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四批及通过复核的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

  一、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第四批）

序号 示范企业名称 主营产品

1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务及工业交换机产品

2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ED显示驱动芯片

3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核电站控制保护系统

4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焊接钢管

5 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 丁苯酞

6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

7 上海仪电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五代液晶面板配套彩色滤光片

8 瑞声光学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线性触控马达

9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轨道车辆用齿轮传动装置（齿轮箱）

10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随车起重机

11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车载机电产品

12 江苏罡阳股份有限公司 摩托车发动机曲轴连杆组件

13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卷绕机

14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涤纶牵伸丝

15 常州强力先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肟脂类光刻胶引发剂

16 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纤维经编增强材料

17 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轿车用挤压变形铝合金

18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车辆

19 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轴承

20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空气分离设备

21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机及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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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万控智造浙江电气有限公司 高低压电气机柜

23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温硬钎料

24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制冷电机及风机

25 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 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26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聚醚

27 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 荧光增白剂

28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铅酸蓄电池

29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制造用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

30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铝合金减速器箱体

31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 机动车门手柄总成

32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锂离子电池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

33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消费类软包锂离子电池

34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非棉纱（化纤短纤纱、棉混纺纱）

35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光伏组件

36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含硫硅烷偶联剂

37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多层陶瓷电容器用钛酸钡材料

38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中重卡曲轴

39 烟台胜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制动盘

40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66-50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41 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容量工业锅炉

42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缓释肥、水溶性肥料

43 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聚四氟乙烯

44 山东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橡胶防老剂6PPD

45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装饰原纸

46 烟台三环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锁具及配件

47 山东三和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颗粒三氯蔗糖

48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火胎圈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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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汶上如意技术纺织有限公司 TR仿毛色纺纱

50 山东日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RF系列无梭织机

51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复合墙板生产线

5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预焙阳极

53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三坐标测量机

54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用冷藏冷冻箱

55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 缝制帽

56 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 40英尺标准海运冷藏集装箱

57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支架

58 广州市儒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晶体硅太阳电池浆料

59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机床数控系统

60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塑料管道及管件

6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分体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62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无人飞行器

63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铝钛硼（碳）合金

6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肝素钠

  二、单项冠军产品（第四批）

序号 单项冠军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1 LED小间距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 旋挖钻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 桥梁用钢铁结构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动车组空心车轴超声波探伤机 北京新联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音视频审讯（讯问）设备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6 DSD酸 河北彩客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 高性能混凝土减水剂用聚醚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8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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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醇制烯烃催化剂 正大能源材料（大连）有限公司

10 SSB300系列光刻机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蜂窝无线通信模块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 28/22/14/7纳米刻蚀机系列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3 锂电无刷双腔自动切换割草机 常州格力博有限公司

14 汽车制造总装智能化输送集成系统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5 漏泄同轴电缆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16 高性能轴承钢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17 纯毛机织物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18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9 依托咪酯乳状注射液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制氧机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1 电子膨胀阀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2 吸油烟机用无刷直流电机 京马电机有限公司

23 偏二氯乙烯聚合物 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

24 商用冷柜（商用冷藏柜、商用冷冻柜）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25 卡马西平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后道智能包装设备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7 数字调音台 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8 风电铸件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9 三相智能电能表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0 民用管道控制阀门 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

31 生物基全降解日用塑料制品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纸品文具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 蜗轮副电扶梯驱动主机 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

34 L-丙氨酸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浮法玻璃退火窑 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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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熔氧化锆 蚌埠中恒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7 智能POS终端 福建联迪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38 辅酶Q10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 乘用车用前置前驱8挡自动变速器（8AT）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40 冷冻冷藏陈列展示柜 青岛澳柯玛商用电器有限公司

41 无碱玻璃纤维有捻纱（电子纱） 泰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

42 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3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4 锦纶66工业丝（帘子布）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中重型商用车转向节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

46 冰箱压缩机 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7 治痔膏药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塔式起重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49 液压静力压桩机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0 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51 三相电子式电能表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52 对讲机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3 货运挂车及半挂车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回流焊设备 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5 紫铜管材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 己二酸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57 三聚氰胺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8 电工用聚酯薄膜 四川东方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9 超重型智能控制刮板输送机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0 钠还原钽粉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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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第一批）

序号 示范企业名称 主营产品

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平板电脑显示器件

2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轧辊

3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铝合金轮毂

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铸造起重机

5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路矿用自卸车

6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离心压缩机

7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瓷绝缘子

8 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风电用齿轮箱

9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汽轮机叶片

10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轮式起重机

11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旋挖钻机

12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全液压转向器

13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金属丝绳、缆

14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双针床经编机

15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链条

16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船舶推进系统

17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万向节总成

18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塑料注塑成型机

19 宁波德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缝纫机旋梭

20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无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21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耐高温铜基电磁线

22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密封件

23 中建材（合肥）粉体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辊压机

24 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混凝土砌块成型智能生产线

25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节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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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微型电声器件

27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硫化轮胎用囊式模具

28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谷物联合收获机械

29 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二通插装阀

30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轮式装载机

31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钻夹头

32 淄博水环真空泵厂有限公司 水环真空泵

33 胜利油田新大管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纤维增强塑料输油管

34 山东华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全氟乙丙烯、聚偏氟乙烯

35 山东尚舜化工有限公司 橡胶促进剂系列产品

36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

37 青岛科海生物有限公司 衣康酸及其衍生物

38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矿物磨机

39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大中型拖拉机

40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人造金刚石

41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光纤光缆

42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牙轮钻头

43 湖南省长宁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电池炭棒

44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纤陶瓷插芯

45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柜员机

46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钢琴

47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控制计算机

48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叠层式片式电感器

49 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制电路板用精密微型钻头

50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铝超薄触控屏保护玻璃

51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晶硅片

52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公司 重型汽车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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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组

  四、单项冠军培育企业（第一批）

序号 培育企业名称 主营产品

1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压液压阀

2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硬度计

3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防水卷材

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5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沥青路面再生设备、路面养护机械

6 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小粒度海绵钛

7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二极管、半导体三极管

8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OLED发光材料

9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水下采油树

10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滚珠丝杠副

11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净化式空气处理设备

12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催化器

13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机力通风冷却塔

14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海底光缆

15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冶金特种阀门

16 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 饲料加工机械

17 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核工业无缝不锈钢管

18 杭州新亚低温科技有限公司 低温泵

19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换热器

20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热敏直接制版设备

21 万向钱潮传动轴有限公司 传动轴产品

22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 汽车轮毂轴承单元

23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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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逆变器

25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泵

26 安徽中意胶带有限责任公司 整芯阻燃输送带

27 福建铁拓机械有限公司 沥青混合料厂拌热再生设备

28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炭黑

29 江西金利隆橡胶履带有限公司 橡胶履带

30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锂、碳酸锂

31 山东恒业石油新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膜分离制氮设备

32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活塞

33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不锈钢薄壁容器

34 济南沃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气门

35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推土机

36 烟台持久钟表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同步系统

37 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收款机

38 青岛特锐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箱式变配电产品

39 荆州市江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硅烷偶联剂

40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数控插齿机

41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环卫与市政机械

42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锻件

43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凹版印刷机

44 天水风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气腿式凿岩机

注：名单按企业注册地排序，不分先后。

第 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