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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第四批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所属地区 企业名称 所属领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南京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000134752371W 

2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913201007178693950 

3 
南京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服务外包 9132011509392763XA 

4 
南京恒诚联晟汽车配套服务

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115575944993U 

5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1156825376724 

6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节能环保 91320100663774904W 

7 
速度时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核心信息技术 91320102667375062C 

8 江苏中博通信有限公司 现代交通运输 91320000666819071D 

9 
博西华家用电器服务江苏有

限公司 

其他现代服务

业 
913200006841407913 

10 江苏新大陆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 913200007394030350 

11 
南京贝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115679041529P 

12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1006089421785 

13 创维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117062631908C 

14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11505799566XM 

15 南京一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业 91320106MA1MC1322Q 

16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物联网 91320000134751512X 

17 
南京中兴信雅达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核心信息技术 91320113MA1NQLYF8Y 

18 
招商局金陵船舶（南京）有限

公司 

海工装备和高

技术船舶 
91320100134918466P 

19 
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 
高效物流 91320106302543991B 

20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00071408540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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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地区 企业名称 所属领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1 

南京 

江苏六维智能物流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高效物流 91320115738883727U 

22 
江苏宏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高效物流 9132010667494071X0 

23 江苏康众汽配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118075889502U 

24 南京冠盛汽配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118575941143Y 

25 南京奥派信息产业股份公司 核心信息技术 91320100738861480M 

26 南京天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 91320116080258932X 

27 南京东润特种橡塑有限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118751296324X 

28 

无锡 

江苏富仁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28175507629XD 

29 江苏海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281798635119M 

30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281607984202P 

3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高端装备 913202005502754040 

3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200250456967N 

33 
无锡时代天使医疗器械科技

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200550292909M 

34 
无锡珍岛数字生态服务平台

技术有限公司 
核心信息技术 91320213302141212Y 

35 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2057961434448 

36 捷普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核心信息技术 91320000765860141T 

37 江苏泰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206081535524T 

38 
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205704071771A 

39 
华飞航空发展集团（江苏）有

限公司 

其他现代服务

业 
91320211331265628B 

40 无锡耘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养老 91320206MA1R7DH99L 

41 江苏国能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282323799697M 

42 
国宏工具系统（无锡）股份有

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205763576526G 

43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2006816377193 

44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先进制造业 913202822504364132 

45 
国泰精密机件（无锡）有限公

司 
工程机械 91320205733310612K 

46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20077203806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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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地区 企业名称 所属领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7 

徐州 

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

限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381608002784A 

48 
徐州斯尔克纤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300794579594G 

49 
江苏淮海新能源车辆有限公

司 
现代交通运输 91320312093740306M 

50 徐州鑫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300MA1MB9DC4P 

51 
江苏徐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 
电子商务 91320300MA1UTBL247 

52 徐州金虎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382137042033Y 

53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3017849976109 

54 江苏巨杰机电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91320321696717877F 

55 徐州江煤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321735308110R 

56 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32467763219X4 

57 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301MA1X96TK2G 

58 徐州工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产业 91320301MA1MQBXHXN 

59 

常州 

亚东（常州）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40008932342XC 

60 江苏联赢激光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481MA1PY7HL66 

61 
江苏海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4811375917376 

62 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413591190896J 

63 
溧阳市四方不锈钢制品有限

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48160818803XU 

64 
江苏铭丰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4810710981801 

65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常州）有

限公司 
检验检测认证 91320402MA1PD1MEXH 

66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412724439043D 

67 
江苏华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412061858326E 

68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

司 
养老 91320400250833902G 

69 江苏康进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402251025560Y 

70 
百尔罗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411557129426F 

71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411744807894D 

72 
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江苏）

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413MA1PB93K9T 

73 江苏兢业制药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41377802277XM 

74 
江苏常宝普莱森钢管有限公

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4137908594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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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常州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核心信息技术 913204007382631148 

76 
常州华联医疗器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404250828783N 

77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装备 91320400562928732P 

78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

司 
高端装备 91320412064534407K 

79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400608148134T 

80 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412137171337P 

81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 
节能环保 913204113983301640 

82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412321194627C 

83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装备 91320412660099528F 

84 
江苏容大减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4006811469958 

85 吟飞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913204117413383083 

86 
常州博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新型电力装备 913204057705242655 

87 
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

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4135653356335 

88 
江苏西夏墅工具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411MA1N00B26P 

89 江苏汇菱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服务外包 913204047244152362 

90 
英菲力液压技术（常州）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411MA1YW3AKXX 

91 常州大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411732534526N 

92 
常州市龙道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电子商务 91320412591101339C 

93 

苏州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

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582790874377A 

94 
张家港市易华润东新材料有

限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582714124830C 

95 
上海电气集团（张家港）变压

器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装备 91320582MA20N6467A 

96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582251503649E 

97 
大陆汽车系统（常熟）有限公

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581661779680E 

98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581251434591J 

99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581785580067R 

100 亿迈齿轮（太仓）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585683507141H 

101 
慕贝尔汽车部件（太仓）有限

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5857589651726 

102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585683517868Q 

103 福伊特造纸（中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583789055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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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苏州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高效物流 91320500608273920M 

105 
利丰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

公司 
高效物流 91320583MA1MUDR69F 

106 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5007624289436 

107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500703697975D 

108 苏州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50977801872XG 

109 苏州天烨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5065570778495 

110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5007286932684 

111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000731789594Y 

112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

司 
集成电路 91320594759661883L 

113 
苏州伽蓝致远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500MA1MAUMD1H 

114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91320000608196080H 

115 
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研发设计 91320507772459831Y 

116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5051377517610 

117 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50013770288XN 

118 苏州贝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913205945911722682 

119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594667622406H 

120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500608285358M 

121 
江苏中融外包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服务外包 91320500554698199F 

122 苏州中谷实业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0507MA1MJAXN86 

123 苏州明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其他先进制造

业 
913205067370795772 

124 
江苏瑞颐养老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养老 9132050607466546XG 

125 

南通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

司 
工程机械 91320682138617863H 

126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产业 91320684735704017Y 

127 江苏慧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684718554707M 

128 
中科基因生物科技（江苏）有

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0684313806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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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连云港 

江苏星华胜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700MA1MLLRN0K 

130 江苏四季沐歌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700794550396F 

131 江苏香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 91320700593966715B 

132 

淮安 

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 高端纺织 91320803608568446W 

133 淮安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891759681606X 

134 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8037754085709 

135 淮安正昌饲料有限公司 其他产业 91320891780293608E  

136 

盐城 

江苏博敏电子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913209825766734358 

137 江苏携之创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981MA1MBK8E9E 

138 
特阀江苏流体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923MA1MC1UU3T 

139 江苏京一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9005985574195 

140 
盐城海普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前沿新材料 91320924MA1MKY7Y3J 

141 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91320922140424307B 

142 

扬州 

江苏欧力特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10847605217499 

143 江苏天和制药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1012796145319K 

144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 91321084661328214J 

145 扬州裕元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 91321003724189160H 

146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 91321000722848871H 

147 阿尼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91321000575379066A 

148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000141018810R 

149 国泰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10003025192703 

150 
扬州国脉通信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软件工程 91321000140861507C 

151 
扬州楚门机电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先进制造业 9132100273253936XH 

152 

镇江 

句容市唐陵花木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 
现代农业 91321183689603484M 

153 
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

司 
现代交通运输 91321191MA1MRD4W9R 

154 
江苏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物医药和新

型医疗器械 
91321191MA1MTH8476 

155 

泰州 

江苏新宏大集团有限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12811426351165 

156 赢胜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沿新材料 91321283740656355W 

157 江苏恒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91321282739427475N 

158 
江苏曙光石油钻采设备有限

公司 
高端装备 9132120077642305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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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泰州 

江苏振华海科装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12041413100538 

160 
江苏广源幕墙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其他产业 91321200559327063T 

161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

司 
高端装备 91321200714092090E 

162 

宿迁 

长电科技（宿迁）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91321395565309574C 

163 泗阳泰硕电子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91321300MA1XLK374Q 

164 

省属国企和

央企在苏分

支机构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新型电力（新

能源）装备 
91320000720579102K 

165 
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服务业 91320000134756938D 

166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现代交通运输 91320191663764650N 

167 江苏省苏舜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 913200001347513286 

168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产业 9132000013476361XD 

169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交通运输 91320000134850027D 

170 江苏苏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制造业 91320000773771739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