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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商务〔2021〕66 号 

 

关于 2021 年度商务发展项目评审结果的公示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江苏省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商〔2021〕63 号）《江

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商务厅关于 2021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

金重点工作的通知》（苏财工贸〔2021〕57 号）文件要求，部分

2021 年度部、省商务发展专项资金采取“因素法”切块下达给我

市，由我市在上述文件规定的资金支持重点范围内自主确定项目、

自行分配。 

我局根据相关文件发布了相关项目资金的申报指南，组织了

资金申报工作。经企业申报，我局对申报项目进行了纸质材料初

江 阴 市 商 务 局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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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现场核查、信用核查、并委托第三方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了

专项审计。 

经核查，拟确定以下企业给予支持（详见附件 1—5），并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 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将相关情况以书面形式实名提交至

市商务局办公室。邮寄地址：澄江中路 9 号，邮编 214400；电话

86861419。 

 

附件：1．外贸稳中提质项目公示名单 

2﹒外资提质增效项目公示名单 

3．国家对外投资资金公示 

4．服务贸易量质提升项目公示名单 

5．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和扩大商业消费项目公示名单 

 

 

 

江阴市商务局 

2021 年 12 月 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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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外贸稳中提质项目公示名单 
序

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

来源 

1 江阴中瑞非织布机械有限公司 
2021 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

织造布展览会 
省级 

2 江阴市翰博制衣有限公司 2021 年 AFF.大阪选样会 省级 

3 江阴市翰博制衣有限公司 2021 年 AFF.东京选样会 省级 

4 江阴市翰博制衣有限公司 2021 年 AFF 名古屋选样会 省级 

5 江阴市花园铝塑包装有限公司 
2020 日本食品技术展——第一届日本 
食品加工&自动化技术展会 

省级 

6 江苏月嘉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 SNEC 省级 

7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8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省级 

9 
江阴市四纺机新科技制造有限

公司 
上海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CITME 省级 

10 江阴市裕恺毛纺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 intertextile 省级 

11 江苏精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CITME 省级 

12 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 SNEC 省级 

13 江阴永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 SNEC 省级 

14 
江阴市华方新能源高科设备有

限公司 
上海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 SNEC 省级 

15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第二十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暨第十五届世界

制药机械、包装设备与材料中国展 
省级 

16 江阴福达染整联合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CITME 省级 

17 江阴市文明体育塑胶有限公司 2021 第 39 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省级 

18 江阴市科盛机械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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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

来源 

19 江阴市德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20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中国广州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展览

会 CIFM 
省级 

21 江阴笛科隆毛纺有限公司 2021 年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春夏）博览会 省级 

22 江阴市百合机械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23 江阴市汇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24 
江阴市凯业纺织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上海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CITME 省级 

25 江阴市华星金刚石工具厂 中国国际五金博览会 CIHS 省级 

26 江阴瑰宝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27 无锡鸿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28 江阴市北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29 江阴市华丰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省级 

30 江阴海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 SNEC 省级 

31 江阴硕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2 江阴佐伊卡贸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3 江苏圣雁地毯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4 江阴市三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5 江阴友利特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6 江阴市骏丰针织厂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7 江阴千诺纺织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8 江阴市腾特商贸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39 江阴市瑞源纺织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0 江阴润盈纺织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1 江阴市五洲纺织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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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

来源 

42 江阴五岳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3 江阴市飞扬器械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4 江阴高八度纺织品设计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5 江阴市宇环纺织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6 江苏申牌万向轮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7 无锡市南原时装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8 江阴格润派克贸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49 江阴诺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0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1 江阴铧隆不锈钢管配件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2 江阴红嘉印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3 
无锡美森拓普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4 江阴市港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5 江阴智泽贸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6 江阴凯之梦服饰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7 江阴市超宇针织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8 无锡市燕家服饰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59 江阴云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0 江阴市扬名塑业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1 
江阴市鑫柯特复合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2 江苏澄阳旭禾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3 江阴天征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4 江阴市翰博制衣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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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

来源 

65 江阴市锦尔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6 江阴奥斯顿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7 江阴市金鹏色织有限公司 2021 江阴—中东非纺织服装线上展会 省级 

68 江苏奥斯特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 ISO14001 认证 省级 

69 江苏奥斯特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 IATF16949 省级 

70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71 江苏大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72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73 江苏锋菱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74 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75 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76 江苏恒泽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77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AAA） 省级 

78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ISO 15378:2017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79 江苏佼燕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80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81 江苏丽天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82 江苏丽天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83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84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85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职业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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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

来源 

86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87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88 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89 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0 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1 江苏通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森林认证 FSC 省级 

92 江苏通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0） 省级 

93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4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5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6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7 江苏雪豹日化有限公司 ISO45001：2018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8 江苏雪豹日化有限公司 ISO50001：2018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99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GRS 全球回收标准 省级 

100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RWS 责任羊毛标准 省级 

101 江阴奥翔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02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03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药品包装材料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04 江阴宝柏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管理体系认证（ISCC） 省级 

105 江阴宝弘机械法兰有限公司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系统换证审核 省级 

106 江阴滨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07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IATF16949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08 江阴东方阀门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 省级 

109 江阴东方阀门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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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

来源 

110 
江阴杜奥尔汽车用纺织品有限

公司 
ISO 14001:2015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11 江阴丰惠包装有限公司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12 
江阴和创弹性体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113 江阴和宏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14 江阴华昌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ISO 9001：2015 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115 江阴华昌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FSSC 22000/ISO 22000:2018 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116 江阴华昌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KOSHER 管理体系再认证 省级 

117 江阴江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熔喷布 ISO10993 认证 省级 

118 江阴凯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19 江阴日毛纺纱有限公司 FSC 森林认证 省级 

120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管理体系认证—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21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22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体系认证—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省级 

123 江阴三禾电器有限公司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24 江阴申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25 江阴申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BRCGS 体系管理认证 省级 

126 江阴申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FSSC22000 体系管理认证 省级 

127 江阴市创新气门嘴有限公司 2021 年 IATF16949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28 江阴市飞扬器械有限公司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29 江阴市国祥锻造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09001 省级 

130 江阴市海华橡塑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3485） 省级 

131 江阴市鸿萌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其它企业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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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江阴市华昌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33 江阴市华方新技术科研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34 江阴市辉龙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外贸稳中提质项目—开拓国际市场项目—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35 江阴市辉龙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外贸稳中提质项目—开拓国际市场项目—职业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36 江阴市吉祥印染有限公司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37 江阴市吉祥印染有限公司 ISO14000 系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38 江阴市金建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39 江阴市京澄玻璃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省级 

140 江阴市京澄玻璃有限公司 中国职业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 省级 

141 江阴市龙山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体系认证（IATF16949） 省级 

142 江阴市龙沃建材有限公司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43 江阴市龙玉锻压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44 江阴市龙玉锻压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45 江阴市龙玉锻压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46 江阴市盟友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IATF 16949:2016 省级 

147 
江阴市四纺机新科技制造有限

公司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48 江阴市通达包装有限公司 BRC 认证 省级 

149 江阴市新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50 江阴苏达汇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省级 

151 江阴天田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ASME U 证书换证 省级 

152 江阴天翔电器有限公司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53 江阴通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ISO9001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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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江阴通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ISO14001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55 江阴通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ISO45001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56 江阴通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IATF16949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57 江阴樱花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CGMP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58 江阴远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ISO45001：2015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59 江阴远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60 江阴悦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PED AD2000—W0 压力容器材料质量认证 省级 

161 江阴振宏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ISO9001:2015 省级 

162 江阴振宏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ISO14001:2015 省级 

163 江阴振宏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ISO45001:2018 省级 

164 江阴正元法兰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65 江阴中卡新材料有限公司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66 江阴中威电子有限公司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67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BRC 食品包装全球标准 省级 

168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QC080000 电气与电子元件和产品有害物质过

程控制体系认证 
省级 

169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70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IATF 16949 汽车行业治理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71 世泰仕塑料有限公司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72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N ISO 3834—2 焊接体系认证 省级 

173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QES 三体系认证 省级 

174 
威茨曼金属制品（江阴）有限

公司 
IATF 16949:2016&ISO9001:2015 再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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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威茨曼金属制品（江阴）有限

公司 
ISO14001:2015 再认证 省级 

176 
威茨曼金属制品（江阴）有限

公司 
ISO45001:2018 认证 省级 

177 味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78 味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HACCP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79 无锡艾姆西迪密封垫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80 无锡艾姆西迪密封垫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81 无锡光未来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年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 省级 

182 无锡拉格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资金拨付申请 省级 

183 无锡翔龙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84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体系认证 省级 

185 江苏阿拉高分子塑料有限公司 SGS 产品认证 省级 

186 江苏佰恰利机械有限公司 石油钻采设备—美国 API 认证 省级 

187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CE 认证 省级 

188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UL 认证 省级 

189 江苏采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注射器等 CE 认证 省级 

190 江苏采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防护口罩 CE 认证 省级 

191 江苏东鋆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TUV NORD 166 双玻认证 省级 

192 江苏东鋆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TUV NORD 182 半片认证 省级 

193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194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OEKO—TEX 认证 省级 

195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BSCI 产品认证 省级 

196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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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产品认证 省级 

198 江苏佼燕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EC 产品认证 省级 

199 江苏佼燕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BV 船级社产品认证 省级 

200 江苏金和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OEKO—TEX 认证 省级 

201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D15AM050300 电源适配器 RCM 认证 省级 

202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30PLVX 电源适配器—UL 产品认证 省级 

203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65CM240yyyA 电源适配器—CB 认证 省级 

204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12BUHXXXYYY 电源适配器—UL 产品认证 省级 

205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65ABMXXXYYYFF 电源适配器—GS 认证 省级 

206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24BLHXXXYYY 电源适配器—CB 认证 省级 

207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40AGHXXXYYYFF 电源适配器—GS 认证 省级 

208 江苏龙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船级社 DNV 认证 省级 

209 江苏三房巷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 Halal 清真认证 省级 

210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OEKO—TEX 省级 

211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OEKO—TEX STANDARD 100 省级 

212 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GOTS 省级 

213 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GRS 省级 

214 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 瑞士纺织品 OEKO—TEX 认证 省级 

215 江苏西比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QC 产品认证 省级 

216 江苏西比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TL 产品认证 省级 

217 江苏西比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E 产品认证 省级 

218 江苏新诚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GRS 产品认证 省级 

219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YZJ2015—2023—2700TEU 船产品认证 省级 

220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YZJ2015—2024—2700TEU 船产品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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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YZJ2015——1247—83500DWT(OBO)兼用船

产品认证 
省级 

222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YZJ2015——1227—83500DWT(OBO)兼用船

产品认证 
省级 

223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YZJ2015——1228—83500DWT(OBO)兼用船

产品认证 
省级 

224 江苏兴业塑化有限公司 清真认证 省级 

225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OEKO—TEX 100 认证 省级 

226 江苏众创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有机含量标准（OCS）2.0 版认证 省级 

227 江苏众创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球回收标准（GRS）4.0 版认证 省级 

228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QB826G 移动电源产品认证 省级 

229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TW100 无线蓝牙耳机产品认证 省级 

230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TWSEJ01ZM 无线蓝牙耳机 省级 

231 江阴宝弘机械法兰有限公司 PEDMM and AD2000 WO PED 省级 

232 江阴宝弘机械法兰有限公司 DNV 3.2 认证 省级 

233 江阴博盛纺织品有限公司 全球再生产品标准论证 省级 

234 江阴德尔热能机械有限公司 美国 ASME 产品认证 省级 

235 江阴德尔热能机械有限公司 SGS 产品认证 省级 

236 江阴东方阀门有限公司 API 产品认证 省级 

237 江阴东方阀门有限公司 CE 铸件产品认证 省级 

238 江阴东方阀门有限公司 CE 阀门产品认证 省级 

239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迪拜 DCL 产品认证 省级 

240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澳洲 ACRS 产品认证 省级 

241 江阴飞鹏针织有限公司 OEKO—TEX100 纺织品认证 省级 

242 江阴冠荣金属有限公司 产品符合 OEKO—TEX100 认证的检测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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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江阴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IATF16949:2016 省级 

244 江阴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UL 认证 省级 

245 江阴捷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GOTS 产品认证 省级 

246 江阴捷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无金属产品认证 省级 

247 江阴捷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OEKO—TEX 普通棉成衣认证 省级 

248 江阴捷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涤类面料 OEKO—TEX 认证 省级 

249 江阴捷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棉类面料 OEKO—TEX 认证 省级 

250 江阴骏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TD—A 产品 UL 认证 省级 

251 江阴骏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TD—K 产品 UL 认证 省级 

252 江阴骏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CL—C02D 产品 UL 认证 省级 

253 江阴骏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CL—C02N 产品 UL 认证 省级 

254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救生艇 DNV 船级社认证 省级 

255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DNV.GL 认证 省级 

256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RINA 产品认证 省级 

257 江阴日毛纺纱有限公司 GRS 全球回收标准认证 省级 

258 江阴日毛纺纱有限公司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259 江阴荣港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API 产品认证 省级 

260 江阴三禾电器有限公司 插墙式安全隔离变压器认证 省级 

261 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UL 认证—电器用电机 省级 

262 江阴市北海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美国【ABS】船级社产品认证 省级 

263 江阴市达越无纺布有限公司 GRS 产品认证 省级 

264 江阴市达越无纺布有限公司 RCS 产品认证 省级 

265 江阴市东辉特种纱线有限公司 OEKO—TEX STANDARD 100 认证 省级 

266 江阴市东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CFM—1 型 A—60 级防火门 DNV 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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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江阴市国祥锻造有限公司 PED4.3 产品认证 省级 

268 江阴市翰博制衣有限公司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269 江阴市恒润环锻有限公司 EN1090 省级 

270 江阴市恒炎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加热器 UL 产品认证 省级 

271 江阴市华材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球回收标准（GRS） 省级 

272 江阴市华材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OEKO—TEX 省级 

273 江阴市华昌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不锈钢压力管 CS 产品认证 省级 

274 江阴市华昌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PED 产品认证 省级 

275 江阴市华益纱线有限公司 GRS 全球回收标准认证 省级 

276 江阴市聚鑫花式线有限公司 2020 年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277 江阴市聚鑫花式线有限公司 2021 年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278 江阴市凯华印花有限公司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279 江阴市科博机械有限公司 ASME 产品认证 省级 

280 江阴市科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士 OEKO—TEX 纺织产品认证 省级 

281 江阴市龙润法兰有限公司 TUV 认证 省级 

282 江阴市龙沃建材有限公司 RMC 管 UL 认证 省级 

283 江阴市明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钢化玻璃 SGCC 产品认证 省级 

284 江阴市乾煜纺织有限公司 OEKO—TEX100 产品认证 省级 

285 江阴市乾煜纺织有限公司 RWS 产品认证 省级 

286 江阴市青松纺织有限公司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287 江阴市青松纺织有限公司 有机含量标准（OCS）认证 省级 

288 江阴市瑞源纺织有限公司 OEKO—TEX100 纺织品认证—1 省级 

289 江阴市瑞源纺织有限公司 OEKO—TEX100 纺织品认证—2 省级 

290 江阴市三杰锅炉有限公司 ABS 美国船级社废气锅炉产品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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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江阴市三杰实业有限公司 RS 俄罗斯船级社锅炉产品认证 省级 

292 江阴市三杰实业有限公司 RS 俄罗斯船级社燃油锅炉产品认证 省级 

293 江阴市尚骏纺织有限公司 GRS 产品认证 省级 

294 江阴市蜀天织品有限公司 
STANDARD 100 by OEKO—TEX 生态环 
保纺织品认证 

省级 

295 江阴市顺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认证 省级 

296 江阴市泰坦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MTS 测试 省级 

297 江阴市万润印染有限公司 GOTS 认证 省级 

298 江阴市万润印染有限公司 RCS 认证 省级 

299 
江阴市威腾铝箔合成材料有限

公司 
风管 UL 认证 省级 

300 江阴市维宇针纺有限公司 OEKO—TEX 产品认证 省级 

301 江阴市新妮服饰有限公司 CE 产品认证 省级 

302 江阴市新妮服饰有限公司 SGS 产品测试 省级 

303 江阴市新妮服饰有限公司 折叠式微粒呼吸口罩 SGS 产品测试 省级 

304 江阴市雅致纺织品有限公司 OEKO—TE100X 产品认证 省级 

305 江阴市洋澜贸易有限公司 GRS/GOTS 认证 省级 

306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OEKO—TEX—BJ015 162831 STANDARD 100
生态纺织品认证 

省级 

307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OEKO—TEX—071115 STANDARD 100 生态

纺织品认证 
省级 

308 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 
OEKO—TEX—071116 STANDARD 100 生态

纺织品认证 
省级 

309 江阴思安塑胶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SA—7—8 一次性泡沫耳塞 CE 认证 省级 

310 江阴思安塑胶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SA—7—10 一次性泡沫耳塞 CE 认证 省级 

311 江阴天浩电讯电器有限公司 多导体热塑料性绝缘电线 UL 产品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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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江阴天浩电讯电器有限公司 电源线套件和电源线 UL 产品认证 省级 

313 江阴天浩电讯电器有限公司 通用电线套件 UL 产品认证 省级 

314 江阴天浩电讯电器有限公司 软线 UL 产品认证 省级 

315 江阴天浩电讯电器有限公司 线束 UL 产品认证 省级 

316 江阴天浩电讯电器有限公司 VDE 产品认证 省级 

317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国际清真认证 省级 

318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犹太认证 省级 

319 
江阴万事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口罩 CE 认证 省级 

320 
江阴万事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美国 FDA 认证 省级 

321 江阴卧龙玻璃钢船艇有限公司 ABS 船级社检验费用 省级 

322 江阴卧龙玻璃钢船艇有限公司 RINA 船级社检验费用 省级 

323 江阴卧龙玻璃钢船艇有限公司 BV 船级社检验费用 省级 

324 江阴卧龙玻璃钢船艇有限公司 RS 船级社检验费用 省级 

325 
江阴卧龙玻璃钢船艇 
有限公司 

NK 船级社检验费用 省级 

326 江阴兴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清真认证 省级 

327 江阴绣帛纺织品有限公司 GRS 认证 省级 

328 江阴银韵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CE 认证 省级 

329 江阴悦达化纺有限公司 全球回收标准（GRS） 省级 

330 
江阴云智医疗无纺布制品有限

公司 
FDA 产品认证 省级 

331 江阴长江电器有限公司 LA38—B2B 系列控制开关 CE 认证 省级 

332 江阴长江电器有限公司 电流互感器 ROHS 检测 省级 

333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节能 CU—TR 产品认证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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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无锡翔龙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SME 产品认证 省级 

335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166 黑色组件认证 省级 

336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天线的封装结构及封装方法—3 省级 

337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天线的封装结构及封装方法—2 省级 

338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天线的封装结构及封装方法—1 省级 

339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扇出型天线封装结构及其制备

方法 
省级 

340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扇出型天线封装结构及其制备

方法—2 
省级 

341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具有天线组件的半导体封装结

构—2 
省级 

342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 
境外专利申请—具有天线组件的半导体封装结

构—1 
省级 

343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扇出型天线封装结构及封装方法 省级 

344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一种半导体垂直打线结构及方

法 
省级 

345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一种扇出型芯片的封装方法及

封装结构 
省级 

346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境外专利申请—一种扇出型天线封装结构及其

制备方法 
省级 

347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标注册（卡塔尔） 省级 

348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标注册（科威特） 省级 

349 江阴市华方新技术科研有限公司 日本注册商标 省级 

350 江阴市华方新技术科研有限公司 波兰注册商标 省级 

351 江阴市华方新技术科研有限公司 美国注册商标 省级 

352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哥伦比亚商标注册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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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欧盟商标注册 省级 

354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俄罗斯商标注册 省级 

355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菲律宾商标注册 省级 

356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秘鲁商标注册 省级 

357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台湾商标注册 省级 

358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土耳其商标注册 省级 

359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澳大利亚商标注册 省级 

360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英国商标注册 省级 

361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巴西商标注册 省级 

362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智利商标注册 省级 

363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扬子江;1956”商标注册 省级 

364 江苏大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注册 省级 

365 江阴华昌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欧盟 27 个国家商标注册 省级 

366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境外商标注册 省级 

367 江苏三方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马德里商标注册 省级 

368 江苏采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商标注册 省级 

369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 省级 

370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不器商标注册 省级 

371 江阴市华星金刚石工具厂 HXIN 欧盟商标注册 省级 

372 江阴苏达汇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商标注册 省级 

373 江阴苏达汇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商标注册（台湾） 省级 

374 江阴海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马德里商标注册 省级 

375 江阴市新妮服饰有限公司 Placide 欧盟境外商标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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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节能境外广告投放 省级 

377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节能宣传视频 省级 

378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节能宣传材料制作 
（双良换热器产品画册视觉规划设计项目） 

省级 

379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宣传材料印刷 省级 

380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宣传视频制作 省级 

381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创建中小企业网站 省级 

382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国际站—全球宝 省级 

383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节能网络营销活动 省级 

384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阿里巴巴网络营销 省级 

385 江阴邦特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软件云服务等信息化建设 省级 

386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APS 软件 省级 

387 
江阴市南阳彩色纤维母粒有限

公司 
进口贴息 省级 

388 江苏兴业塑化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89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0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1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2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3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5 江苏贝德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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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江阴康瑞成型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7 江阴邦特科技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8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399 江阴市申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400 法尔胜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401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402 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403 江苏三房巷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404 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信保补贴 省级 

405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06 泓泰复合材料（江阴）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07 江苏大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08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09 江苏文明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0 江阴润拓贸易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1 江阴神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2 江阴市倍诚国贸商务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3 江阴市戴梦得工具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4 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5 江阴市柯达塑化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6 江阴市龙山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7 江阴市欣联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18 江阴市新威塑胶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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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江阴旺达商务贴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20 江阴友利特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21 无锡法尔胜悦能动力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22 江阴斯迈特进出口有限公司 第 130 届广交会展位费补贴 省级 

423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

公司 
外贸稳中提质 

中央

级 

424 江阴德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稳增长 市级 

425 江阴市进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外贸稳增长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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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外资提质增效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1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 

扶持项目 
省级 

2 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 外国投资者利润再投资扶持项目 省级 

3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 外国投资者利润再投资扶持项目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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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对外投资资金公示 

序号 申请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1 银牛微电子（无锡）有限责任公司 银牛有限公司 中央级 

2 江阴新际科技有限公司 新加坡新际科技有限公司 中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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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服务贸易量质提升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1 贝卡尔特（中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成长型 中央、省级 

2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成长型 中央、省级 

3 星科金朋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龙头型 中央、省级 

4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龙头型 中央、省级 

5 江阴港联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成长型 中央、省级 

6 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 中央、省级 

7 江苏布林克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 中央、省级 

8 江苏垦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 中央、省级 

9 江苏网新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 中央、省级 

10 江阴市普尔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 中央、省级 

11 江苏睿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在岸服务外包业务 中央、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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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和扩大商业消费项目 
公示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1 江苏致和堂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标准托盘循环共用体系建设项目 省级 

2 中包精力供应链管理江阴有限公司 
标准托盘及料箱循环共用项目建设

和设备更新 
省级 

3 江苏鲜华物流有限公司 城乡高效配送项目建设 省级 

4 江阴市滨江酿酒有限公司 “杜圆坊”产品创新和市场营销 省级 

5 江阴市永丰源大酒店有限公司 
“久仰”人才培育、设施更新和品

牌宣传 
省级 

6 江阴市苏之酥食品有限公司 “苏之酥”2020 年度市场拓展项目 省级 

7 江阴富仁跨境电商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发展项目 省级 

 

 

 

江阴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