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拟认定的 2020 年第 29 批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
企业名单 

 

1 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市 

2 合肥联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市 

3 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市 

4 安徽智泓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5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 合肥市 

6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7 安徽永锋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8 合肥市丽红塑胶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市 

9 安徽康明斯动力有限公司 合肥市 

10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合肥市 

11 合肥科天水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2 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合肥市 

13 安徽贵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 

14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合肥市 

15 合肥神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6 安徽听见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 

17 合肥移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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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合肥凯泉电机电泵有限公司 合肥市 

19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20 安徽博微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合肥市 

21 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22 合肥科拜耳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市 

23 安徽尚德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 

24 合肥宝龙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市 

25 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市 

26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27 合肥市神雕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合肥市 

28 安徽虹达道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市 

29 合肥力翔电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30 安徽众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市 

31 安徽宏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合肥市 

32 合肥汉邦希瑞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合肥市 

33 圣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34 安徽力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市 

35 思朗食品（淮北）有限公司 淮北市 

36 安徽金岩高岭土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市 

37 淮北新兴皇苑制衣有限公司 淮北市 

38 安徽美信铝业有限公司 淮北市 

39 亳州蜀中药业有限公司 亳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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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安徽正熹标王新能源有限公司 亳州市 

41 新诚达时装（安徽）有限公司 亳州市 

42 安徽中嘉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亳州市 

43 亳州建工有限公司 亳州市 

44 安徽张士奎食品有限公司 亳州市 

45 安徽德运粮油有限公司 亳州市 

46 蒙城财富汽车有限公司 亳州市 

47 蒙城县金冠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亳州市 

48 安徽三志制动器有限公司 亳州市 

49 安徽道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亳州市 

50 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 亳州市 

51 安徽泗州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宿州市 

52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宿州市 

53 安徽荣业纺织有限公司 宿州市 

54 安徽金玉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宿州市 

55 安徽省萧县林平纸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 

56 蚌埠飞宇轴承有限公司 蚌埠市 

57 蚌埠中恒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蚌埠市 

58 蚌埠南实科技有限公司 蚌埠市 

59 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蚌埠市 

60 安徽皖东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蚌埠市 

61 安徽金源药业有限公司 阜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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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安徽弘腾药业有限公司 阜阳市 

63 安徽徽科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阜阳市 

64 安徽冠泓塑业有限公司 阜阳市 

65 安徽省金兰金盈铝业有限公司 阜阳市 

66 安徽凤杰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阜阳市 

67 阜南华翔羊毛衫有限公司 阜阳市 

68 安徽颍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市 

69 安徽省高雅家居有限公司 阜阳市 

70 阜阳市鑫源建材有限公司 阜阳市 

71 安徽汉邦日化有限公司 淮南市 

72 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滁州市 

73 通用生物系统（安徽）有限公司 滁州市 

74 滁州市全丰物资有限公司 滁州市 

75 全椒县全动机械有限公司 滁州市 

76 安徽兴达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滁州市 

77 安徽图强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滁州市 

78 来安县扬子地板有限公司 滁州市 

79 安徽寒锐新材料有限公司 滁州市 

80 滁州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滁州市 

81 滁州市富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滁州市 

82 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 滁州市 

83 安徽鼎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滁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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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安徽天彩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滁州市 

85 滁州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滁州市 

86 安徽省浦菲尔建材有限公司 滁州市 

87 六安长城钢结构有限公司 六安市 

88 六安市龙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六安市 

89 安徽乐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六安市 

90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六安市 

91 安徽星星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市 

92 安徽中信康药业有限公司 六安市 

93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94 安徽马钢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95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96 马鞍山采石矶涂料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97 马鞍山市雨山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98 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99 安徽马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00 马鞍山利元实业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01 安徽国能亿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02 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03 马钢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04 中钢天源（马鞍山）通力磁材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05 安徽盘景水泥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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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安徽爱瑞特新能源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市 

107 安徽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市 

108 信义汽车部件（芜湖）有限公司 芜湖市 

109 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 

110 芜湖集拓橡胶技术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1 芜湖聚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2 安徽瑞赛克再生资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3 安徽芜湖海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 

114 三花亚威科电器设备（芜湖）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5 安徽华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6 安徽中固建设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7 信义电子玻璃（芜湖）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8 芜湖远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9 安徽宁国中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宣城市 

120 安徽华卫集团禽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 

121 安徽拓扑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宣城市 

122 宣城凯欧纺织有限公司 宣城市 

123 安徽宏宇铝业有限公司 宣城市 

124 安徽万方织染有限公司 宣城市 

125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铜陵市 

126 安徽清科瑞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铜陵市 

12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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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安徽广宇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池州市 

129 安徽金田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0 安庆帝伯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1 岳西县海创饰品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2 安庆市长虹化工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3 岳西县顺达机械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4 岳西县长城机械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5 安庆安簧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6 安徽百世佳包装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7 安徽省亮亮纺织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8 安庆横电电缆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9 永新股份（黄山）包装有限公司 黄山市 

140 黄山华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 黄山市 

141 黄山市向荣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市 

142 黄山菲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黄山市 

143 黄山正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市 

144 黄山市徽州康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市 

145 黄山东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市 

146 安徽杰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德县 

147 广德竹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德县 

148 广德亚太汽车智能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广德县 

149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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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安徽明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德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