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 29 批新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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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北京市

2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北京市

3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市

4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北京市

5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北京市

6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北京市

7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北京市

8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9 天津重型装备工程研究有限公司
天津重型装备工程研究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天津市

10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11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天津市

12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天津市

13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河北省

14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河北省

15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河北省

16 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限公司
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河北省

17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山西省

18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内蒙古
自治区

19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辽宁省



20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辽宁省

21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辽宁省

22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辽宁省

23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辽宁省

24 中国电建集团长春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长春发电设备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吉林省

25 黑龙江瑞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瑞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黑龙江省

26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黑龙江省

27 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黑龙江省

28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

29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上海市

30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上海市

31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上海市

32 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上海市

33 上海广为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广为焊接设备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上海市

34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江苏省

35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江苏省

3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37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江苏省

38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江苏省

39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江苏省

40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41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浙江省

42 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浙江省

43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浙江省

44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安徽省



45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安徽省

46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安徽省

47 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
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安徽省

48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安徽省

49 福建思嘉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思嘉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福建省

50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福建省

51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福建省

52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省

53 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福建省

54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西省

55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江西省

56 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江西省

57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58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59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60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山东省

61 山东益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益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山东省

62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山东省

63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64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河南省

65 商丘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商丘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河南省

66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河南省

67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河南省

68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河南省

69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0 劲牌持正堂药业有限公司
劲牌持正堂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湖北省

71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2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湖北省

73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湖北省

74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湖南省

75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湖南省

76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湖南省

77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湖南省

78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中心
湖南省

79 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
湖南省

80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东省

81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广东省

82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广东省

83 广东芬尼克兹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芬尼克兹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广东省

8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东省

85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壮族
自治区

86 中元汇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汇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重庆市

87 重庆品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胜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重庆市

88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重庆市

89 重庆赛迪热工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赛迪热工环保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重庆市

90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四川省

91 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四川省

92 四川航天长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航天长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四川省

93 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厚普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四川省

94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四川省



95 保利新联爆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保利新联爆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贵州省

96 贵州航天新力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新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贵州省

97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云南省

98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
陕西省

99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

陕西省

100 西安紫光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西安紫光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陕西省

101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甘肃省

102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宁波市

103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宁波市

104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宁波市

105 厦门亚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亚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厦门市

106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厦门市

107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青岛市

108 青岛橡六胶管有限公司 青岛橡六胶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青岛市

109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青岛市

110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深圳市

111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深圳市

112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深圳市

113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深圳市

分中心：

1 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北京市

2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天津市

3 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上海市

4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江苏省

5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苏省



6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

7 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烽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湖北省

8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青岛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