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拟认定的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

一、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序号 示范企业名称 主营产品

1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半导体材料（MO源和离子注入气体）

2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热敏打印头

3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先进金属锗材料

4 厦门汉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热敏打印机

5 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

6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CMOS图像传感器

7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斗导航芯片及模块

8 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结构件

9 江西兴泰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纸

10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薄型封装纸带

11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TC车载单元

12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智能运维分析管理系统

13 华海智汇技术有限公司 海底通信系统中继设备

14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超高清数字电视接收机 

15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 真无线立体声(TWS)蓝牙耳机

16 宁波微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红外线扫描电梯光幕

17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红外探测系统

18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组件自动化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

19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深肤色影像移动终端

20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户用光伏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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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非制冷红外热成像产品

22 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辐照用电子加速器

23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网无线设备

24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机械抛光设备

25 江苏亨通海洋光网系统有限公司 海底光缆

26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机力通风冷却塔

27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距离大运力复杂线路带式输送机

28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智能巡检机器人

29 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刚石锯片基体

30 大连华锐重工焦炉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炼焦机械设备

31 通化建新科技有限公司 镍铁冶炼成套设备及其生产线

32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卷筒纸平版书刊印刷机

33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高效智能深孔机床

34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复杂刀具

35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色选机

36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装置用纯水冷却设备

37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潜水电泵

38 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高性能微孔膜滤芯

39 山东汇丰铸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起重机用铸造卷筒

40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低压智能断路器

41 通号（西安）轨道交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信号基础装备

42 山西中设华晋铸造有限公司 履带板及大型矿山设备用铸件

43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44 广东富华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挂车车轴

45 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大型养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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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舞台灯

47 江苏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 电梯感应式一体化人机交互装备

48 宁波培源股份有限公司 减震器活塞杆

49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管状电机

50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冶金用高功率密度减速器

51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缸柴油发动机

52 大连瑞谷科技有限公司 精密轴承保持架

53 日照兴业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车车架

54 山东华盛农业药械有限责任公司 割灌机

55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液压阀用电磁铁

56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车发动机冷却风扇总成

57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车气制动防抱死制动系统（ABS）

58 宁波信泰机械有限公司 汽车车身外饰条

59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轴承保持架

60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粉末注射成形零部件

61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微小型动力式泵

62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万向联轴器

63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滚子链

64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

65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 乘用汽车轮毂轴承单元

66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车灯

67 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饲料加工成套装备

68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塔架

69 镇江大力液压马达股份有限公司 摆线液压马达

70 宁波达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密微型深沟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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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风电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

72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彩色塑料色母粒

73 东营国安化工有限公司 再生润滑油基础油

74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循环再造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镍钴锰酸锂

75 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功能性聚酯热收缩（PETG）薄膜

76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染料及中间体

77 湖北仙粼化工有限公司 丁酮肟、乙醇胺

78 恒力石化（大连）有限公司 精对苯二甲酸（PTA）

79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硅氧烷类产品

80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硅密封胶

81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TMAH显影液

82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大分子颜料单体着色剂

83 洛阳涧光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焦密闭除焦系统

84 浙江浦江缆索有限公司 桥梁缆索

85 山东鲁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钢铁粉末

86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铁基非晶合金带材

87 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电工钢

88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羰基铁粉

89 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 高精密铜合金端面型材

90 山西亮宇炭素有限公司 铝用阴极炭块

91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铝电子材料

92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绝缘碳化硅衬底

93 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流延成型电子陶瓷基板用特种氧化铝

94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云母制品

95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陶瓷纤维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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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级二氧化硅微粉

97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玻璃纤维及制品

98 淄博工陶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陶瓷溢流砖及配套材料

99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聚晶复合片

100 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司 再生涤纶短纤维

101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透明质酸

102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 家用卧式冷冻箱

103 宁波利时日用品有限公司 环保可循环高温共聚聚酯

104 泰山恒信有限公司 食品酿造自动化勾调控制系统装备

105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微波炉

106 舒普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特种工业缝纫机

107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精密结构件

108 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 食品用糖化酶

109 厦门长塑实业有限公司 双向拉伸尼龙薄膜

110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低聚异麦芽糖

111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聚酯塑料薄膜

112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超细纤维合成革

113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商用车氢燃料电池系统

114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纳米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

115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光学膜材料

116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发用功能型纤维材料

117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

118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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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冠军产品

序号 单项冠军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1 显示器模组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应力转移型特强钢芯软铝型线绞线 通光集团有限公司

3 单电感三输出AMOLED显示屏电源芯片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4 高性能刚性覆铜板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特种连接器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5G通信基站用多收多发印制电路板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7 多层陶瓷电容器 成都宏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5G基站小型化金属滤波器 深圳国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基站滤波器 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10 电脑类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11 PCB（印制电路板）油墨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显示用液晶材料 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13 射频微波MLCC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14 NTC热敏电阻器 孝感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

15 片式电阻器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手机电磁屏蔽件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 OLED有机空穴传输材料(Red prime)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8 卫星应用技术设备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19 VR全景相机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交互智能平板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 手机镜头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22 减速永磁式步进电动机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3 路由器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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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功率集散式光伏逆变器成套系统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5 55英寸液晶面板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6 北斗高精度卫星导航接收机 广州南方卫星导航仪器有限公司

27 10kV高压电子式电能表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28 高压电源测试系统 艾德克斯电子（南京）有限公司

29 塑机控制系统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数字卫星接收机 泉州天地星电子有限公司

31 楼宇对讲产品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超高清监控镜头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33 齿轮减速机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34 轴流式调节阀 博思特能源装备（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35 折弯机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36 连续重整加热炉辐射集合管 辽阳石化机械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37 电主轴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8 智能矿用架空乘人装置 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39 测斜仪 北京六合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智能水表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 煤矿井下定向钻进装备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42 工业流程能量回收装置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43 磁选设备 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 旋片真空泵 浙江飞越机电有限公司

45 机房空调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46 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 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

47 橡胶冷喂料挤出机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48 悬臂梁施工装备 山东博远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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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金刚石工具用预合金粉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50 煤矿井下用防爆车 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限公司

51 全自动卷筒商标印刷机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 地质岩心钻探钻具 金石钻探（唐山）股份有限公司

53 刮板输送成套设备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54 烧结成套设备 湖南中冶长天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55 冲压焊接多级离心泵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56 列车运行记录装置（LKJ）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57 钩缓装置 青岛思锐科技有限公司

58 重卡精密转向机活塞 金马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 电力机车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60 辊压机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1 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类产品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62 城际动车组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63 轨道交通车辆智能检修重大成套装备 北京新联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安全门 方大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65 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综合自动化系统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6 中重型商用车前轴 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

67 铸造砂型3D打印设备 共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68 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压铸总成 浙江华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 风力发电用电缆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70 交流电力机车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71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品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72 吹瓶模具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73
110kV及以上高压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

电缆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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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混凝土泵车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75 履带起重机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76 换向器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7 卡车用轻型柴油发动机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78 叉车门架滚动轴承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79 4MZ型自走式棉花收获机 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80 工商用开启式螺杆制冷机组及冷冻系统 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 全冷式超大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VLGC）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 滚装船 招商局金陵船舶（南京）有限公司

83 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装置（FPSO）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84 超大型原油船（VLCC）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85 核应急柴油发电机组（PC2-6B）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86 环保型纺织品用硅系阻燃材料 山东龙港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87 碳基复合材料热场部件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88 防老剂TMQ 科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9 无水氟化氢 贵州瓮福蓝天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0 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1 三聚磷酸钠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 高端片状氢氧化钾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93 纳米二氧化硅（硅橡胶专用）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4 电容器化学品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五硫化二磷 辽阳瑞兴化工有限公司

96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 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

97 赛克（三<2-羟乙基>异氰尿酸酯） 济宁键邦化工有限公司

98 碳纳米管导电浆料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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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六甲基二硅氮烷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00 钛纳米高分子合金防腐涂料 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101 L-酪氨酸 山东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2 全钢子午线轮胎成型机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水煤浆水冷壁废锅气化炉（晋华炉）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04 新材料抗氧化添加剂 江苏迈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5 缠绕管式换热器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106 熔融钢渣高效罐式有压热闷处理技术与装备 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107 预应力螺旋肋钢丝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8 耐高温抗腐蚀Fe3Al金属间化合物粉末滤芯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9 钒铁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10 超纯铁素体不锈钢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111 仲钨酸铵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12 四氧化三钴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113 先进铜基金属粉体材料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4 航空航天用7xxx系铝合金预拉伸板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115 高精铝锂合金材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6 高性能玻璃纤维短切原丝毡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7 人造单晶金刚石微粉 柘城惠丰钻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 25K大丝束碳纤维 浙江宝旌炭材料有限公司

119 空心瓷绝缘子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 玻璃纤维覆膜滤料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21 生态陶板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 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拉挤板 江苏澳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3 陶瓷滤膜及成套装备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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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鞋材用非织造布 晋江市港益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125 纤维类鞋型织物 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

126 高支纬编细针距羊毛产品 上海嘉麟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27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江苏九九久科技有限公司

128 棉纺并条机 湖北天门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29 清梳联合机 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30 PETG电池标签 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31 锂离子电池干法隔膜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2 太阳能电池背板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3 钛酸锂电池 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34 锂离子电池隔离膜 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35 涂布白面牛卡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136 高效空气过滤纸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 Castor分支型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送系统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38 脑起搏器系列产品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39 高通量基因测序仪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 母亲胎儿监护系统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41 空心纤维透析器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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