 萨驰华辰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高端轮胎成型装备技术提升的研发及产业化

70 太仓市 苏州贯龙电磁线有限公司 风电绕组特种电磁线智能制造技术改造

71 太仓市 苏州金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PU/ABS/PP 复合板材系列生产线的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72 张家港市 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研发

73 张家港市 江苏金帆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充放电电源、测试机研发和产业化

74 南通市 南通新帝克单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滤用皮芯型热熔性聚合物单丝研发和产业化

75 南通市 江苏天舒电器有限公司 低温环境热泵热水机性能研发

76 南通市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 聚酰亚胺耐高温光纤研发

77 南通市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G系列工业控制类高压电极箔研发

78 海安市 南通通洋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TYVS-V1.0超薄伺服控制永磁同步门机的智能升级及产业化

79 海安市 江苏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 电梯感应式一体化操纵盘研发

80 海安市 南通明诺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智能清洁环卫设备研发

81 如东市 江苏如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钻井和修井用动力钳研发和产业化

82 如东市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注药泵研发和产业化

83 如皋市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基于非液相控制的广域高性能系列断路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84 如皋市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新型正立式电流互感器研发和产业化

85 如皋市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液压类汽车零部件产业化

86 淮安市 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  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研究与应用

87 淮安市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盐酸氨基葡萄糖片培育项目

88 金湖县 江苏金石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高压油气井口装备研发和产业化

89 金湖县 江苏省协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2级无机芯材防火金属复合板及设备研究应用

90 盐城市 江苏谷登工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水平定向钻机产业化

91 盐城市 江苏圣泰阀门有限公司 Y形直流式压力密封截止止回阀产业化

92 盐城市 盐城市金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可靠性精密减速机升级改造项目

93 盐城市 江苏苏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涂装非标设备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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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盐城市 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 轴流式止回阀技术升级改造

95 盐城市 江苏华鸥玻璃有限公司 实验室玻璃仪器、玻管技术升级项目

96 东台市 江苏新技机械有限公司 高速电线挤出生产线研发和产业化

97 建湖县 江苏国瑞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可变换压力补偿方式的电液比例多路阀研发

98 扬州市 上扬无线射频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智能RFID标签性能可靠性提升改造项目

99 宝应县 扬州尼尔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MC尼龙电梯传动轮研发和产业化

100 宝应县 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件研发、制造、检测能力提升

101 高邮市 江苏华富储能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发电储能电池研发和产业化

102 镇江市 镇江大力液压马达股份有限公司 BMER系列高速配流大扭矩液压驱动马达研发

103 镇江市 江苏兆能电子有限公司 大功率高效率电源模块的研发及产业化

104 镇江市 镇江同舟螺旋桨有限公司 高效节能船用螺旋桨核心技术突破及产业化应用

105 丹阳市 江苏鼎泰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高铁砂浆灌注专用材料研发生产项目

106 扬中市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母线数字化智能制造项目

107 扬中市 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可安全预测的智能母线项目

108 泰州市 泰州市创新电子有限公司 一体机电脑支架系统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109 泰州市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传染病及女性感染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110 靖江市 江苏光芒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高效节能一体式空气能热水器生产线智能改造项目

111 靖江市 靖江先锋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大规模集成电路等离子刻蚀设备 （PM）工艺腔室模块

112 靖江市 江苏赛德力制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智能固液分离技术产品制造培育项目

113 靖江市 卓然（靖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新型工业炉用稀土耐热钢炉管产业化项目

114 泰兴市 江苏河海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晒用纳米二氧化钛

115 泰兴市 江苏永昇空调有限公司 粮仓专用空调研发和产业化

116 泰兴市 亚太泵阀有限公司 高效节能型高电压低转速潜水轴（贯）流泵研发及产业化

117 宿迁市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镍粉研发和产业化

118 宿迁市 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PVC/PETG电池标签研发和产业化

119 沭阳县 江苏宋和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万针高速电子提花机研发和产业化

120 泗阳县 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精梳丝绒被研发及产业化

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宁工业B2B电商平台

2 南京市 南京西普水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西普水泥生产工业互联网管理云平台

3 南京市 南京易司拓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电云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

4 南京市 艾欧史密斯(中国)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基于制造协同与数据分析的净水设备智能运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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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京市 江苏海平面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跨行业跨领域Grampus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

6 无锡市 大唐融合通信无锡有限公司 大唐工业互联网平台

7 常州市 常州市步云工控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步云纺织智能云平台

8 苏州市 赛飞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 CYPHY工业互联网通用平台的构建和验证

9 昆山市 昆山同日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场内物流高端装备互联网维控平台

10 昆山市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JOYCloud巨立云电梯工业互联网平台

11 丹阳市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基于“精准农业”的农机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APP优秀解决方案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擎天绿色低碳工业互联网的企业碳资产管理工业互联网APP应用

解决方案

2 南京市 江苏金思维软件有限公司 金思维生产管控工业互联网APP应用解决方案

3 无锡市 江苏海宝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APP优秀解决方案

4 镇江市 江苏斯诺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货准达企业智能物流APP

智慧江苏建设重点工程项目

1 省属
江苏省妇联新媒体与网络信息传播中心（江苏《
莫愁》杂志社）

江苏省women+智慧云平台

2 省属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有线宝”金融文化综合服务

3 省属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示范工程

4 南京市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运满满全国公路干线物流智能调度平台

5 南京市 烽火祥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养老云服务平台

6 南京市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患一体智慧中药药事服务

7 南京市 江苏户传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315信息化大数据和解平台

8 南京市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基于移动支付的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

9 南京市 江苏摩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公路大数据管控平台

10 溧阳市 溧阳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智慧天目湖公共服务云平台建设

11 溧阳市 溧阳市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溧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云平台建设

12 句容市 句容市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句容市基层党建标准化项目

信息消费试点示范项目

1 南京市 南京创维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于AIoT技术的智慧家庭成套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2 南京市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孩子王020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3 南京市 南京福康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信息化应用

4 南京市 江苏东交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的沥青路面智能施工管控系统

5 南京市 江苏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斗为老服务平台

6 南京市 江苏艾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智能家居示范企业及全品家智能家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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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锡市 央视国际网络无锡有限公司 工信部2019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网络视频数据库平台

8 无锡市 法斯达（无锡）医学设备有限公司 面向云的新生儿专用心电图机

9 无锡市 无锡博慧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血糖糖化检测系统

10 无锡市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融合的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

11 无锡市 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为智慧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示范项目

12 常州市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 璟彩人生智慧康养小屋示范应用及推广

13 常州市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行智慧交通运营服务

14 苏州市 苏州市民卡有限公司 “互联网+市民卡”便民惠民服务平台

15 苏州市 江苏随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社区智慧微菜场的食行生鲜电子商务平台

16 苏州市 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企业

智慧江苏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汇鑫融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智能慢病防治一体化平台

2 南京市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级停车管理云平台

3 南京市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公交信号优先控制系统

4 无锡市 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医保整合服务型紧密医联体

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

1 南京市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全场景智慧零售大数据平台

2 南京市 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公安时空大数据资源信息管理平台解决方案

3 南京市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蓝雁卫士”TDD大数据预警平台

4 南京市 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华苏Deeplan警务大数据人群分析系统软件

5 无锡市 中兴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与互联网的城市级动静交通综合监测与分析系统

6 无锡市 无锡识凌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医院数据互联互通平台

7 无锡市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云端肝脏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8 常州市 常州天正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天正I-Martrix工业大数据平台

9 常州市 江苏佰腾科技有限公司 佰腾专利大数据应用平台

10 苏州市 苏州数字地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MAP大数据地图引擎平台

11 苏州市 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地理时空大数据管理系统

12 苏州市 江苏亿友慧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大数据平台

13 南通市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物联网大数据与智慧环保平台

14 扬州市 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途“多规合一”大数据信息平台

“i创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及获奖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苏商传媒有限公司 第五届“i创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总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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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京市 南京蓝鲸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图文创作社交应用

3 南京市 南京天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机器人的管道智能运维系统平台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4 无锡市 恩纳基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半导体高精度芯片贴装机器人

5 常州市 常州格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乐器

6 苏州市 金数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新一代商业大数据挖掘和个性化推荐平台-蜻报

7 镇江市 镇江慧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精准放射治疗计划设计云服务

软件核心标准研制和应用推广项目

1 无锡市 无锡华云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云服务核心标准研制和应用推广项目

2 苏州市 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运营通用要求

服务体系建设

1 省属 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2 省属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江苏经信智库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3 省属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4 省属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多层次资本市场区县经济辅导基地

5 省属 江苏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机械装备制造业公共技术服务项目

6 省属 江苏省企业法制工作协会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基地）项目

7 省属 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 江苏省工业设计服务平台

8 省属 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 前沿新材料集群发展促进机构

9 南京市 南京市企业服务中心 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营

10 南京市 江苏创业者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业服务）

11 南京市 江苏东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双创服务平台建设

12 南京市 江苏巨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医疗行业的精细化管理与控制的MES系统

13 南京市 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14 南京市 南京福瑞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管理提升行动服务项目

15 南京市 江苏零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运网--江苏省企业服务运营平台

16 南京市 江苏鹏为软件有限公司 鹏为中小企业全景电商体系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17 南京市 江苏信惠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一站式科创服务平台

18 南京市 南京钟山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紫东国际创意园小微基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19 南京市 江宁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基地）项目

20 南京市 南京网新科技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秣陵九车间文化创意园

21 南京市 江苏软件产业人才发展基金会 江苏软件和互联网产业人才发展公益项目

22 无锡市 无锡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无锡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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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无锡市 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 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24 无锡市 江苏蓝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蓝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咨询综合服务平台

25 无锡市 清华大学无锡应用技术研究院 清华无锡院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

26 无锡市 江苏方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苏方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共服务平台

27 无锡市 无锡惠山新城生命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生命科技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28 无锡市 无锡惠山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软件园中小企业公共服平台

29 无锡市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无锡市电动车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30 无锡市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电产品及车辆检测中心 中小企业机电产品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31 无锡市 无锡沃尔福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发动机设计及试验开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32 无锡市 南京海关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江苏（无锡）功能性纺织服装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中心

33 无锡市 无锡力合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无锡力合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34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江大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业基地

35
无锡市

江苏省半导体行业协会 集成电路集群发展促进机构

36 江阴市 江苏中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中泰企业职业和环境健康公共服务平台

37 徐州市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大学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体系建设

38 邳州市 邳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邳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服务体系建设

39 睢宁县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40 新沂市 新沂市草桥工业集聚区发展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项目

41 常州市 常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42 常州市 万帮充电设备有限公司 星星充电智慧运维平台

43 常州市 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基地）项目

44 常州市 大连理工江苏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常州智能装备技术成果产业化平台能力提升项目

45 常州市 常州市西夏墅企业创新发展中心 常州精密工具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能力提升建设

46 常州市 常州汇智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五星智造园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基地

47 常州市 常州恒生科技园有限公司 常州恒生科技园建设

48 常州市 江苏绿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绿色建筑产业示范基地

49 溧阳市 江苏正平技术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正平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50 苏州市 苏州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 苏州软件园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51 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苏州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52 苏州市 苏州火炬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博济科技园公共服务平台

53 苏州市 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新药临床前药物安全性评价服务中心

54 苏州市 太湖金谷（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太湖金谷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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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苏州市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56 苏州市 苏州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纺织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扩建

57 苏州市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58 苏州市 江苏盛虹纺织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纺织品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服务项目

59 苏州市 中认英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消费品及高端装备制造综合检测服务平台

60 苏州市 苏州创客邦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创客邦公共服务平台

61 苏州市 苏州博士创新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62 苏州市 苏州安艾艾迪职业培训中心 中小企业互联网公共人才服务平台

63 苏州市 苏州中创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中创科技创业园公共服务平台

64 苏州市 苏州致远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制造企业运营管理提升公共服务平台

65 苏州市 苏州市尚科产品检测中心 环境洁净产品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66 苏州市 苏州市木渎中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木渎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公共服务平台

67 苏州市 苏州小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小样青年社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68 苏州市 苏州西交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漕湖科技园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69 昆山市 亿科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儿童用品检测技术服务平台

70 常熟市 常熟同济科技园有限公司 同济（常熟）科技园

71 张家港市 张家港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港口智慧物流公共服务平台

72 太仓市 大加利（太仓）质量技术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基地）项目——大加利质量技术检测公共服
务平台

73 太仓市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药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74 南通市 南通迅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

75 如皋市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肠衣加工等公用设施升级改造

76 连云港市 南京工业大学连云港工业技术研究院 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77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投资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

78 扬州市 扬州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工艺美术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79 扬州市 扬州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80 扬州市 扬州蓝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81 扬州市 扬州慧成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82 扬州市 扬州天龙职业培训学校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83 扬州市 扬州市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中小微企业创业服务项目

84 扬州市 扬州文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85 宝应县 江苏宝应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基地）项目

86 镇江市 镇江市信息资源中心 跨界整合资源构建企业帮办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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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镇江市
惠龙港国际钢铁物流基地(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多式联运智慧物流公共服务平台

88 镇江市
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中低压配电
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89 镇江市 江苏易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服务平台升级提升项目

90 镇江市 镇江华东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升级服务

91 镇江市 镇江市丹徒区科创建设有限公司 构建企业发展服务体系（基地）

92 丹阳市 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丹阳眼镜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能力提升建设

93 扬中市 扬中市云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94 泰州市 江苏华创医药研发平台管理有限公司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医药创业服务中心

95 泰州市 泰州市中小企业协会 中小企业管理提升项目

96 宿迁市 宿迁市中小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基地）项目

97 沭阳县 沭阳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98 沭阳县 宿迁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与产业服务体系建设

工业互联网优秀服务机构项目

1 省属 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工业互联网专题活动策划及赛事组织项目

2 省属 南京大学 工业电商发展专项活动项目

3 南京市 南京润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展览展示项目

4 南京市 南京信息管理学院 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培育培训项目

5 南京市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两化深度融合咨询诊断服务项目

6 无锡市 江苏新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企业家工业互联网培训项目

7 常州市 常州常信园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两化融合人才体系建设项目遴选单位

8 苏州市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东分院 工业互联网评定标准化项目

9 南通市 江苏中天科技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支撑项目

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项目

1 省属
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江苏

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江苏省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中心建设及服务

2 张家港市 江苏国泰新点软件有限公司 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设及服务

工业互联网顶级节点灾备中心项目

1 南京市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顶级节点灾备中心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重大协同攻关基地和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1 省属
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江苏

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测试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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