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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市共获批准实施国家、省、无锡市级科技、人才

计划项目 165项，其中省级以上 88项（科技计划项目 20项，创

新载体 7个，研发机构 13个，人才项目 26项，荣誉、奖项 22

项）；共争取到上级各类科技资金 7526.32万元；新认定无锡市

级以上各类科技型企业 1946家。

（一）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22 项，分别为

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2项，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产业前

瞻与关键核心技术）2项，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社会发展）2

项，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现代农业）2项，省重点研发计划

（现代农业）专项资金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后补助 1项，苏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1项，省产学研合作项目 10项；无锡市

科技发展资金第二批科技发展计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急防治）

项目 2项

（二）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创新载体 11 个，分别为国家

级众创空间 4家，省级备案众创空间 2家，星创天地 1家；无锡

市众创空间 4家

（三）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研发机构 65 家，分别为省企

业重点实验室 1家，省院士企业研究院 1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11家；无锡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2家。

（四）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科技型企业 1946 家，分别为

省科技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4家，省农业科技型企业 1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241家，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 212家，省



民营科技企业 217家；通过无锡市评价遴选雏鹰企业 8家，瞪羚

企业 14家，无锡市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入库 12家、瞪羚企业培育

入库 95家、雏鹰企业培育入库 1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

库企业 991家。

（五）获评无锡市级以上各类荣誉、奖项 25 项。获评省科

学技术奖 2项，国家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1项，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绩效评优项目 15项，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优良）

单位 4家；无锡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绩效评优 3项。

（六）获批无锡市级以上人才项目 42 项。分别为省“双创

计划”科技副总 19名，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引进外国专家人才

专项）3项，省“外国专家工作室”4项；无锡市“太湖人才计

划”创新人才 5名，创业人才 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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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度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地

1 2019年度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高新区

2、国家级众创空间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1 江阴牛商e工场 江阴市牛商众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阴乐创汇众创空间 江阴乐创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阴海之语创客空间 江阴海之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 金顾山创客汇 江苏众网互联网有限公司 顾山镇

3、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油-散-化（OBO）组合兼装船的研发及

产业化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1000万 靖江园区

2
超高强度强黏合橡胶增强用钢丝绳研

发及产业化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300万 高新区

4、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系杆拱桥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吊杆关键

技术研究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120 高新区

2
第三代核电站用高效核级离子交换树

脂关键技术研发

江苏苏青水处理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100 长泾镇

5、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社会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海绵城市排水路面沥青材料关键技术

的应用与示范

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50 云亭街道

2
四氢生物蝶呤代谢途径作为食管癌放

射增敏新靶点的分子机制及转化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50 澄江街道

6、省级重点研发专项资金（现代农业）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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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链储运用可追溯高阻隔收缩包装膜

关键制备技术与产品开发
江阴升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80 长泾镇

2

基于可控益生菌生物膜成膜技术的富

含胞外多糖蓝莓益生浆生物加工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佰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 高新区

7、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专项资金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后补

助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江阴经济林果产业分店 江阴故乡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0 临港开发区

8、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 江阴高新区 2200 高新区

9、省科学技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参与单位 等级 所在地

1
高阻隔复合包装膜低成本与绿色制备

关键技术及应用
江阴升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二等奖 长泾镇

2
果蔬作物灰霉病菌和菌核病菌抗药性

及治理关键技术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临港开发区

10、省产学研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合作单位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高校实验室废液无害化处理

关键技术开发

江苏帕斯玛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南通大学 高新区

2

正交异性钢箱梁双面全熔透U

肋角焊缝的超声相控阵检测

工艺研究

无锡金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常州工学院 高新区

3
自动卷料光纤激光切割控制

系统开发

江阴市华硕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常熟理工学院 高新区

4 液晶纯化技术开发研究 江阴市华亚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临港开发区

5
切割刀防误击发装置及其质

量智能控制系统研发
无锡博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临港开发区

6
船用薄板激光电弧复合高速

焊焊接工艺开发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 靖江园区

7
低锡超薄马口铁关键技术研

究

江苏科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江南大学 云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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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型轮壳类锻件精密成形工

艺及模具研发
江阴市万里锻件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徐霞客镇

9
低成本高强度胎圈钢丝盘条

研发及拉丝工艺优化研究
江苏胜达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华士镇

10 真空贴体包装膜的开发 江阴升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晓庄学院 长泾镇

11、省“双创计划”科技副总

序号 姓名 企业名称 所属院校 所在地

1 李世超 江苏君澄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 高新区

2 贺显聪 江阴市春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高新区

3 施 健 江阴市华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高新区

4 唐 奇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医科大学 高新区

5 孙杰 无锡金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高新区

6 丘晓琳
江阴市德惠热收缩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江南大学 临港开发区

7 周亚亭 江阴市华亚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临港开发区

8 陈捷狮 江阴市创佳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临港开发区

9 施之琪 江阴恒兴涂料有限公司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临港开发区

10 张美凤 无锡博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临港开发区

11 赵勇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 靖江园区

12 宋树平 江苏方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澄江街道

13 董亮亮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江南大学 澄江街道

14 咸东鹏 江苏宝得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南闸街道

15 宋飞虎 江苏科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南大学 云亭街道

16 白敬 江阴长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青阳镇

17 李振红 江阴市万里锻件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徐霞客镇

18 刘广卿 江阴升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晓庄学院 长泾镇

19 吕继东 江苏晟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大学 祝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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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引进外国专家人才专项）

序号 承担单位 专家国别 专家姓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

司
西班牙

Diego Gonzalez

Rivas
8 高新区

2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新加坡

phong Siew

Ming Daniel
8 临港开发区

3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马来西亚及

新加坡
Pang Chee Wai 8 临港开发区

13、省“外国专家工作室”

序号 承担单位 专家国别 专家姓名 所在地

1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瑞士

Gradimir Misevic（中文名：

格拉迪米尔·梅西维奇）
高新区

2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巴西 Almino Cardoso Ramos 高新区

3 江苏中济万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美国 赵桐茂 高新区

4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彭子維（Pang Chee Wai)

冯少明 （PHONG SIEW MING

DANIEL)

临港开发区

14、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优良）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行机构名称 评价等级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江阴百桥国际生物科技

孵化园有限公司

江阴百桥国际生物科技孵化

园有限公司
A类 38 高新区

2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园管理委

员会
A类 38 高新区

3
江苏江阴软件和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江阴软件和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B类 9.5

临港开发

区

4
江阴天安数码城科技创

业服务中心

江阴天安数码城置业有限公

司
B类 9.5 高新区

15、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考评优秀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江苏省海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
高新区

2
江苏省轿车外覆盖件工艺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精力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省金属型材热切割机床工程技术研究 江苏博大数控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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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中心 区

4 江苏省清洁能源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5 江苏省船舶修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6 江苏省（中绿）特种化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中绿化纤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7
江苏省环保新型农药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8
江苏省（新扬子）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9
江苏省静液压驱动及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苏海鹏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 江苏省加油站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富仁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 江苏省振动与压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柳工无锡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
江苏省重型机械用液压中央回转体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 江苏省液压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4
江苏省高精度工业模具数字化设计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周庄镇

15
江苏省电子精密冲压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华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山镇

16、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江苏省轻小型起重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凯澄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省耐腐蚀高性能石油管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天柠管道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省汽车塑料饰件注塑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精力模具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苏省新能源车用高压控制及连接组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阴信邦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苏省高净超纯微电子化学品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苏中德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高新区

6
江苏省橡胶绿色循环利用装备及新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苏中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江苏省精密电子零件包装载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新杰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江苏省半导体封测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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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9 江苏省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城镇

10 江苏省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创新气门嘴有限公司 华士镇

11 江苏省高效光伏电池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东鋆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省企业重点实验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江苏省高品质轴承钢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省院士企业研究院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江苏省院士企业研究院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省级备案众创空间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校品荟众创空间 江阴校品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两江创客空间 江苏两江创客空间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20、省级星创天地

序号 “星创天地”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所在地

1 华西都市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江苏华西都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士镇

21、省科技企业上市培育计划入库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德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阴市液压油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 江阴康瑞成型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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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触宇光电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法尔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苏飞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江苏华西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江苏济冠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江苏垦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9 江苏圣富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江苏斯菲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苏新申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2 江苏易船货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江苏易政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江苏中德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江苏中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江阴德尔热能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江阴德龙激光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江阴精力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 江阴凯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江阴帕沃特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江阴市春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22 江阴市华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23 江阴市黄山船舶配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 江阴市立信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25 江阴市远帆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26 江阴拓普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区

27 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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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8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29 凯澄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30 联动天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2 无锡歌迪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3 无锡华轶法兰有限公司 高新区

34 无锡旗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5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36 江苏景源泓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7 江苏普莱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38 江苏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39 江苏智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0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1 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42 江阴汇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3 江阴嘉云铝材有限公司 高新区

44 江阴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高新区

45 江阴特锋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46 江阴万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7 江阴芯扬微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

48 无锡菩禾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9 江阴凹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0 江阴横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51 江阴金缘锯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52 江阴联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53 江阴慕达斯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54 江阴硕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5 梭莱镀膜工业（江阴）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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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56 无锡波士思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7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8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9 江苏申牌万向轮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0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1 江苏远望神州软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2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3 江苏孚尔姆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4 江阴市天邦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5 江阴市新盛医疗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6 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7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8 江苏德纳精工轴承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9 江苏古川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0 江苏友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1 江苏中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2 江阴宏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3 江阴市宝虹电器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4 江阴市华工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5 江阴市蓝天工业炉窑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6 江阴智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7 江阴铠乐丰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8 江苏绿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9 江阴金盾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0 江阴蔚蓝环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1 江阴矽捷电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2 江阴法尔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3 安洁利德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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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84 江苏大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5 江苏惠康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6 江阴诺明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7 江苏盖姆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8 江苏朗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9 江苏神州万隆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0 江苏斯派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1 江阴艾能赛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2 江阴市洪峰五金锻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3 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4 江阴市乐天紧固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5 江阴市六和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6 江阴市艺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7 江阴天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8 无锡市天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9 江阴市德惠热收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0 江苏燕宏达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1 江阴市艾帕格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2 无锡市骏视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3 江苏欧迈格板式换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4 江阴市坤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5 江苏海德频率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6 江苏界达特异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7 江苏晋德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8 江阴诚公转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9 江阴市腾马标准件工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0 江阴听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1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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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12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康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13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14 江苏骥鑫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15 江苏方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6 江苏海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7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8 江阴信和电力仪表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9 江阴市中庆机械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0 江苏欧卓输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1 江阴市万和自动设备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2 江阴市永欣印染机械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3 江阴市东泽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4 江阴市华瑞德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5 江苏宝得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6 江阴市勤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7 江阴市兆锦机械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8 江阴市安海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9 江阴市宏运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30 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1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2 江苏江凌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3 江阴康瑞成型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4 江阴祥瑞不锈钢精线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5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6 江阴中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7 江苏源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8 江阴富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9 江阴市大云纺机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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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江阴市天福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1 江阴屹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2 江阴润源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3 江阴市聚鑫花式线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4 江阴市中源环境仪器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5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6 江阴宏江锻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7 江阴市华盛印刷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8 江苏宜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9 江苏秋林特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0 江阴市洪建炉业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1 世泰仕塑料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2 江阴市辉龙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3 无锡德贝尔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4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5 江阴市华恒仪表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6 江阴市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7 江阴市茂辉铝业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8 江阴博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9 江阴林格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0 江阴市海江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1 江阴市亚龙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2 江苏锋菱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3 江苏富朗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4 江阴丹尼尔冷却器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5 无锡市玉邦树脂涂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6 江阴天田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7 江阴市凯信模锻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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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江阴市同方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9 江阴市万里锻件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0 江阴双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1 无锡凯瑞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2 江苏胜达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3 江阴市华正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4 江阴市沙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5 江阴市神鹿塑胶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6 力同铝业（无锡）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7 江苏苏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8 江阴博尔汽配工业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9 江阴东邦钢球机械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0 江阴海斯瑞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1 江阴华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2 江阴开源非织造布制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3 江阴市传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4 江阴市高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5 江阴市美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6 无锡翔龙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7 江苏天顺印业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8 江苏粤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9 江阴燎原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华士镇

190 无锡市爱诺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91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2 江苏名阳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3 江阴名旭模塑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4 江阴市德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5 江阴市华方新技术科研有限公司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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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全通汽车装备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7 江阴海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8 江阴龙源石英制品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9 江阴市鸿源锻造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0 江阴市龙玉锻压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1 江阴市瀚宇机械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2 江阴思安塑胶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3 江阴万事兴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4 江苏江顺精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5 江阴市劲松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6 江阴市德伯仁管件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7 江阴市四纺机新科技制造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8 江阴鼎鑫铝业有限公司 周庄镇

209 江阴市乐腾电器有限公司 周庄镇

210 江阴市鑫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211 江阴森豪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212 江苏元和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桥镇

213 江苏焱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桥镇

214 江苏柯恒石化电力机械有限公司 新桥镇

215 江阴骏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长泾镇

216 江阴市恒宇网业有限公司 长泾镇

217 江阴市花园铝塑包装有限公司 长泾镇

218 江阴市永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长泾镇

219 江苏同能天然气设备有限公司 长泾镇

220 江苏文明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长泾镇

221 江阴苏达汇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长泾镇

222 江阴市蒋氏汽摩部件有限公司 长泾镇

223 江阴市明康绝缘玻纤有限公司 长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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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江阴市鑫宝铁塑制品有限公司 长泾镇

225 江阴达克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顾山镇

226 江阴市仕旋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227 江阴沐祥节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顾山镇

228 无锡亿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山镇

229 江阴市苏麦克汽车回收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0 江阴市盛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1 江阴市雨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2 江苏恒泽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3 江阴宏恒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4 江阴市宏华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5 江阴市龙天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6 无锡全世全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7 无锡市向燕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8 江阴市亿达电器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9 江阴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祝塘镇

240 江阴嘉德瑞乐器有限公司 祝塘镇

241 无锡市恒特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祝塘镇

23、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易船货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达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阴汇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苏微新码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苏三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江苏复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无锡棱光智慧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无锡旗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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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阴航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江苏齐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阴新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2 无锡歌迪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江苏触宇光电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江阴高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江阴友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江阴精力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江阴帕沃特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凯澄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 赛勒罗亚车业（中国）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无锡长凯长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江苏宝丽轻金属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2 江苏德迈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3 无锡华轶法兰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 江苏纳微杰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5 江苏晶宝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26 联动天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新区

27 江阴嘉云铝材有限公司 高新区

28 江阴兴澄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29 无锡爱德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0 江阴特锋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江阴慕达斯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2 无锡金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区

33 江阴市纤维检验所 高新区

34 江阴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高新区

35 无锡波士思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6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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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38 江阴硕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9 江苏智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0 江阴联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41 江阴市创时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2 江苏龙山管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43 江阴德龙激光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44 江阴横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5 江阴山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6 江阴市天利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47 江阴凹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8 江阴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9 江阴市高通互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0 江苏中科瀚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1 江苏友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2 江阴铠乐丰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3 江阴市东泰管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4 江阴市华工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5 江阴市东鹏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6 江阴市宝虹电器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7 江阴市易高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8 江阴市上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9 江苏德纳精工轴承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0 江苏盖姆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1 江苏古川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2 江阴市德惠热收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3 江阴长盛化工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4 江阴捷昶模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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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江阴市盛大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6 江阴诺明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7 江阴瑞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8 无锡市骏视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9 江苏顺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0 江阴市华锋纺织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1 江阴市腾马标准件工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2 江苏中通管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3 江阴市亿鑫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4 江苏神州万隆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5 东亚化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6 江阴市双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7 江阴市邦吉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8 江阴汇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9 江阴市艾帕格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0 江阴市东升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1 江苏斯派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2 江阴市全达实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3 江苏海德频率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4 江阴市乐天紧固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5 江阴市弘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6 江阴诚公转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7 江阴金牛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8 无锡索贝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9 江阴远景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0 无锡软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1 江苏中科成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2 江阴市艺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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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江阴市六和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4 江阴市恒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5 江苏燕宏达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6 江苏惠康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7 安洁利德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8 江阴听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9 江阴行知云软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0 江苏九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1 江苏宏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2 江阴市洪峰五金锻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3 江苏佳之家食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4 江阴市坤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5 江苏骥鑫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6 江苏盛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7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8 江阴新蜂体育文化经纪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09 江阴市东顺钢结构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0 江阴市中庆机械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1 江阴市鉴鑫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2 江阴市万和自动设备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3 江苏欧卓输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4 江阴市硕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5 江阴市东泽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6 江阴市成宇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7 江苏宏晟模具钢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8 江阴市安海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9 江阴永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0 江阴立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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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江阴凯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2 江苏科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3 江阴市星宇化工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4 江阴澄云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5 江阴宇瑞新颖炉料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6 江阴富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7 江阴大手印精密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8 江阴市中源环境仪器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9 江阴市天福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0 江阴屹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1 江阴鑫液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2 江苏贝特自动门技术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3 江阴市上丰纺织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4 江阴市华盛印刷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5 江苏鑫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6 江苏环信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7 江阴市腾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8 江阴樱花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9 世泰仕塑料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0 江阴市锦明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1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2 江苏苏龙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3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4 无锡麟达新型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5 江阴市茂辉铝业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6 无锡熠卿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7 江阴市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8 无锡菲勒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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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江阴多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0 江苏富朗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1 江阴双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2 无锡市玉邦树脂涂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3 丽瀑金属（江阴）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4 无锡凯瑞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5 江阴市嘉润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6 江阴富朗特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7 江阴市同方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8 江阴市超惠特建设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9 江阴市威腾铝箔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0 江苏海威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1 江阴金丰泰管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2 江阴开源非织造布制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3 江阴市沙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4 江苏苏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5 江阴博尔汽配工业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6 江阴海斯瑞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7 江苏粤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8 同景智能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9 江阴市传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0 江苏三房巷薄膜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1 江阴市友江机械锻造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2 江苏创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3 江阴瑞明手套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4 江阴市华方智能纺机装备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5 江苏万事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6 江阴市劲松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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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江苏国嘉导体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8 江苏博杰玛特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周庄镇

179 江阴思安塑胶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0 江阴市乐腾电器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1 江苏鼎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2 江阴鼎鑫铝业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3 江阴瑞特泰科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4 江阴德比机械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5 江苏元和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桥镇

186 江苏海荣精密复合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87 江阴市胜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88 江阴市恒宇网业有限公司 长泾镇

189 江阴市永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0 江阴骏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1 江苏同能天然气设备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2 江苏文明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3 江阴市蒋氏汽摩部件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4 顶格电力设备江阴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5 江苏金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6 江阴市羽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顾山镇

197 江阴市浩天绮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198 江阴达克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顾山镇

199 江阴市航勤特种电机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0 江阴市鑫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1 江苏润达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2 江阴市仕旋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3 无锡市向燕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祝塘镇

204 无锡全世全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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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江阴嘉德瑞乐器有限公司 祝塘镇

206 江苏品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07 江阴市浩锋工具有限公司 祝塘镇

208 江阴市龙天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09 江阴市百川增氧设备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0 江阴市灵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1 江阴市亿达电器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2 江阴市苏麦克汽车回收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祝塘镇

24、省民营科技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无锡华轶法兰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阴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三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阴金童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苏易船货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江阴航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江苏晶宝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江苏达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9 无锡华控赛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联动天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阴市凯力起重电机有限公司 高新区

12 无锡棱光智慧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江苏复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江苏工邦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江苏微新码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江阴硕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江阴汇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江阴特锋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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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阴名鸿车顶系统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江苏触宇光电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江阴新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2 江苏景源泓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3 江阴德龙激光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 无锡波士思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5 赛勒罗亚车业（中国）有限公司 高新区

26 江阴山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7 江苏纳微杰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8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9 无锡嬿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0 江阴精力模具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中防瑞元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2 江阴嘉云铝材有限公司 高新区

33 江苏中德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4 江苏龙山管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35 江阴法尔胜佩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6 江苏新明泰环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7 江阴高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8 无锡市蓝格林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9 江阴市龙腾管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40 江阴金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1 江阴市高新管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42 无锡鑫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3 江阴联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44 阳光卫生医疗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高新区

45 江阴市钧益特种钢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6 无锡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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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8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49 无锡菩禾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50 江苏格澜得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区

51 江苏垦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2 江阴驿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3 江阴全华丰精锻有限公司 高新区

54 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5 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56 江阴万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7 江苏斯菲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58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高新区

59 江苏华西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60 江阴市全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高新区

61 江阴凯博钢绳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62 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区

63 江阴市华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64 江苏晔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65 江阴市立信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66 江阴宝易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67 江苏九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8 无锡软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9 江阴行知云软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0 江阴金牛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1 江苏友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2 江苏远望神州软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3 江阴市创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4 江阴市东鹏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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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江阴市乐天紧固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6 江苏欧迈格板式换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7 江苏神州万隆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8 江阴市坤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9 江苏惠康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0 江阴市艺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1 江阴市祥源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2 江阴市腾马标准件工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3 无锡市骏视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4 江阴市东泰管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5 江阴市翔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6 江苏界达特异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7 江阴市精成数控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8 江苏远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9 江阴铠乐丰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0 江阴优燃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1 江阴汇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2 安洁利德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3 江阴华联谷之田食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4 江苏佳之家食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5 江苏宏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6 江阴市银海塑钢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7 江苏中煤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8 中向旭曜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9 江苏亿科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0 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1 江苏中科成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2 江阴诺明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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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江阴市上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4 江阴市邦吉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5 江阴市亿鑫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6 江阴市东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7 江阴市晨盛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8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9 江苏巨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0 江苏朗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1 江苏顺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2 江阴市六和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3 江苏燕宏达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4 江阴市双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5 江苏朗锐茂达铸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6 东亚化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7 江阴捷昶模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8 江阴市华亚化工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19 江阴神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20 江苏万标检测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21 无锡兆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2 江阴市万和自动设备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3 江阴信和电力仪表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4 江阴市豪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5 江阴市江南氟塑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6 江阴众和电力仪表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7 江阴长仪集团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8 江阴新日冶金装备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29 江苏海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30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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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32 江阴市成宇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33 江苏宏晟模具钢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34 江阴市宏运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35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36 江阴天翔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37 江阴市中源环境仪器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8 江阴市炜煜日谊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9 江阴市晟云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0 江阴凯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1 江阴屹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2 江阴市星宇化工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3 江阴鑫液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4 江阴市上丰纺织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5 江阴市新昶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6 江苏科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7 江苏云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8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49 江阴市凯业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50 江阴市虎踞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1 江苏秋林特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2 江阴协统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3 江阴市北海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4 江阴市斯强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155 无锡熠卿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6 江阴市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7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8 江阴市茂辉铝业有限公司 青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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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江阴长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阳镇

160 无锡沃尔德轴承有限公司 青阳镇

161 江阴福达染整联合机械有限公司 青阳镇

162 无锡菲勒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3 江苏富朗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4 江阴丹尼尔冷却器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5 江阴市威腾铝箔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6 江阴市超惠特建设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7 江阴鑫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8 无锡市伙伴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9 江阴市得灵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0 江苏锋菱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1 江阴林格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2 江苏国瓷泓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3 江阴市富磊钢板加工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4 力同铝业（无锡）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5 江阴华西巨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6 江阴市美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7 江苏宝鹏科技管业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8 江阴市传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9 江阴市三良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0 江阴特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1 江阴市创新气门嘴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2 江苏胜达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3 江阴苏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4 江阴燎原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华士镇

185 江苏创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6 江阴市龙云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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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江阴市鸿源锻造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8 江阴瑞特泰科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9 江阴市德伯仁管件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0 江阴海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1 江阴市劲松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2 江阴森豪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93 江阴市胜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94 江阴东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桥镇

195 江苏文明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6 江阴市康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7 江阴市鑫宝铁塑制品有限公司 长泾镇

198 江阴市浩天绮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199 江阴市仕旋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0 江阴市羽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1 江阴市铭昊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2 江阴市鑫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3 江阴达克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4 江阴市航勤特种电机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5 江苏润达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6 江阴沐祥节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7 江阴芗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8 无锡锡钻地质装备有限公司 顾山镇

209 无锡利邦厨具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0 无锡鸿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1 无锡卡瑞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2 无锡全世全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3 江阴市灵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4 江苏特贝尔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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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江苏采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6 无锡市恒特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祝塘镇

217 无锡必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祝塘镇

25、省农业科技型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中向旭曜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6、无锡三类企业评价遴选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所在地

1 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2 江苏中济万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3 江苏雷博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4 江苏工邦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5 江苏飞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6 江苏舒登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临港开发区

7 富华中元江苏重机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临港开发区

8 江阴市传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华士镇

9 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0 江苏华西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1 江阴万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2 江阴金童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3 江苏新申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4 江苏星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临港开发区

15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临港开发区

16 江苏朗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临港开发区

17 江阴市永欣印染机械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南闸街道

18 江阴康瑞成型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云亭街道

19 江阴弘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月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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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华士镇

21 江苏奥派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周庄镇

22 江苏东尚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顾山镇

27、无锡市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入库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中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法尔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三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慧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 江苏科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8 江苏安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城镇

9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城镇

10 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士镇

11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华士镇

12 江阴润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28、无锡市瞪羚企业培育入库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华西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阴金童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阴万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苏优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无锡华轶法兰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江阴市立信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江苏新申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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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江阴嘉云铝材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苏腾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2 江阴精力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江阴德尔热能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江阴市凯力起重电机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江苏斯菲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联动天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江苏睿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江阴市普尔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 赛勒罗亚车业（中国）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江阴市华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江阴全华丰精锻有限公司 高新区

22 江苏高雷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3 江阴法尔胜佩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 江阴新杰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5 江苏中海涂层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6 江阴市东泰管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7 江阴市精成数控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8 江阴邦特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9 江苏孚尔姆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0 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1 江阴金盾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2 江苏顺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3 江阴法尔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4 江阴市天邦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5 江阴捷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6 江阴爱科森博顿聚合体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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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江阴市海达电机冲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8 江阴利尔包装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9 江阴市新盛医疗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0 江阴市欧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1 江阴市黄丹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2 江阴华昌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3 江苏亿科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4 江阴市宝虹电器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5 江阴市创佳电器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6 江阴德玛斯特钻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7 江苏戴美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8 江苏欧迈格板式换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9 江阴听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0 江苏中力叉车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51 江阴信和电力仪表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52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53 江苏欧卓输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54 江阴市永欣印染机械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5 江阴市恒通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6 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7 江阴市三和重工钢制品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8 江阴永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59 江阴康瑞成型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60 江阴市中源环境仪器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61 江苏江凌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62 江苏云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63 江苏科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64 江阴市上丰纺织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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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江苏鑫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66 江阴市虎踞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67 无锡熠卿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青阳镇

68 江阴市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69 江阴市天马电源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0 江阴市海江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1 江苏富朗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2 江苏雪豹日化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3 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74 江阴市三良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士镇

75 江阴市沙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76 江苏胜达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77 江阴振宏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华士镇

78 江阴市创新气门嘴有限公司 华士镇

79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周庄镇

80 江苏奥派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81 江阴市玲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周庄镇

82 江阴市鸿源锻造有限公司 周庄镇

83 高安工业（江阴）有限公司 周庄镇

84 江阴森豪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85 江阴东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桥镇

86 江阴市凯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桥镇

87 江阴市精亚风机有限公司 新桥镇

88 江苏苏青水处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长泾镇

89 江阴市花园铝塑包装有限公司 长泾镇

90 江苏人和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顾山镇

91 江苏工匠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92 江阴市友佳珠光云母有限公司 祝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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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江阴海瑞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94 江苏恒泽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95 江阴市鹏鹞联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9、无锡市雏鹰企业培育入库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济冠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阴驿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阴迈康升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苏帕斯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苏新明泰环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江苏纳微杰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江阴东为资源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江苏晔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9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江苏晶宝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苏君澄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2 江苏宝利路面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江苏利得智能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无锡金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无锡波士思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江苏复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无锡棱光智慧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无锡歌迪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 江阴远帆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无锡双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江苏易船货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2 江苏汉德天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新区

23 江苏飞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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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防瑞元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5 江苏智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6 无锡格策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区

27 江苏汉德天坤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8 江阴市创时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9 江阴芯扬微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

30 江阴德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江阴市均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高新区

32 无锡海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3 江阴硕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4 江苏景源泓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5 江阴福斯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36 江阴军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7 江苏优利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8 江阴联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39 江阴羽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0 全澄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1 江苏友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2 江苏舒登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3 江阴行知云软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4 江苏布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5 江阴市长弓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6 江苏双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7 江苏宏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8 江苏斯派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9 江苏盖姆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0 安洁利德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1 江阴智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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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江苏中科成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3 江阴蔚蓝环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4 江阴市恒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5 江阴方艾机器人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6 嘉德信江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7 江阴市上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8 江阴艾尔克缓冲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9 无锡索贝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0 江阴和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1 江阴市晨盛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2 无锡市骏视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3 江阴市共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4 江苏阳诚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5 江阴市捷恩通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6 江阴凯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7 江阴市双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8 江阴市亿鑫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9 江阴市华亚化工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0 江苏金邦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1 江阴市六和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2 江阴市嘉能药化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3 江苏华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74 江苏万标检测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75 江阴市豪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76 江苏三方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77 江苏天川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78 江阴市兆锦机械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79 江阴小乐机电发展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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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江阴市成宇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81 江阴市森博特种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82 江苏普瑞赛斯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83 江阴市九鑫节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84 江阴江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85 江阴屹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86 江苏池九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87 江苏爱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88 江阴富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89 江阴超润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90 江阴市驰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91 江阴市德颖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92 江阴南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93 江苏品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94 江阴聚可爱贸易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95 江苏宜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96 江阴市茂辉铝业有限公司 青阳镇

97 江阴市同方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8 无锡菲勒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9 江阴多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0 江阴市镒鑫金属结构件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1 江阴鑫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2 无锡市科晶环保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3 江苏九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4 江阴市名闻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5 江阴嘉尔富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6 江阴博圣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7 无锡凯瑞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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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江阴市弘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09 江阴斯威特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10 江苏绍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11 孚尔法(江苏)换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12 无锡市尚领石英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13 江阴市汇思拓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14 江阴海斯瑞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华士镇

115 江阴金丰泰管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16 江苏苏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17 江阴市神鹿塑胶有限公司 华士镇

118 江阴市高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19 江阴市凯丽康健器材有限公司 华士镇

120 无锡市爱诺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21 嘉斯顿家居江苏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2 江苏创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3 江苏博杰玛特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4 江阴国嘉导体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5 江阴市德伯仁管件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6 江阴市凯希特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7 江阴德比机械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8 江阴瑞特泰科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周庄镇

129 江苏柯恒石化电力机械有限公司 新桥镇

130 江苏海荣精密复合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31 江阴市澄新毛纺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32 江苏金莎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桥镇

133 江阴市铭昊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顾山镇

134 江阴市烨泰织造有限公司 顾山镇

135 江阴市航勤特种电机有限公司 顾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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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36 江阴市浩天绮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137 江阴达克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顾山镇

138 无锡市恒特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祝塘镇

139 江阴嘉德瑞乐器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0 无锡鹰贝电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1 无锡卡瑞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2 无锡市奥斯韦特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3 江阴市龙天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4 江阴市百川增氧设备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5 无锡全世全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6 江阴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7 江阴市龙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8 江阴市瑞尔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149 江阴市高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150 中窗无锡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151 江阴市文昌智能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祝塘镇

30、无锡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无锡市汽车塑料饰件注塑模具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精力模具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无锡市耐腐蚀高性能石油管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市天柠管道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无锡市精密电子零件包装载带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新杰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无锡市半导体封测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无锡市低压电器元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长江电器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无锡市电子通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无锡市纺织服装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必维申优质量技术服务江苏有

限公司
高新区



— 47 —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8
无锡市高净超纯微电子化学品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苏中德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高新区

9 无锡市先进封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无锡市轻小型起重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凯澄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无锡市智能融合云加速服务平台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市普尔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高新区

12
无锡市舒适环保型车用鞍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赛勒罗亚车业（中国）有限公

司
高新区

13
无锡市新能源车用高压控制及连接组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信邦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无锡市新型耐疲劳高强度钢丝绳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凯博钢绳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无锡市发热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神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6 无锡市铝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中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7
无锡市高性能太阳电池板边框及支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阴复睿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8
无锡市高品质营养牛磺酸制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华昌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9 无锡市轨道交通电机主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高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0
无锡市高性能太阳能光伏回转驱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1
无锡市轻质高强环保纸面石膏板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泰山石膏(江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2 无锡市直线式拉丝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三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3 无锡市环境工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坤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4 无锡市舰船生命力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骥鑫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25
无锡市（盛佳）特钢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苏盛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26
无锡市大型装备金属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27 无锡市智能成套开关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富仁电气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28 无锡市高精低损矽钢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天翔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29
无锡市高磁感低损耗矽钢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市南闸中天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30 无锡市模具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宏晟模具钢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南闸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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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31 无锡市功能性塑料母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得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南闸街道

32
无锡市环保稳固型热拌沥青混凝土再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永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33 无锡市特种纤维精纺纱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浩业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34
无锡市高海况救生（救助）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35 无锡市风电变桨控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弘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36
无锡市高性能汽车空调零部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市宏扬汽车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
青阳镇

37
无锡市高品质特种不锈钢管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青阳镇

38 无锡市电气设备智能互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澳星电气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39 无锡市高精密锻件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万里锻件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40 无锡市兽用穿刺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士镇

41 无锡市紧固件用优质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华西钢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42
无锡市高断裂伸长率给水用聚乙烯管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百通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士镇

43
无锡市熔体直纺聚酯长丝油毡基布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阴市华思诚无纺布有限公司 周庄镇

44 无锡市高性能风电锻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方圆环锻法兰有限公司 周庄镇

45 无锡市不锈钢锻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劲松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46
无锡市汽车自动化工装及控制设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阴名旭模塑有限公司 周庄镇

47 无锡市新型建筑金属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建鑫金属有限公司 周庄镇

48
无锡市汽车涡轮增压器用叶轮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鑫宝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新桥镇

49
无锡市高磁感低铁损取向电工钢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森豪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50
无锡市铅酸蓄电池连铸连轧板栅设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东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51
无锡市高质量汽车饰件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市羽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顾山镇

52 无锡市安全注射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采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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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无锡市众创空间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单位 所在地

1 校品荟众创空间 江阴校品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无锡互联创客空间 无锡互联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 三六九汇客 江阴市三六九汇客孵化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4 蔚来众创 江阴市蔚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周庄镇

32、无锡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绩效评价（优秀）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单位 所在地

1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扬子江科技企

业加速器创智创业园）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园管委会 高新区

2
扬子江生物医药加速器（江阴百桥国际

生物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园管委会 高新区

3 江苏江阴软件园
江阴软件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临港开发区

33、无锡市科技发展资金第二批科技发展计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

急防治）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gG\IgM磁微

粒化学发光法诊断试剂盒的开发
江苏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基于表面S蛋白结构的2019-nCoV冠状病

毒药物研发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高新区

34、无锡市“太湖人才计划”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序号 单位名称 人才姓名 申报类型 辖区

1 无锡华控赛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赵 鹏 创业人才 高新区

2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吕 宁 创业人才 高新区

3 无锡鑫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志成 创业人才 高新区

4 江阴丽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籍伟杰 创业人才 高新区

5 江阴捷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肖佳楠 创业人才 高新区

6 江阴赋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潮海 创业人才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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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人才姓名 申报类型 辖区

7 江苏鸿永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马 涛 创业人才 高新区

8 无锡极氪精准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陈 良 创业人才 高新区

9 江苏布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万鹏 创业人才 临港开发区

10 江苏赫伽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 博 创业人才 临港开发区

11 江阴初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刘剑锋 创业人才 临港开发区

12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 明 创新人才 高新区

13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李新良 创新人才 临港开发区

14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邓 恒 创新人才 临港开发区

15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谢 寒 创新人才 青阳镇

16 江阴苏达汇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梁昌盛 创新人才 长泾镇

35、江阴市企业院士工作站

序号 承担单位 院士单位 院士姓名 所在地

1
江阴金属材料创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
乌克兰国立冶金学院

亚历山大•维

利奇克
高新区

2 江阴挪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挪威奥斯陆大学
特鲁斯.埃文

德.诺比
高新区

3 中向旭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张佳宝 临港开发区

4
江阴市富仁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
韩国釜山大学 白点基 澄江街道

36、江阴市“外国专家工作室”

序号 承担单位 专家国别 专家姓名 所在地

1 江苏中济外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美国 赵桐茂 高新区

2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新加坡 彭子维 临港开发区

3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吴捷 云亭街道

4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 菲利克斯 约瑟夫 辛肯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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