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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批服务型制造示范名单

（一）示范企业

序号 名称 地区

1 北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2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

3 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器有限公司 天津

4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

5 博思特能源装备(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

6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

7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河北

8 中铝环保节能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

9 华松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

10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 内蒙古

11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辽宁

12 辽宁紫竹高科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

13 辽宁思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

14 沈阳恒久安泰环保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

15 哈尔滨工大金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

16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

17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18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19 上海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

20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2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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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23 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24 江苏凯米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25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26 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27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28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

29 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30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31 浙江依爱夫游戏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浙江

32 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33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34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

35 安徽银河皮革有限公司 安徽

36 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

37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

38 福建快科城建增设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

39 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

40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

41 江西渥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42 瑞昌市森奥达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43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44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45 山东华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46 世纪开元智印互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47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48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49 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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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郑州衡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51 河南凯邦电机有限公司 河南

52 郑州瑞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53 湖北迈睿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54 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55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56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57 湖南九九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58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湖南

59 株洲嘉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

60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

61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62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63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64 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65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

66 重庆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重庆

67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

68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

69 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 四川

70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

71 云南凯瑞特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

72 昆明昆船逻根机场系统有限公司 云南

73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

74 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云南

75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76 甘肃建投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

77 宁夏众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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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

79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

8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

81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

82 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

83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84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85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

86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

87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

88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

（二）示范平台

序号 名称 运营单位 地区

1 北科工业节能环保技术服务平台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资源环境研究所
北京

2 玻璃及相关材料检验检测服务平台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秦皇岛有限公司
河北

3
沈阳市制造业整合营销服务示范平

台

沈阳盘古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辽宁

4 质量技术基础综合服务平台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

心
辽宁

5
铸锻金属及造型材料研发检测技术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

司
辽宁

6 节能环保公共服务平台
吉林省中实工程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
吉林

7
星云智汇高端装备行业数据融合和

集成创新专业服务平台

上海电气集团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

8 T 云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生态平台
珍岛信息技术（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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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微谱研究型检测服务平台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上海

10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服务平台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

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

11
ASUN离散行业供应链协同管理服务

平台

江苏中天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

12 工业气体智能化运营服务平台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

13
实达实工业购全流程线下线上融合

服务平台
实达实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14
面向制造全过程的认证及管理优化

服务平台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

15
天能绿色能源全生命周期管理专业

服务平台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

16 中国（合肥）工业设计城
中工经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安徽

17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服务平台
安徽中青检验检测有限

公司
安徽

18
海西高端装备制造协同创新服务平

台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

（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福建

19
江西省“赣企服”工业大数据协同

制造服务平台

江西融合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江西

20
工业设计产学研融合共创全产业链

公共服务平台

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山东

21
有人云制造业数字化赋能远程运维

服务平台

山东有人物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

22
中华电气网电气行业供应链协同平

台

许昌纪年电气技术有限

公司
河南

23 起重机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

公司
河南

24 智慧物流系统总集成服务平台
湖北九州通达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湖北

25
中电云网电子信息行业自主安全服

务型制造平台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

司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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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华南电子电器综合服务平台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

27
广电计量一站式计量检测综合服务

平台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

28
尚品宅配面向定制家具和家居解决

方案的服务平台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

29
机械工业电工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

测中心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广西

30 轻推冶金行业生产协同服务平台
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重庆

31 汽车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国家机动车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

庆））

重庆

32
宏图工业供应链数字化物流服务平

台

宏图智能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

33
智慧产业园区特色专业型公共服务

平台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

34 贵州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
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

公司
贵州

35 天行健智能云互联感知平台
陕西天行健车联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

36 兰石能源装备制造综合服务平台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

37
可视化矿山数字化转型综合管理服

务平台

宁夏广天夏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宁夏

38 铸造行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服务平台
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宁夏

39
百成零距离食材供应链管理服务平

台

新疆百成零距离物联网

有限公司
新疆

40 冰山工业制冷技术服务云平台
冰山技术服务（大连）有

限公司
大连

41
柠檬豆中小制造企业供应链管理综

合服务平台

青岛檬豆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青岛

42
卡奥斯 COSMOPlat 数字化转型场景

生态解决方案服务平台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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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智化智慧服务云平台
青岛日日顺乐信云科技

有限公司
青岛

44
文具生活用品产业链及文创产业生

态服务平台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45
融合多模态信息的生产协同与质量

管控服务平台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

46
金蝶云星空一体化协同供应链服务

平台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

司
深圳

47
蘑菇物联通用工业设备产业链全生

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

蘑菇物联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深圳

48 华测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

（三）示范平台（共享制造类）

序号 名称 运营单位 地区

1 黄骅模塑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河北新林坡孵化器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

2
“云汉芯城 Ickey”电子产业数字

化云制造综合服务平台

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3 爱陶瓷共享制造平台
福建省中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福建

4
忽米 H-IIP 高附加值制造行业产业

链资源共享平台

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重庆

5 宝象智慧供应链共享平台
云南省物流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云南

6
高端制造业战略产品增材制造共享

服务平台

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

院有限公司
陕西

7 大连奥托焊装资源共享平台 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

8
速加网机械零部件制造一站式服务

平台

深圳市速加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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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享制造示范项目

序号 名称 运营单位 地区

1 创新药综合性研发生产共享工厂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

2
血液健康管理设备和服务共享平台

项目

唐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

3 顺风新材料智能共享制造项目
沈阳顺风新材料有限公

司
辽宁

4
沈阳永安机床小镇服务型共享制造

项目

辽宁东升智能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辽宁

5
蒸汽眼罩个性化服务及共享制造项

目
上海暖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6
澳拓美盛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共享制

造项目

苏州澳拓美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江苏

7
面向新一代汽车产业的共享能力建

设及创新服务项目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

院（吴江）
江苏

8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钢板切割共

享制造项目

嘉兴云切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浙江

9
基于三维设计及互联网应用的丝绸

产业共享制造服务项目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

10
红爱纺织服装行业柔性制造能力建

设项目

安徽红爱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

11
体育制造业共享仓配服务一体化项

目

福建安踏物流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福建

12
物泊科技钢铁冶金产业现代物流服

务项目
物泊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

13 景德镇陶瓷共享制造工厂
景德镇伊人如瓷陶瓷企

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江西

14
中威中央空调通风全产业链协同共

享制造项目

山东中威空调设备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

15
溶剂回收节能产线定制化服务与装

置共享制造项目

肥城金塔酒精化工设备

有限公司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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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房车家园房车专用零部件公共服务

平台

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17
荥阳市阀门产业园区智能共享喷涂

项目

郑州市智慧环境机器人

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18 智能机电技术服务型共享制造项目
湖北香城智能机电产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

19
汉江生态经济带增材技术柔性共享

制造项目

湖北恒维通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湖北

20 PCB 行业协同生产共享制造项目
广州裕申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

21 金品多元化产业共享智造平台项目
珠海市金品创业共享平

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22
通用零部件制造行业服务与制造新

模式项目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

23
台正机床装备联盟体数控机床共享

制造平台

昆明台工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
云南

24
细胞产业集群创新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项目

云南省细胞工程中心有

限公司
云南

25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共享制造项目
大连共兴达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大连

（五）示范城市

无锡市、杭州市、成都市、青岛市、宁波市

（六）示范城市（工业设计特色类）

上海市浦东新区、烟台市、重庆市、深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