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第一、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简单更名公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原名称 现名称

1 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北京佰才邦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佰才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北京京东方专用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睿智航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4 北京朗视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朗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硬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硬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6 北京阅微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阅微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 北京中普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普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曙光节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曙光数据基础设施创新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9 吉艾（天津）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吉艾（天津）自控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0 天津达因建材有限公司 和能人居科技（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唐山贺祥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贺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河北华密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密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河北亿利橡塑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亿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河北玉星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玉星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士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6 华松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华松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山西昊坤法兰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昊坤法兰股份有限公司

18 山西凝固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凝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9 永济电机天作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永济电机天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 金凯（辽宁）化工有限公司 金凯（辽宁）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长春博瑞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哈尔滨科能熔敷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科能熔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 儒竞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
上海儒竞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25 上海天臣防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臣微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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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上海逸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逸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江苏振华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振华海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29 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0 江苏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康益生菌（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31 江阴升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2 昆山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海盐宇星螺帽有限责任公司 宇星紧固件（嘉兴）股份有限公司

35 浙江华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6 精工阀门有限公司 精工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37 浙江铖昌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浙江凯恩电池有限公司 宇恒电池有限公司

39 浙江炜冈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1 安庆市汇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安庆汇通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42 古麒羽绒股份公司 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43 福建省漳州安泰铝材有限公司 福建安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4 漳州雅宝电子有限公司 漳州雅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5 江西悦安超细金属有限公司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6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48 北京臻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臻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山东博苑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博苑医药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50 山东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1 东营市海科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海科新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 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未来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 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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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5 巩义市宏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宏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6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铁福来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 许昌开炭炭素有限公司 河南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8 武汉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武汉迈瑞科技有限公司

59 湖南星邦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0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湖南响箭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响箭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 万鑫精工（湖南）有限公司 万鑫精工（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63 长沙世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世邦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64 株洲菲斯洛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株洲菲斯洛克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东莞市发斯特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发斯特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佛山市普拉迪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普拉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佛山市顺德区德尔玛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 广州建盛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建盛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69 顺科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顺科智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0 重庆国贵赛车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国贵赛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重庆凯瑞汽车试验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凯瑞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72 重庆平山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平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73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74 眉山德鑫航空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德鑫航空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75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6 四川德源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德源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四川迈克生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安可瑞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78 陕西科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科隆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0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1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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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新疆华美伟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疆顶臣科技有限公司

83 新疆浙大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上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4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85 宁波菲仕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菲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6 宁波艾克姆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艾克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7 宁波江北宇洲液压设备厂 宁波宇洲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88 宁波赛耐比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赛耐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9 宁波夏厦齿轮有限公司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90 厦门美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美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 厦门至恒融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至恒融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2 青岛海纳光电环保有限公司 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93 青岛恒华机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恒华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4 青岛朗夫包装有限公司 青岛朗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青岛田瑞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田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6 深圳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7 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 深圳市兴禾自动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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