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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所在地

1 家具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2 无菌注射剂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3 汽车多车型智能化柔性制造试点示范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市

4 顶驱装置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北京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市

5 动力电池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天津市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

6 高效太阳能光伏组件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河北省

7 无菌粉针及口服制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8 植物提取物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9 高速动车组车体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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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所在地

10 轻量化铝车轮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11 高铁轮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省

12 矿山装备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

13 煤化工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

内蒙古中煤蒙大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4 钢铁厚板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15 汽车发电机及起动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 辽宁省

16 船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大连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省

17 乳制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18 石化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19 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装配试点示范
中国航发上海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市

20 钢铁板材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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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所在地

21 8.5 代 IGZO TFT 显示面板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22 光纤光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23 家用电器高速电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24 便携式电子产品结构模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25 多晶硅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26 智能电网关键装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27 视频监控终端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浙江省

28 有机硅材料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29 特种车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30 铅炭电池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浙江天能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省

31 锂离子动力电池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 浙江省

32 聚酯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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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农业用泵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34 无极变速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35 笔记本电脑主板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

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36 坚果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37 化肥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38 智能检测分选装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39 6 代液晶玻璃基板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40 精细化工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安徽省

41 高性能断路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安徽龙波电气有限公司 安徽省

42 涤纶短纤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福建经纬新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

43 经编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福建省晋江市华宇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

44 LED 外延片及芯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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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双向拉伸尼龙薄膜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厦门长塑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

46 家用电器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47 乳化炸药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江西赣州国泰特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

48 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 江西省

49 白酒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50 连续印染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51 汽车活塞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山东省

52 纺织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53 高性能铝合金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54 炼油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55 家用电器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 青岛海尔（胶州）空调器有限公司 山东省

56 粗纱机系统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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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帽类产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58 车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 山东省

59 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青岛宝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

60 大规模集成电路硅基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麦斯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

61 汽车转向系统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豫北转向系统（新乡）有限公司 河南省

62 散料输送装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63 光通信设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64 针织服装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武汉爱帝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65 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武汉征原电气有限公司 湖北省

66 重型机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67 医用敷料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68 自助终端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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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装配式建筑 PC构件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70 工程机械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71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

72 医药注射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73 无缝钢管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省

74 高强度紧固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75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76 高档纸制品包装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77 涂料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78 特种计算机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79 精密工具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基准精密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

80 工业仪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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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6 代柔性 AMOLED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成都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82 矿物功能材料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四川亿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省

83 精密电子元器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

84 工业雷管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 贵州省

85 高性能混凝土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

86 航空锻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

87 柴油机缸体缸盖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88 黄金数字矿山试点示范 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

89 大型天线产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 陕西省

90 炼化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石化

分公司
陕西省

91 汽车发动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宝鸡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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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中低压输配电装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 陕西省

93 石油装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

94 中压空气绝缘开关设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 甘肃省

95 中国标准动车组铝合金枕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宁夏维尔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96 清真食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7 高性能混凝土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8 铅锌数字矿山试点示范 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9 多晶硅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注：标*的项目同时为人工智能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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