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2016年（第23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1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司
心

8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中心

11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7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8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9 安佑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佑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 江苏俊知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俊知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1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2 江苏鹏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鹏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3 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

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4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5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6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7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8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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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0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1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2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3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4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5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6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7 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

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8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9 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0 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1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2 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公司

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43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4 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5 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6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7 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

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8 威海金泓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金泓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9 海汇集团有限公司

海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0 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1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2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3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5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6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7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8 湖北江山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江山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59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0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1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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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3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4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5 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6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7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8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9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0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1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2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73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4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5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6 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 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司
心
77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
司
心
78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9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0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1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2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3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4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5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6 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7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8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9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分中心：
1

天津港航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港航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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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丰织染有限公司

鲁丰织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技
任公司
术中心

8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