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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主导产品

1 北京臻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GBT
2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精密光学机械移动及控制组件

3 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 微电子互连用合金焊粉

4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脑起搏器

5 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6 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兽用原料药及药物制剂

7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Base 数据库

8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光引发剂 TPO
9 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肾炎康复片

10 天津市凯诺实业有限公司 卡箍

11 天津移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推土机

12 唐山贺祥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卫生陶瓷高压成型机

13 恒润集团有限公司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14 河北华发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红外触摸一体机

15 河北协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天门冬氨酸

16 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农用机械和自动化控制系统

17 唐山金亨通车料有限公司 自行车车料

18 唐山冶金锯片有限公司 锯片

19 石家庄市长安育才建材有限公司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20 河北智同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I
21 精英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安全生产管理软件

22 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MMA双组份标线材料生产及施工

23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英坩埚

24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骨制明胶、骨胶原蛋白、骨源磷酸氢钙

25 朝阳佛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多层共挤高阻隔膜

26 辽宁胜达环境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再生涤纶短纤维

27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半导体喷/涂胶显影、单片湿法处理设备

28 沈阳顺风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型环保建筑涂料

29 北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

30 丹东优耐特纺织品有限公司 功能性纺织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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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导产品

31 盘锦辽河油田天意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钻井装置/钻井系统

32 大连医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共轭亚油酸微囊粉

33 大连开元管道有限公司 预制直埋保温管及管件

34 长春市万易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金融信息化运营服务平台

35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编码器

36 哈尔滨工大金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低品位热能资源化专用装备

37 哈尔滨新中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校园

38 中科新松有限公司 协作机器人

39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玻璃酸钠注射液

40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电网开关及在线监测系统

41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超高压弹性压榨机

42 纳琳威纳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无机改性功能膜

43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急救药

44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真空吸尘车

45 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技术服务

46 上海天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布线

47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芯片铜互连超高纯电镀液

48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椎体扩张球囊导管

49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动脉介入产品

50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数字全变频控制供水设备

51 上海金友金弘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电缆

52 上海波汇科技有限公司 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

53 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消防车、消防机器人和军用防核生化车辆

54 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先天性心脏病缺损封堵系统

55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组合式副产蒸汽石墨氯化氢合成炉

56 扬州东升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悬挂系统及稳定杆

57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陶瓷滤膜及成套装备

58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能量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仪

59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叉车门架滚动轴承

60 江苏凯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大尺寸个性化铝车轮

61 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力学环境试验设备

62 江苏海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洗涤设备

63 张家港保税区灿勤科技有限公司 介质滤波器

64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 步态评估与训练系统

65 江苏华富储能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储能电池及其储能系统

66 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钛纳米高分子合金涂料

67 江苏明德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地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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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徐州斯尔克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功能性涤纶 POY/FDY异收缩混纤丝

69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谐波减速器

70 江苏迈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级抗氧剂（BHT）
71 江苏振华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舰船用泵

72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级二氧化硅微粉

73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医用耗材智能装备

74 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 互感器

75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拉削刀具、花键环塞规

76 浙江华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塑机螺杆

77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配气机

78 浙江朝隆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纺粘非织造布生产线

79 浙江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拉车控制系统、伺服电机及其控制系统

80 浙江金石包装有限公司 软包装复合材料

81 海盐宇星螺帽有限责任公司 螺母

82 浙江格凌实业有限公司 旋涡式气泵

83 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数码存储和信息安全控制器

84 浙江科惠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骨科内植入器械

85 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膨润土、无机凝胶

86 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司 手动葫芦

87 宁波菲仕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节能注塑机用伺服电机

88 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气动元件

89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液压马达

90 宁波荣大昌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速印机

91 宁波长城精工实业有限公司 钢卷尺

92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尾气后处理产品

93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

94 安徽省恒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内燃机活塞

95 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色选机

96 安徽安泽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泽系列电采暖

97 天长缸盖有限公司 内燃机气缸盖

98 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4二羧酸

99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防老剂 6PPD、RT培司

100 安徽翰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人棉色纺针织纱

101 安徽红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羽绒服

102 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家居

103 古麒羽绒股份公司 功能性羽绒

104 安徽科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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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 燕庄芝麻油

106 安徽三宝棉纺针织投资有限公司 玉米纤维家纺

107 黄山精工凹印制版有限公司 凹印版辊

108 宿州市东大木业有限公司 实木复合地板

109 安庆市汇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推力杆总成

110 安徽银河皮革有限公司 功能性生态皮革

111 澳蓝（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植物纤维湿帘材料、蒸发式冷气机

112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检测系统和自动化组装设备

113 福建宏贯路桥防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铁桥梁预埋件

114 龙合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物料终端搬运系统及解决方案

115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有限公司 排水抢险车

116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涂料

117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纳米二氧化硅

118 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 白茶

119 厦门利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ED照明用单面铝基印制电路板

120 晋大纳米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磷酸锆载银抗菌粉、纳米银抗菌溶液

121 江西岳峰集团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环保橡塑助剂和热塑性复合材料

122 赣州虹飞钨钼材料有限公司 高纯钨材

123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氨基硅烷、环氧基硅烷、氯丙基硅烷

124 江西阳光安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密集架

125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珍视明热敷眼罩

126 江西悦安超细金属有限公司 羰基铁粉

127 江西井竹实业有限公司 苎麻袜

128 山东汇丰铸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起吊用高性能卷筒

129 山东金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碳化硅陶瓷制品

130 山东博苑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三甲基碘硅烷、无机碘化物

131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牙科填料

132 山东博远重工有限公司 挂篮

133 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空纤维纳滤膜及其装置

134 山东一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
135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抛丸清理装备

136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通风机

137 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阿替洛尔注射液

138 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 安全吊钩索具

139 山东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信息化防伪技术产品

140 山东光大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电力金具

141 山东赛马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新型环保超静音发电机组

142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轻质墙板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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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 中餐燃气炒菜灶

144 山东建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复合式高速进排气阀

145 山东霞光集团有限公司 木塑制品

146 青岛海纳光电环保有限公司 烟尘烟气监测仪

147 青岛宝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智能集成系统

148 青岛泰德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轴承

149 青岛东海药业有限公司 常立宁牌酪酸梭菌活菌片

150 青岛建华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脑心麻电机和微电脑智能控制全自动

劈半机

151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熏蒸治疗机、牵引床

152 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超硬材料及超硬工具

153 人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低烟无卤阻燃电力电缆、绝缘电缆、电线

154 郑州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AR60 系列齿轮润滑泵

155 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生长调节剂

156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GeoStar系列软件平台

157 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便乃通茶

158 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超薄电子玻璃

159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

160 湖北天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量传感器

161 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全息防伪膜

162 襄阳光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乘用车保险杠总成

163 湖北飞龙摩擦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动衬片

164 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刚石锯片基体

165 长沙金龙铸造实业有限公司 智慧井盖

166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胶体果胶铋原料及制剂

167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埋螺栓套

168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碳/碳复合材料热场部件

169 湖南创一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MD/SMT高性能镍锌磁性材料

170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装备防腐及防水涂料

171 湖南星邦重工有限公司 高空作业平台

172 衡阳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带式输送机

173 湖南福德电气有限公司 能源回馈型动力电池充放电检测系统

174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

175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磁屏蔽膜

176 湛江市聚鑫新能源有限公司 球形石墨

177 惠州市正牌科电有限公司 高可靠安全开关

178 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 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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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广东先导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材料

180 汕头市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薄膜用功能性母料

181 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模块式废旧塑料处置回收系统

182 广州中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食药保健品生产管控系统

183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舞台灯具、景观照明灯具

184 广东金力变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型减速电机

185 广东伟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塑机生产系统

186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PM.2.5在线源解析质谱监测系统

187 广东迪艾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LED匀光照明产品

188 揭阳市宏光镀膜玻璃有限公司 节能玻璃

189 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及其控制系统

190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传感器

191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身份识别与智慧交通智能化产品与服务

192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193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保护套管

194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CB（线路板）油墨

195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OCA自动全贴合设备

196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电光源

197 重庆盾之王实业有限公司 防弹头盔、盾牌、复装甲板，防弹防刺服

198 重庆品胜科技有限公司 标签打印机

199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小型汽油发电机

200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通机点火器、变流器

201 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防电子产品、智能装备及系统集成解决

方案

202 绵阳佳禧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军用防红外迷彩隐身面料

203 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阿卡波糖胶囊

204 四川美大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当飞利肝宁胶囊

205 乐山川天燃气输配设备有限公司 可远程控制的调压器

206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密封、干气密封、密封控制（辅助）

系统

207 眉山中车紧固件科技有限公司 拉铆钉及铆接装备

208 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Sefonsoft Data DisCovery大数据平台

209 眉山德鑫航空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航空物流设备

210 四川汉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化高端电气成套开关设备

211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芸苔素

212 成都千嘉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远传燃气表

213 四川新易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SFP、SFP+、XFP、QSFP系列光模块

214 成都华远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等离子切割机，埋弧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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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成都一通密封股份有限公司 干气密封

216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发动机用环锻件

217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断路器

218 贵州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紧固件

219 贵州西南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压缩机精密零部件

220 昆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酸性物质及石油化工用泵

221 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降耗电极新材料

222 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 热封型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

223 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数控铣床

224 昆明赛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欣络平、康复新液

225 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隔震减震装置

226 云南北方奥雷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LED微型显示器

227 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制糖机械

228 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轨道新型高级减振系统

229 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各类高压电容器装置

230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增雨防雹产品

231 陕西科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密封制品、矿山机械及石油化工机械

成套设备

232 西安特锐德智能充电科技有限公司 直流电源模块

233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金属纤维毡

234 陕西麦可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雷霉素原药

235 西安芯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大功率场效应管

236 宝鸡宝冶钛镍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钛合金板材

237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种子加工成套设备

238 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 紧固件

239 甘肃清河源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牛羊肉及精深加工产品

240 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特级初榨橄榄油

241 兰州西脉记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植入器械产品、心脏辨膜

242 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儿宁颗粒

243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沙棘油、有机枸杞

244 新疆金雪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润滑油脂、车用内燃机油

245 特变电工智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节能配电变压器

246 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震源药柱、乳化炸药、膨化硝铵炸药

247 新疆西尔丹食品有限公司 辣椒酱

248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药民族药

注：1. 名单按企业注册地排序，不分先后。

2. “主导产品”为企业填报的主要从事的细分产品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