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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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1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市

2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市

3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
北京市
司
心

4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市

6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市

7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市

8

天津市中重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重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9

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10 天津泰达绿化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绿化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11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12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13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市

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 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
河北省
司
心

14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河北省

15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河北省

16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河北省

17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河北省

18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内蒙古区

19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内蒙古区

20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院有限责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技
辽宁省
任公司
术中心

21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辽宁省

22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吉林省

23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吉林省

24 黑龙江澳利达奈德制药有限公司 黑龙江澳利达奈德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黑龙江省
25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26 澜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澜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27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28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29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30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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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32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33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34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浙江省

35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浙江省

36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浙江省

37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
浙江省
司
心

38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宁波市

39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宁波市

40 浙江华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宁波市

41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宁波市

42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省

43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省

44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省

45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省

4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省

47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8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省

49 福建锦江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锦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省

50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省

51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厦门市

52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厦门市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54
有限公司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
厦门市
术中心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
技术中心

55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3

56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7

江西省
江西省

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 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江西省
公司
中心

58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西省

59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60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61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62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63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青岛市

64 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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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青岛雪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雪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青岛华瑞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67
公司

青岛华瑞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青岛市
心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河南省
中心

68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6

69

青岛市

河南省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技术
河南省
公司
中心

70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河南省

71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2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3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4 万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万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5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6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湖南省

77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
湖南省
心

78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9

湖南省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湖南省
公司
中心

80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

81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

82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

83 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

84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

85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

86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深圳市

87 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

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深圳市

88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广西区
司
心

89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区

90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区

91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区

92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省

93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省

94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省

95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省

96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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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地区
四川省

98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省

99 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重庆市

100 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重庆市

101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贵州省

102 贵州航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贵州省

103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贵州省

104 陕西山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山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陕西省

105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技术中心

陕西省

106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陕西省

107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108

陕西省

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甘肃省
司
心

109 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0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新疆区
新疆区

111 新疆希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希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新疆兵团

分中心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地区

1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北京市
司
心

2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3

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4

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

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5

东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东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徽省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息有限
公司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技术
湖北省
中心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新疆区
心

6
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