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江苏省碳减排清洁电力工程研究中心 国能龙源环保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2
江苏省MAH平台及液体制剂工程研究中

心
南京恒道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3 江苏省智慧低碳环境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高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4 江苏省工业窑炉清洁煅烧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中圣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5
江苏省多肽激素及活性多肽药物工程研究
中心

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6 江苏省消泡剂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四新科技应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7 江苏省长效多肽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8 江苏省微流控体外诊断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岚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9
江苏省特种超细金属粉体及含能粉体复合
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智仁景行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10 江苏省低碳城市电网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11
江苏省超宽带高增益毫米波天线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肯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12 江苏省能源数字化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13
江苏省数字城市智慧建造与运维工程研究
中心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14
江苏省EMS与半导体产业关键装备与成套

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中电鹏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15 江苏省电力物资智慧供应链工程研究中心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南京市发展改革委

16
江苏省集成电路可靠性技术及检测系统工
程研究中心

无锡学院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2022年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拟认定名单

序号 申请平台名称 主要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17
江苏省粮油安全与绿色低碳制造工程研究
中心

江南大学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18
江苏省自动化生产线智能装备工程研究中
心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19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节能与电池安全工程研
究中心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20 江苏省射频微声滤波器工程研究中心 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21 江苏省机械密封与液压传动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腾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22 江苏省医药包装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23 江苏省低轨卫星通信载荷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屹信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24 江苏省高端装备线缆工程研究中心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发展改革委

25
江苏省超大型露天智能挖运机械工程研究
中心

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26
江苏省超大米级混凝土泵送产品工程研究
中心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27 江苏省特种编织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徐州恒辉编织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28
江苏省1DY4系列特超高效节能电动机工

程研究中心
徐州大元电机有限公司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29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整车性能集成与驱动系
统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吉麦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30 江苏省粉尘治理与职业防护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31
江苏省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工
程研究中心

江苏师范大学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32 江苏省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工程研究中心 徐州医科大学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33
江苏省机器人视觉传感与协同控制工程研
究中心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34
江苏省智能视觉识别与数据挖掘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35
江苏省建筑智能防水技术与材料工程研究
中心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



36
江苏省退役光伏组件资源化利用工程研究
中心

常州工学院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37
江苏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与控制工
程研究中心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38 江苏省可生物降解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常州大学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39 江苏省轿车用高性能齿轮钢工程研究中心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40 江苏省智能包装成套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汤姆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41 江苏省新能源传动机械工程研究中心 溧阳市新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42
江苏省电热耦合综合能源系统工程研究中
心

常州金坛金能电力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43 江苏省电子材料（银浆）工程研究中心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44 江苏省先进固态电池工程研究中心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改革委

45
江苏省动力与储能锂电池智能制造技术工
程研究中心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46 江苏省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47
江苏省高性能防腐防火涂层材料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兰陵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48 江苏省工业智能低碳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49 江苏省海洋装备用型钢工程研究中心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0 江苏省泛血管疾病诊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苏州市独墅湖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独
墅湖医院）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1
江苏省骨科医疗器械与生物材料工程研究
中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2 江苏省智慧城轨工程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3
江苏省高效直流无刷电驱动系统工程研究
中心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4 江苏省多功能大分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康宁杰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5
江苏省新型显示（AMOLED）工程研究

中心
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6 江苏省氢能制储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7 江苏省汽车电子芯片工程研究中心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8 江苏省神经疾病诊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核工业总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59 江苏省电子加速器环保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改革委

60 江苏省特种泵及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南通大学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1 江苏省工业互联网平台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中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2
江苏省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技术与装备工程
研究中心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3 江苏省高精度轴承滚动体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4 江苏省举升设备与随车工具工程研究中心 南通市通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5 江苏省环保热熔胶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嘉好热熔胶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6
江苏省石墨设备绿色低碳系统应用工程研
究中心

南通三圣石墨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7 江苏省石化核心装备与模块工程研究中心 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南通市发展改革委

68 江苏省海洋遥感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海洋大学 连云港市发展改革委

69
江苏省筑港工业废渣资源化利用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发展改革委

70
江苏省纺织后整理设备环保与智能化工程
研究中心

连云港如年实业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发展改革委

71 江苏省解热镇痛类原料药工程研究中心 连云港康乐药业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发展改革委

72 江苏省环境损害评估与治理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连云
港）

连云港市发展改革委

73 江苏省酿酒微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74 江苏省工业云边协同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75 江苏省高性能流体控制装置工程研究中心 西派集团有限公司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76 江苏省药用真菌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77 江苏省儿科呼吸系统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78
江苏省新型光电功能材料与应用工程研究
中心

淮阴工学院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79 江苏省高性能质子交换膜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科润膜材料有限公司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80
江苏省卫生用品智能化柔性生产装备工程
研究中心

江苏金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81 江苏省特种聚氨酯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利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淮安市发展改革委

82 江苏省余热锅炉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东九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83
江苏省智能汽车线控底盘系统与NVH技

术工程研究中心
盐城工学院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84 江苏省数字配电工程研究中心 滨海强源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85
江苏省心脑血管疾病与癌症防控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86
江苏省SCR脱硝催化剂资源化利用工程研

究中心
江苏龙净科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87
江苏省沿海滩涂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工程研
究中心

盐城师范学院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88
江苏省心脑血管疾病创新药物工程研究中
心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89
江苏省半导体功率模块覆铜陶瓷基板工程
研究中心

江苏富乐华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90
江苏省高可靠性精密减速机齿轮工程研究
中心

盐城市金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91 江苏省高效除草剂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发展改革委

92 江苏省绿色园艺工程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 扬州市发展改革委



93 江苏省路桥隧数字化建造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市发展改革委

94
江苏省智能电网超特高压配套器件工程研
究中心

江苏双汇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市发展改革委

95 江苏省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工程研究中心 扬州市职业大学 扬州市发展改革委

96
江苏省新材料塑性成形智能化应用工程研
究中心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市发展改革委

97
江苏省舰船用光电复合电缆研发及应用工
程研究中心

扬州中大电缆有限公司 扬州市发展改革委

98
江苏省超特高压直流GIL系统工程研究中

心
江苏金鑫电器有限公司

扬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99
江苏省新型智能扶梯驱动系统工程研究中
心

江苏申阳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镇江市发展改革委

100
江苏省水陆交通安全防控高端装备工程研
究中心

江苏金海星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市发展改革委

101 江苏省航空航天增材制造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镇江市发展改革委

102 江苏省工业碳系统分析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大学 镇江市发展改革委

103 江苏省海洋智能感知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科技大学 镇江市发展改革委

104
江苏省混合动力增压直喷汽油机工程研究
中心

蜂巢动力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105
江苏省无人机电力精细化巡检工程研究中
心

江苏安泰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06
江苏省空气源热泵变容恒温热水模块工程
研究中心

江苏迈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07
江苏省抗渗碳耐高温电热合金产品工程研
究中心

江苏春海电热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08
江苏省汽车传动系统关键零部件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飞船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09
江苏省水域智能应急救援装备工程研究中
心

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10
江苏省食品与药品光学检测技术与装备工
程研究中心

泰州学院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11
江苏省大规模碳补集利用与封存工程研究
中心

国家能源集团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12 江苏省聚酰胺功能性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13 江苏省高阻燃消防门窗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盛阳消防门业有限公司 泰州市发展改革委

114 江苏省超高亮度GaN基芯片工程研究中心 聚灿光电科技（宿迁）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15
江苏省碳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傲达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16
江苏省数字化智能舞台控制系统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领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17 江苏省高端功能性色纺纱线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泗水纺织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18 江苏省高压贴片陶瓷电容器工程研究中心 泗阳群鑫电子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19
江苏省抗菌抗病毒功能性非织造布工程研
究中心

亿茂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20
江苏省高耐候高回弹聚氯乙烯膜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吉龙运动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21
江苏省节能型智能控制太阳能路灯工程研
究中心

江苏欧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22
江苏省高强度耐腐蚀功能性层积材工程研
究中心

江苏福庆木业有限公司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23 江苏省设施园艺工程研究中心 宿迁市设施园艺研究院 宿迁市发展改革委

124 江苏省生物智能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25
江苏省城市基础设施灾害综合防治工程研
究中心

东南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26 江苏省商用车智能底盘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27
江苏省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研究
中心

河海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28
江苏省公路智能检测与低碳养护工程研究
中心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29
江苏省有机固废深度处置及制氢工程研究
中心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30
江苏省能源绿色转化与碳减排工程研究中
心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31 江苏省食用菌保鲜与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32 江苏省眼科学和视觉科学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33 江苏省先进储能技术与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工程学院 江苏省教育厅

134
江苏省高值化合物绿色生物制造工程研究
中心

常熟理工学院 江苏省教育厅

135
江苏省自动驾驶技术创新与应用工程研究
中心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省教育厅

136 江苏省航运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教育厅

137 江苏省规划建设数字化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财政厅

138 江苏省自然资源碳中和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139
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系统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有限公司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140 江苏省装配化装修数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装饰装修发展中心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

141 江苏省交通建筑低碳新能源工程研究中心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142 江苏省水禽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143
江苏省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及上市后再评
价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

144 江苏省智慧工程审计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省审计厅

145
江苏省茧丝绸集成应用及产业化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146 江苏省数字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联合征信有限公司
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

147
江苏省气象遥感装备与智能应用工程研究
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省气象局

148
江苏省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装备研制工
程研究中心

中科南京移动通信与计算创新研究院 中科院南京分院

149
江苏省园林植物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研究
中心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



150 江苏省畜禽精准育种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