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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市共获批准实施国家、省、无锡市级科技、人才

计划项目 185项，其中省级以上 96项（科技计划项目 24项，创

新载体 1家，研发机构 17家，人才项目 23项，荣誉、奖项 31

项）；共争取到上级各类科技资金 10798.97万元；新认定无锡市

级以上各类科技型企业 1881家。

（一）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24 项，分别为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 4项、“百城百园”行动项目 1项、

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竞争项目)-入库 1项、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国际科技合作/港澳

台科技合作）专项资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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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项。

（二）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创新载体 1 家，为省级备案众

创空间 1家。

（三）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研发机构 68 家，分别为省院

士工作站 2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5家；2020年度无锡市院

士工作站 2家，无锡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9家。

（四）获批无锡市级以上各类科技型企业 1881 家，分别为

高新技术企业 22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企业 1198家，省

科技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4家，省农业科技型企业 1家，省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 2家，通过省评估遴选瞪羚企业 8家、潜在独角兽

企业 2家、独角兽企业 1家，省民营科技企业 159家；通过无锡



市评价遴选雏鹰企业 16家、瞪羚企业 21家、准独角兽企业 1家，

无锡市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入库 7家、瞪羚企业培育入库 102家、

雏鹰企业培育入库 132家。

（五）获评无锡市级以上各类荣誉、奖项 42 项，分别为获

评国家科技进步奖 1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项目 3

项，省科学技术奖 3项，省创新发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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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企业重点实验室绩

效评估 1项，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绩效评估 1项；无锡市科技企

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绩效评优 9项，无锡友谊奖 2项。

（六）获批无锡市级以上人才项目 50 项，分别为国家外国

专家项目 3项、省“双创计划”科技副总 17名，省政策引导类

计划（引进外国专家人才专项）2项，省“外国专家工作室”1

项；无锡市“太湖人才计划”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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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参与单位 等级 所在地

1
高密度高可靠电子封装关键技术及成套工

艺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一等 高新区

2、2020年度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地

1 2020年度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高新区

3、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行机构名称 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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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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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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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类 临港开发区

4、国家外国专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5G PA产品封装技术研发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高新区

2 质子导电陶瓷材料的研发 江阴挪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 高新区

3
1 类广谱抗肿瘤多肽新药

PL-AC 筛选与合成
江苏普莱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 高新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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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多成分精准质控的高品质中药配

方颗粒研发及产业化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1000 高新区

2
重大装备用高端轴承钢生产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

司
1400 高新区

3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端蚀刻液的研

发及产业化

江阴润玛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400 周庄镇

4
超大型海上直驱式永磁风电机组高精

度转子房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1000

临港开发

区

6、“百城百园”行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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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海澜智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海澜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150 新桥镇

7、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竞争项目)-入库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中深层地热能无动力取热及智慧化供

热关键技术的研发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
400

临港开发

区

8、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国际科技合作/港澳台科技合作）专项资金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硅用大尺寸高纯石英坩埚的合作研发 江阴龙源石英制品有限公司 100 临港开发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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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主要农作物产业分店 江苏华西都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 华士镇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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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高新区

11、省科学技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参与单位 等级 所在地

1
区域分布式能源柔性互联运行控制关

键技术及应用
江苏方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 澄江街道

2
岩浆构造热演化区煤层瓦斯动力灾害

防治理论与关键技术
江苏中煤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二等 临港开发区

3
废弃锂离子电池全组分高效资源化理

论与关键技术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周庄镇

12、省科技创新发展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所在地

1 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奖优秀企业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奖优秀企业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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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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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蔬贮运用自发气调防雾抗

菌活性包装薄膜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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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于虚拟同步机技术的储能

变流器研发
江苏方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澄江街道

3
典型中国婴幼儿肠道益生菌

菌库构建及其功能性研究

江苏佰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农业大学 高新区

4
低温低硫高水分烟气除尘及

脱硝SCR技术研究
江苏亿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顾山镇

5
高标准农田与宅基地复垦耕

地快速培肥技术研发与示范
中向旭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
临港开发区

6
高速自动旋光切割模组机电

系统研究
江阴丽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高新区

7
具有自复位能力的弹簧粘滞

流体阻尼器的开发
江苏工邦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临港开发区

8
固熔炉燃烧控制系统优化设

计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

司
常熟理工学院 青阳镇

9
BS-G-300全自动血型分析仪

模块化设计
江苏贝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高新区

10

环保型工程塑料改性稀释预

混载体泄压粉体收集装置及

设备监测系统技术开发

江苏纳微杰粉体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科技大学 高新区

11

蚀刻框架材料缺陷光检机高

精度运动平台运动精度分析

和优化研究

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高新区

12

海上大型风电基础新型结构

振动分析与优化设计关键技

术研发

江阴双马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 徐霞客镇

13
核酸提取纯化磁珠制备工艺

技术开发

江苏盖姆纳米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徐州工程学院 临港开发区

14
发电船大型汽机房行车关键

技术研发

江阴市安海船舶设备有限公

司
江苏科技大学 南闸街道

15 电解水制氢催化电极研究
江苏安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盐城工学院 月城镇

14、省“双创计划”科技副总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所属院校 所在地

1 李伟 江苏佰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农业大学 高新区

2 曹振兴 江苏亿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顾山镇

3 景文珩 江苏双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大学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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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丛志 中向旭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临港开发区

5 华洪良 江阴丽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高新区

6 李健男 江苏工邦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临港开发区

7 丁卫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青阳镇

8 李鑫 江苏贝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高新区

9 暴琳 江苏纳微杰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 高新区

10 赵宣 江阴市全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高新区

11 杨柳 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高新区

12 夏茂龙 江阴双马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 徐霞客镇

13 贾海洋 江苏盖姆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学院 临港开发区

14 于照鹏 江苏胜达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理工学院 华士镇

15 刘为民 江阴市安海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 南闸街道

16 张义东 江苏安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工学院 月城镇

17 翟建 江阴联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高新区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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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挪威 BaiYong 10 临港开发区

2 江苏普莱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加拿大 ChenYuxin 10 高新区

16、省外国专家工作室

序号 承担单位 专家国别 所在地

1 远景动力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日本 临港开发区

17、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行机构名称 评价等级 资助金额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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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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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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类 21 高新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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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高新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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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临港开发

区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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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特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省毛衫织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芗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3
江苏省（康瑞）特种金属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康瑞成型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4 江苏省新型路面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5
江苏省多功能共挤薄膜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泾镇

6 江苏省金属涂层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大阪涂料有限公司 顾山镇

7
江苏省机动车掣动总成推拉索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泰阳成索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8
江苏省PBT切片及特种纤维新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9 江苏省环保生物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向阳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
江苏省超高纯湿电子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周庄镇

11
江苏省大跨径桥梁耐久型缆索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12
江苏省（延利）天然植物纤维复合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延利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3 江苏省气相氯化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14
江苏省高性能轮胎骨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苏胜达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5
江苏省光纤预制棒及制造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苏法尔胜光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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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江苏省土壤环境调查与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省船舶尾气洗涤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博汇机械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省金属装饰墙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大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4 江苏省车灯精密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星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

区

5 江苏省小模数齿轮刀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6 江苏省电化学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海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 江苏省新型橡胶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科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8
江苏省汽车涡轮增压器壳体部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9 江苏省柔性电加热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辉龙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青阳镇

10
江苏省精密液压油缸及关键零部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 青阳镇

11 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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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江苏省（富朗特）新型机械装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苏富朗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3
江苏省汽车燃料喷射系统信息机械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林格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4 江苏省高分子材料挤出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新达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管路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华士镇

20、省企业重点实验室绩效评估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评估结果 补助金额 所在地

1

江苏省高性能金属线

材制品关键技术重点

实验室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法

尔胜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江

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良好 80 高新区

21、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绩效评估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评估结果 补助金额 所在地

1
江苏江阴金属材料检

测与服务平台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50

临港开发

区

22、省级院士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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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院士单位 院士姓名 所在地

1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长大桥建设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张喜刚 临港开发区

2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 范维澄 顾山镇

23、省级备案众创空间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所在地

1 “军创之家”众创空间 江阴市军创智澄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省科技企业上市培育计划入库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阴佩尔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新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阴骏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 江阴市华方新技术科研有限公司 周庄镇

5 江阴华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山镇

25、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宝利路面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苏大隆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鼎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苏鸿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苏雷博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江苏利核仪控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江苏龙山管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江苏帕斯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9 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江苏微新码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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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2 江苏紫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江阴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江阴德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江阴东为资源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江阴丰力生化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江阴高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江阴航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 江阴华西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江阴金童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江阴精力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22 江阴精力模具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23 江阴丽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 江阴全玉节能环保真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25 江阴山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6 江阴市光科光电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27 江阴市均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高新区

28 江阴市开元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29 江阴市全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高新区

30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2 江阴新日冶金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3 江阴星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高新区

34 江阴兴澄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35 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 高新区

36 江阴中南重工有限公司 高新区

37 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高新区

38 无锡琛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39 无锡格策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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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无锡华控赛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1 无锡金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区

42 无锡棱光智慧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43 江苏宏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4 江苏顺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5 江阴和港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6 博路威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7 德维嘉汽车电子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8 建滔电子材料(江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9 江苏爱可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0 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1 江苏海德半导体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2 江苏赫伽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3 江苏朗锐茂达铸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4 江苏力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5 江苏攀登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6 江苏双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7 江苏耀坤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8 江苏亿科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9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0 江苏中科瀚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1 江苏中煤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2 江苏中通管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3 江阴爱科森博顿聚合体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4 江阴百士特控制显示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5 江阴邦特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6 江阴德玛斯特钻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7 江阴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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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68 江阴复睿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9 江阴华理防腐涂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0 江阴技源药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1 江阴加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2 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3 江阴圣世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4 江阴市邦吉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5 江阴市东鹏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6 江阴市飞扬器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7 江阴市高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8 江阴市精成数控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79 江阴市科诚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0 江阴市科源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1 江阴市绿松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2 江阴市瑞鸿电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3 江阴市瑞鑫锻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4 江阴市三良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5 江阴市上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6 江阴市双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7 江阴市拓进电机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8 江阴市文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9 江阴市亿鑫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0 江阴泰阳成索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1 江阴耀先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2 江阴怡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3 江阴优燃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4 江阴振博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5 江阴中绿化纤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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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96 江阴中玮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7 无锡软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8 无锡市合研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99 无锡索贝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0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01 江苏格尔顿传动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2 江苏海鹏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3 江苏盛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4 江苏双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105 江阴奔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06 江阴福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07 江阴市富仁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08 江阴市江南氟塑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09 江阴众和电力仪表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10 江苏安科瑞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1 江苏宏晟模具钢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2 江苏锦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3 江苏新光镭射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4 江苏新置密封件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5 江阴犇源精密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6 江阴市成宇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7 江阴市恒通电器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8 江阴市惠尔信精密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19 江阴市节流装置厂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0 江阴市利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1 江阴市赛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2 江阴市振南机械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123 江阴圆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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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24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5 江苏云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6 江阴超润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7 江阴凯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8 江阴立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29 江阴市驰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0 江阴市科安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1 柳工无锡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132 江苏安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3 江苏环信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4 江苏旌凯中科超导高技术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5 江苏鑫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6 江阴创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7 江阴鼎言密封件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8 江阴弘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9 江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0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1 江阴市锦南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2 江阴市神州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3 江阴协统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4 无锡琼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145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6 江阴市宏扬汽车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7 江阴市源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8 江阴市志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青阳镇

149 江阴云智医疗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0 江阴长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1 无锡熠卿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青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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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52 江苏国瓷泓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3 江苏海威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4 江苏绍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5 江苏雪豹日化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6 江阴华江导索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7 江阴普菲特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8 江阴戎辉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59 江阴市超惠特建设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0 江阴市得灵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1 江阴市威腾铝箔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2 江阴市鑫海公路机械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3 无锡菲勒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4 无锡圣马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5 无锡市科晶环保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6 无锡新佳盛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67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8 江苏东鋆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69 江苏瀚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0 江苏向阳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1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2 江阴健发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3 江阴科利达电子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4 江阴朗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5 江阴市昌雄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6 江阴市创新气门嘴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7 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8 江阴振宏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华士镇

179 江顺精密机械装备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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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80 江苏奥派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1 江苏鼎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2 江苏国嘉导体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3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4 江阴方圆环锻法兰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5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6 江阴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7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8 江阴瑞特泰科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周庄镇

189 江阴润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0 江阴市傅博纺织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1 江阴市富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2 江阴市龙山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3 江阴市通源纺机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4 江阴市中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5 江阴延利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6 江阴亿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7 江阴中威电子有限公司 周庄镇

198 江苏尼美达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99 江阴建禾钢品有限公司 新桥镇

200 江阴龙阳纺织有限公司 新桥镇

201 江阴市凯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桥镇

202 顶格电力设备江阴有限公司 长泾镇

203 江苏金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泾镇

204 江阴市康乾车业有限公司 长泾镇

205 江阴市强盛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长泾镇

206 江阴市荣泰车业部件有限公司 长泾镇

207 江阴通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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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08 无锡共成金属有限公司 长泾镇

209 无锡万盛电子有限公司 长泾镇

210 江苏工匠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1 江苏坤达电器装饰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2 江阴华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3 江阴市鑫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4 江阴市源硕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5 江阴市州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6 江阴同澄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7 江阴旺达电子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8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山镇

219 无锡锡钻地质装备有限公司 顾山镇

220 江苏品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21 江阴瑰宝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祝塘镇

222 江阴海丰电梯导轨有限公司 祝塘镇

223 江阴如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祝塘镇

224 江阴市鹏鹞联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225 无锡必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祝塘镇

226 无锡鹰贝精密液压有限公司 祝塘镇

227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祝塘镇

26、省农业科技型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佰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7、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阴迈康升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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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省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瞪羚企业评估遴选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所在地

1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独角兽企业 高新区

2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潜在独角兽企业 高新区

3 江阴贝瑞森制药有限公司 潜在独角兽企业 高新区

4 盛合晶微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5 江苏三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6 江阴万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7 江阴凯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8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9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0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1 江苏圣富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29、无锡三类企业评价遴选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所在地

1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2 江阴乐帕克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月城镇

3 无锡菲勒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徐霞客镇

4 江阴优燃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临港开发区

5 江苏斯派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临港开发区

6 江苏智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7 江阴乐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8 无锡凯瑞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徐霞客镇

9 江苏帕斯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10 江苏利得智能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11 江阴东为资源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12 江苏双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临港开发区

13 江苏宝利路面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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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所在地

14 无锡软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临港开发区

15 江苏创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周庄镇

16 江苏丰烨驻车系统有限公司 雏鹰企业 临港开发区

17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18 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澄江街道

19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20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南闸街道

21 江苏中德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22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周庄镇

23 江阴复睿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临港开发区

24 江阴德龙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25 江苏工邦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26 江苏国瓷泓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徐霞客镇

27 江阴佩尔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28 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29 江苏环信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月城镇

30 江阴市科安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云亭街道

31 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32 江阴爱尔姆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临港开发区

33 江阴市美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华士镇

34 江阴全华丰精锻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高新区

35 江阴华江导索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徐霞客镇

36 江阴沐祥节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顾山镇

37 江苏中通管业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临港开发区

38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准独角兽企业 华士镇

30、无锡市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入库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新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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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苏坤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 江苏耀坤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 江阴康瑞成型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泾镇

31、无锡市瞪羚企业培育入库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阴鼎力高科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梭莱镀膜工业（江阴）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江苏工邦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苏飞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江阴市博汇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江阴德龙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阳光卫生医疗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高新区

9 江阴精力模具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江阴新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苏阳生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12 江苏中济万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凯澄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江苏德迈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江阴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江苏鼎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江阴市龙腾管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江阴中南重工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 江阴市黄山船舶配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江阴市光科光电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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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1 江苏丽天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2 江阴市亚泰净化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3 江苏嘉天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4 江阴怡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5 江苏明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6 江苏远望神州软件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7 江苏卓恒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8 江阴技源药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9 江阴华理防腐涂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0 江阴市科源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1 江阴市华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2 江阴市鸿萌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3 江阴市绿松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4 苏利制药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5 江阴市巨匠铁艺工程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6 泰山石膏(江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7 江阴硅普搪瓷股份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8 远景动力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9 江苏博诚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0 江苏飞达压铸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1 江阴嘉美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2 江阴市海华橡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3 江阴市江扬标准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4 江阴泰阳成索业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5 江苏双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46 江苏格尔顿传动有限公司 靖江园区

47 江阴力源电子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48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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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9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0 江阴杰德金属材料加工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1 江阴市恒固电机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2 江阴市节流装置厂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3 江苏宏晟模具钢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54 上海富渥机械工程技术江阴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55 江阴旭初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56 江阴市科安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57 江苏贝特自动门技术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58 江苏泓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59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60 江阴市锦明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月城镇

61 江阴市洪建炉业制造有限公司 月城镇

62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63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青阳镇

64 江阴市源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65 江阴市长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阳镇

66 无锡华澄线缆有限公司 青阳镇

67 江阴市友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青阳镇

68 江阴高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69 江苏国瓷泓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0 江阴市威腾铝箔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1 江阴华江导索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2 无锡圣马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3 江阴林格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74 江阴市传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华士镇

75 江阴市美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华士镇

76 江阴优普拉斯法兰有限公司 华士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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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77 江阴燎原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华士镇

78 江阴市江泰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周庄镇

79 江阴市华思诚无纺布有限公司 周庄镇

80 江苏鼎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周庄镇

81 江阴市富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周庄镇

82 江阴中威电子有限公司 周庄镇

83 江阴卓普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新桥镇

84 江阴市雅泽毛纺织有限公司 新桥镇

85 海澜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86 江苏文明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长泾镇

87 顶格电力设备江阴有限公司 长泾镇

88 无锡共成金属有限公司 长泾镇

89 江阴市荣泰车业部件有限公司 长泾镇

90 江阴市汇通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91 江阴市中兴无纺布有限公司 顾山镇

92 江阴市州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93 无锡锡钻地质装备有限公司 顾山镇

94 江阴市力达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95 江阴旺达电子有限公司 顾山镇

96 江阴芗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97 江阴华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山镇

98 江阴市羽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顾山镇

99 江阴市优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祝塘镇

100 江阴市海丰电梯导轨有限公司 祝塘镇

101 江阴市灵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102 无锡必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祝塘镇

32、无锡市雏鹰企业培育入库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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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江苏华西智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江阴长庚高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航澄（无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无锡爱德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5 映目（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江苏憬知梦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江阴百盛电气控制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江阴乐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9 江阴航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无锡华控赛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 江阴新日冶金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12 江苏葑全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3 江阴元灵芯旷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4 江苏微新码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15 江阴市宏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江苏贝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17 江苏晶瑞特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18 江阴贝瑞森制药有限公司 高新区

19 江阴高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0 江阴丽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1 江苏祥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高新区

22 江阴天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3 江阴金属材料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 无锡科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25 无锡琛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26 江苏宝丽轻金属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区

27 江阴市宏勇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新区

28 无锡品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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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29 江阴润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

30 沧海轻舟（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江苏谷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2 江阴凯澜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3 艾优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4 中讯博尔智能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5 德维嘉汽车电子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6 江苏赫伽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7 初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8 无锡软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9 江阴优燃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0 无锡市卓旺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1 无锡市雨聪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2 江苏中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3 江苏佰睿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4 江阴市红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5 江苏国禾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6 江阴市昊辉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7 江苏广亿信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8 江阴市华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9 无锡新哈远光照明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0 江苏允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1 江阴市拓进电机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2 江阴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3 江阴市昌佳泡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4 江苏暨之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5 江苏威仕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6 江阴远景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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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57 无锡新圣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8 江阴市鑫弘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9 江苏戍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0 江阴市瑞鸿电子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1 无锡宝特远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62 江苏金信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63 无锡兆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64 世博宝得冷热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65 无锡皓月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66 江阴夏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67 江苏欧伟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68 江阴犇源精密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69 江阴市富客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70 江苏新置密封件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71 无锡伟邦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72 江苏云天路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3 江阴市德鑫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4 江阴麦凯尼森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5 江阴原家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6 江阴市索菲恒冶金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7 江苏圣和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8 江阴市霖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79 江苏协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80 江苏美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81 神通海绵城市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月城镇

82 江苏茂林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83 无锡江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月城镇

84 江阴市永威机械有限公司 青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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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江阴市晶磁电子有限公司 青阳镇

86 无锡联友塑业有限公司 青阳镇

87 江阴市美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青阳镇

88 江苏奥普威特重工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89 金多邦成套机械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0 江阴市万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1 江苏新昱住宅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2 江阴优耐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3 无锡润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4 无锡多恩多自动化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5 无锡锐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6 江苏绿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7 艾瑞德板式换热器（江阴）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8 江阴韵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99 江阴华西巨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0 同景智能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1 江阴达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2 江苏礼联机械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3 江阴市源仁纺织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4 江阴市钰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5 江阴万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6 江阴市昌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华士镇

107 江阴欧亚特润滑粉制造有限公司 周庄镇

108 江阴方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周庄镇

109 江阴市扬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周庄镇

110 江阴和悦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11 江阴市捷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12 江阴中为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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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江苏通孚源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14 江阴泉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周庄镇

115 江阴大尚机器人有限公司 周庄镇

116 江阴恒都机械有限公司 周庄镇

117 玄奘阳光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18 江阴市银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19 江阴中绒纺织品有限公司 新桥镇

120 无锡市天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泾镇

121 江苏润达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2 无锡金兆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3 江苏巧硕光电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4 无锡康思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5 江阴三杰电器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6 江阴同澄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7 江阴市鑫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8 江阴市飞江塑料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顾山镇

129 江阴沃土农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祝塘镇

130 江阴市辉浩机械有限公司 祝塘镇

131 江阴市德诺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祝塘镇

132 江阴市方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祝塘镇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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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结构生物学创新药物发现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无锡市儿童缓释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无锡市环保型绝缘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双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靖江园区

4 无锡市光纤松套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爱科森博顿聚合体有限公

司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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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锡市新型机械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富朗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6 无锡市环保型铝涂装材料工程技术工程中心 力同铝业（无锡）有限公司 华士镇

7
无锡市高稳定性起重臂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苏顺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8
无锡市高品质镀膜靶材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梭莱镀膜工业（江阴）有限公

司
高新区

9
无锡市高稳定环保同轴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凯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
无锡市工业互联网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海澜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新桥镇

11
无锡市高性能环保型EPP发泡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苏昊晟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2
无锡市高精密智能化型棒材整理成套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虎踞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月城镇

13
无锡市高营养健康速食便当工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苏佳之家食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14 无锡市汽车用特种线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源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15
无锡市高强度耐疲劳农业机械零部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万和自动设备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16
无锡市高性能高精密齿轮减速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市得灵机械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7 无锡市高效节能型压铸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无锡新佳盛压铸机制造有限公

司
徐霞客镇

18 无锡市高性能硫化胶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无锡玮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19
无锡市(双良)高效节水空冷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苏双良冷却系统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0
无锡市高强度建筑节能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苏澄龙铝业有限公司 周庄镇

21
无锡市高营养烘焙面包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华联谷之田食品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2
无锡市风力发电机关键零部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燎原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华士镇

23
无锡市高效无偏析复合包芯线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宇瑞新颖炉料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24
无锡市（国机金属）高温耐蚀合金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国机金属江苏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25 无锡市特种合金管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龙山管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26 无锡市海洋工程技术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双马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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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无锡市再生可降解卫生医疗新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阳光卫生医疗科技江阴有限公

司
高新区

28 无锡市中大型精密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德纳精工轴承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29 无锡市（必克）液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无锡必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祝塘镇

30
无锡市太阳能电池激光切割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德龙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31 无锡市塔吊设备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听阳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2
无锡市工业铝型材挤压及新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阴市东泽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闸街道

33 无锡市塑料包装复合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申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4
无锡市高效低耗电源适配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华士镇

35 无锡市高空作业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绿松机械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36 无锡市铝箔复合保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威腾铝箔合成材料有限

公司
徐霞客镇

37 无锡市地质勘探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无锡锡钻地质装备有限公司 顾山镇

38 无锡市新型轨道交通钢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市邦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新桥镇

39
无锡市特种高性能不锈钢线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市春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40 无锡市新型多功能铲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金盾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临港开发区

41
无锡市药品包装材料相容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市海华橡塑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2
无锡市硅晶片切割衬板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江阴市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43
无锡市多功能性共挤膜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市格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青阳镇

44
无锡市特钢精整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苏环信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月城镇

45 无锡市（锋菱）超硬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锋菱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徐霞客镇

46 无锡市双金属锯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金缘锯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47 无锡市高强度铝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旭初科技有限公司 云亭街道

48 无锡市高精度变频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阴双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49
无锡市（达菲玛）新型头盔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阴市达菲玛汽配有限公司 华士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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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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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乐创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校品荟众创空间 江阴校品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江阴三牛众创空间 江阴市三牛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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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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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雏鹰梦工场 江阴市雏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8 华西天本众创空间 江阴华西天本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华士镇

9 金顾山创客汇 江苏众网互联网有限公司 顾山镇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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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地

1 航澄（无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董旭 高新区

2 江苏慧呼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罗语溪 高新区

3 江阴创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苏伟 高新区

4 江阴元灵芯旷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俞德军 高新区

5 映目（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宋端磊 高新区

6 江苏清之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段侪杰 高新区

7 江阴普朗克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包文中 高新区

8 无锡爱德为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蔡磊 高新区

9 江阴微弧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李洪涛 高新区

10 无锡众志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人才 郭永安 高新区

11 无锡安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周涛 高新区

12 江阴高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伍春华 高新区

13 江阴普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浦鸣 顾山镇

14 江阴万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陈硕然 华士镇

15 无锡韦森仕安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黄俊杰 临港开发区



— 36 —

序号 单位名称 人才姓名 申报类型 所在地

16 江苏佰睿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周禛 临港开发区

17 无锡凯瑞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赵宇峰 霞客镇

18 无锡全世全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人才 罗小松 祝塘镇

19 江苏君澄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团队
武湛君、李世超、

刘新
高新区

20 江苏普莱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团队
陈育新、陈明侠、

董虎、廖兴华
高新区

21 江苏佰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团队
马凯、王广贤、王

润鑫
高新区

22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创业团队 吕宁、姚凌、秦军 高新区

23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人才 杨丹凤 高新区

24 联动天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创新人才 杨斯涛 高新区

25 江苏坤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创新人才 李方越 临港开发区

26 无锡佰翱得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创新团队
桂文君、刘宝平、

李会广
高新区

27 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创新团队
李明扬、徐钦华、

徐红
高新区

36、“无锡友谊奖”获奖专家名单

序号 外国专家姓名 国籍 工作单位 资助金额 所在地

1
特鲁斯·埃文德·诺比

Truls Eivind Norby
挪威

江阴挪能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3 高新区

2
格拉德米尔·梅西维奇

Gradimir Misevic
瑞士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3 高新区

37、2020年无锡市院士工作站

序号 承担单位 院士姓名 所在地

1 中向旭曜科技有限公司 张佳宝 临港开发区

2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范维澄 顾山镇

38、江阴市院士工作站

序号 承担单位 院士单位 院士姓名 所在地

1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

限公司

中交公路长大桥建设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张喜刚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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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单位 院士单位 院士姓名 所在地

2
江阴市江扬标准紧

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金国新 临港开发区

3
江苏大隆凯科技有

限公司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Eremeev Alexander

Pavlovich（叶列梅耶夫·亚

历山大·帕夫洛维奇）

高新区

39、江阴市级众创空间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 所在地

1 军创之家众创空间 江阴市军创智澄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高新区

2 澄创e空间 江阴富仁跨境电商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3 澄之光科创孵化基地 江阴星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澄江街道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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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景动力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日本 高桥浩雄工作室 临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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