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8 年南通市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拟认定名单 
 

序号 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名称（拟） 依托单位 所在地 

1 
南通市（中天科技海缆）企

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开发区 

2 
南通市（招商局重工）企业

技术创新中心 

招商局重工（江苏）有

限公司 
海门市 

 

 

 

 

 

 

 

 

 

 

 

 

 

 

 



附件 2： 

 

2018 年南通市级企业院士工作站拟认定名单 
 

序号 名称 依托单位 所在地 

1 南通市企业院士工作站 
紫罗兰家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通州区 

 

 

 

 

 

 

 

 

 

 

 

 

 

 

 

 

 



附件 3： 

 

2018 年南通市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拟认定名单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拟） 依托单位 所在地 

1 
南通市（通达）电机定转子铁芯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 通州区 

2 
南通市（星源）新型高效保护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星源仪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通州区 

3 
南通市（新兴）新型五轮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南通新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通州区 

4 
南通市（沃太）新能源储能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沃太能源南通有限公司 通州区 

5 
南通市（金驰）高速高效大功率

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金驰机电有限公司 通州区 

6 
南通市（瑞舶莱）低合金高强度

药芯焊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南通瑞舶莱焊业科技有限公

司 
通州区 

7 
南通市（乐佳）功能性涂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乐佳涂料有限公司 通州区 

8 
南通市（象屿）海装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南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通州区 

9 
南通市（帝诚华信）精细化汽车

配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帝诚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通州区 

10 
南通市（鸿泰）铝合金汽车零部

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鸿泰南通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通州区 

11 
南通市（金泰）集成电路封装测

试设备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 崇川区 

12 
南通市（测绘院）时空地理信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测绘院有限公司 崇川区 

13 
南通市（伊诺）精密塑胶导管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伊诺精密塑胶导管有限公司 崇川区 

14 
南通市（钜盛）精密数控机床制

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钜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港闸区 

15 
南通市（国全）木工机械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国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港闸区 

16 
南通市（御福源）中药现代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御福源药业有限公司 港闸区 

17 
南通市（康尔乐）紫外光固化胶

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康尔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港闸区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拟） 依托单位 所在地 

18 
南通市（美亚）特种过滤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美亚新型活性炭制品有限公

司 
港闸区 

19 
南通市（格陆博）汽车智能驾驶

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格陆博科技有限公司 港闸区 

20 
南通市（中天）线缆设备及装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开发区 

21 
南通市（中天科技）电缆附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开发区 

22 
南通市（中天华宇）智能工厂集

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中天华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 

23 
南通市（中天新兴）高性能锂电

池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天新兴材料有限公司 开发区 

24 
南通市（达成）高纯度环保长链

二元酸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 

25 
南通市（智锐达）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智锐达仪器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开发区 

26 
南通市（汇环）智慧环境监管设

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 

27 
南通市（云汇）VOCs 废气净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云汇环保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开发区 

28 
南通市（领新）海工与矿山专用

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领新（南通）重工有限公司 开发区 

29 
南通市（捷捷）宽禁带电力电子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捷捷半导体有限公司 苏通园区 

30 
南通市（美能）膜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苏美能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通园区 

31 
南通市（优联）给排水深度处理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江苏优联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苏通园区 

32 
南通市（尚飞）安检及无损检测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尚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通园区 

33 
南通市（东材）高性能膜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东材新材料责任有限公司 海安市 

34 
南通市（鼎新）长寿命高能比锂

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鼎鑫电池有限公司 海安市 

35 
南通市（东恒）电力金具与光缆

金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东恒光电有限公司 海安市 

36 
南通市（浩驰）纳米薄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海安浩驰科技有限公司 海安市 

37 
南通市（迅达）橡塑复合功能新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迅达橡塑制造有限公司 海安市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拟） 依托单位 所在地 

38 
南通市（中科亚美）轻合金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中科亚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安市 

39 
南通市（铁军）高性能隧道衬砌

模板台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铁军机械有限公司 海安市 

40 
南通市（金泽）重型数控锻压设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金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海安市 

41 
南通市（合迪）新型建筑模板系

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合迪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海安市 

42 
南通市（增光）机场道面养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增光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海安市 

43 
南通市（瑞祥）稀土功能永磁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市瑞祥磁业有限公司 海安市 

44 
南通市（航力）高档数控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航力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海安市 

45 
南通市（拓创）油气开发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拓创科研仪器有限公司 海安市 

46 
南通市（苏中建设）超高层建筑

施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海安市 

47 
南通市（光易）智能网络通信设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安光易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海安市 

48 
南通市（亚太星原）猪前期营养

生物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亚太星原农牧科技海安有限公司 海安市 

49 
南通市（艾威）机架设备仪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艾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如皋市 

50 
南通市（珈伟龙能）高性能动力

与储能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珈伟龙能固态储能科技如皋有限

公司 
如皋市 

51 
南通市（永大）高效节能化工机

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永大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如皋市 

52 
南通市（泰普）高精密液压铸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泰普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如皋市 

53 
南通市（聚星）高韧性低碳合金

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聚星铸锻有限公司 如皋市 

54 
南通市（牧野）高效轮廓裁切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牧野机械有限公司 如皋市 

55 
南通市（新瑞）药物研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新瑞药业有限公司 如皋市 

56 
南通市（中罗）轮转印刷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如皋市中罗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如皋市 

57 
南通市（波涛）防锈缓蚀化工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波涛化工有限公司 如皋市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拟） 依托单位 所在地 

58 
南通市（中天）海洋系统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如东县 

59 
南通市（九九久）锂电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如东县 

60 
南通市（盛纳凯尔）一次性无菌

医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盛纳凯尔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如东县 

61 
南通市（凯英）功能性聚酰亚胺

光电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凯英薄膜技术有限公司 如东县 

62 
南通市（刚正）高耐候金属涂层

薄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刚正薄板科技有限公司 如东县 

63 
南通市（纳拓）特种润滑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纳拓润滑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如东县 

64 
南通市（润弘）智能化成套环保

处理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润弘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如东县 

65 
南通市（五建）智能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南通五建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如东县 

66 
南通市（恒悦）多功能食品机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如东县恒悦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如东县 

67 
南通市（三建)被动式建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门市 

68 
南通市（龙信）现代建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门市 

69 
南通市（康博达）节能建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康博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海门市 

70 
南通市（富之岛）寝具用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富之岛寝具发展有限公司 海门市 

71 
南通市（英菲）新能源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南通英菲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门市 

72 
南通市（浩丰）香精香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浩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门市 

73 
南通市（恒金）复合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南通恒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海门市 

74 
南通市（沪江）船用防火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沪江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海门市 

75 
南通市（东方）船用设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南通东方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启东市 

76 
南通市（华峰）超纤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 启东市 

77 
南通市（滨海）活性炭制造应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滨海活性炭有限公司 启东市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拟） 依托单位 所在地 

78 
南通市（优睿）半导体封装测试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优睿半导体有限公司 启东市 

79 
南通市（国动）通信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国动科技有限公司 启东市 

80 
南通市（爱普车辆）汽车轻量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爱普车辆（中国）有限公司 启东市 

81 
南通市（韩华）光伏组件及系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 启东市 

82 
南通市（耿舜）智能包装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耿舜科技有限公司 启东市 

83 
南通市（博顿）液压齿轮泵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博顿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启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