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

2017～2018年（第24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拟认定公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1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 北京锐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锐安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 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7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一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一工厂技术中心

19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1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2 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23 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

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4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5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6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7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8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9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0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1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2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3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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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5 徐州黎明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黎明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6 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7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8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9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0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1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2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3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4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
45
司
46 安徽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7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8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9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0 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

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1 福建天晴数码有限公司

福建天晴数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2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3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4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5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6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7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8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9 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0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1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2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3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4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5 青岛宝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宝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6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7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8 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

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9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0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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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武汉精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精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2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3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4 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

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5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6 泰富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泰富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7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
78
司
79 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公司

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公司技术中心

80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1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2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3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4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5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6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7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8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9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0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1 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2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3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4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5 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6 重庆金美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金美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97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8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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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0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1 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102 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公司

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3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4 四川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5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106 德宏后谷咖啡有限公司

德宏后谷咖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7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8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9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110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1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技术中心

112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3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分中心：

1 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

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 浙江天能电池（江苏）有限公司

浙江天能电池（江苏）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 烟台东方威斯顿电气有限公司

烟台东方威斯顿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
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宝鸡器材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宝鸡器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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