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安徽工业精品拟认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所属地市

1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EE-20NET-01动力电池自动装测成套设备 合肥

2 安徽智泓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反渗透膜元件（50GPD-1000GPD系列） 合肥

3 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梦戴维角膜塑形镜 合肥

4 合肥东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切分及预切分四辊进口导卫装置 合肥

5 安徽省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增强型VMPET镀铝膜 合肥

6 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数字化大功率DC/DC电源模块（EHBSD600-
028S28）

合肥

7 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
110kV超低噪声电力变压器（SZ11-
50000/110）

合肥

8 科希曼电器有限公司
KFLRB-14I型空气能热泵低温采暖智能机
组

合肥

9 合肥万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撬装天然气液化装备（WHNY50ktd-
a）

合肥

10 合肥精创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缸套 合肥

11 巢湖市金业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JLY250自动高速笼式绞线机 合肥

12 安徽力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用铝箔AA1060-H18 淮北

13 安徽理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组48V系列产品 淮北

14 淮北市中芬矿山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中心智能传动浓缩机NXZ型 淮北

15 安徽方园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多叠层高频筛机FY-HVS 淮北

16 淮北中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外热式炭化转炉 T15000 淮北

17 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YFL-HT-JZ自卷式绝缘护套 亳州

18
安徽天赢电气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TYDG低压配电柜 亳州

19 信和光能(安徽)有限公司 CF04压制高硼硅玻璃制品 亳州

20 安徽联鹏瓶盖包装有限公司 爆圈、断齿双防伪瓶盖 亳州

21 安徽新秀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XX-01耐析出的高效聚丙烯耐候母粒（塑
诺稳5585）

宿州

22 宿州市科鸣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2BFCR-15 型防缠绕大豆播种机 宿州

23 安徽天富环保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活性炭纤维毡 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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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徽雪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L-苹果酸 蚌埠

25 安徽兴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自变形轮胎式轨道施工车XY WGMD-12A 蚌埠

26 安徽中科大禹科技有限公司 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模块Q-ZKDY-Y01 蚌埠

27 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玻璃新材料智能在线优化切割成套装备 蚌埠

28
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

玻璃熔窑用红外高辐射节能涂料 蚌埠

29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车桥用变速器线圈总成 蚌埠

30 五河县维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玻璃纤维短切 蚌埠

31 北矿磁材（阜阳）有限公司
稀土置换型高性能粘结永磁铁氧体磁粉
BMXF-4D

阜阳

32 吉祥三宝高科纺织有限公司 JX-II型仿鹅绒结构高保暖絮片 阜阳

33 太和县大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DH-I型环保型铅酸蓄电池用高纯度铅锭 阜阳

34
安徽恒宇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煤化工气化细渣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阜阳

35 安徽龙和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中皖龙和”牌智能型综合配电箱 阜阳

36 泰力（安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TAILI”牌旋转智能安全排插 阜阳

37 阜阳欣奕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NSBK7001高精细度光刻胶 阜阳

38 安徽祥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XNDL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阜阳

39 华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宇”牌深循环长寿命铅蓄电池　 阜阳

40 淮南舜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煤矿许用水胶炸药（高威力） 淮南

41 安徽中电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耐热防腐高效环保除尘滤袋 淮南

42 安徽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平板式太阳能热利用系统100L-200L 淮南

43 凯盛重工有限公司 悬臂式掘进机EBZ260H 淮南

44 安徽维东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铰链式护坡基材 淮南

45
淮南东华欧科矿山支护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

中控注浆锚杆MZGK190-42/25ZZ 淮南

46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离子膜碱 滁州

47 安徽立光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氧化铟锡（ITO）导电玻璃 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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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Q23-136E60型轻型商用车用国六发动机 滁州

49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氯蔗糖（高效甜味剂） 滁州

50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热风无纺布 滁州

51 金锋馥（滁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层双列交叉带自动分拣系统 滁州

52 安徽联科水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PS/PE塑料合金 滁州

53 安徽金轩科技有限公司 JX-02氯化亚砜 滁州

54 天长市康弘石油管材有限公司 10（HSC)耐湿硫化氢腐蚀用换热管 滁州

55 安徽寒锐新材料有限公司 超细钴粉 滁州

56 安徽扬子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自助设备防护舱（FHC-F-S-YZ） 滁州

57 安徽博石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低耗锰酸锂材料 滁州

58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ML532A汽车变速器 六安

59 安徽酷豆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P100一键收合多功能婴儿床 六安

60 安徽皖翔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干式变压器SCB10-1000KVA 六安

61 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 重型燃气轮机壳体铸件R0110B(110 MW) 六安

62 中擎电机有限公司 YBX3系列高效率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六安

63 安徽松羽工程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注射水储罐200-40000L 六安

64 三联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钢厂用节能型化工泵（ASP5020)　 马鞍山

65 安徽以诺木塑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防火超耐磨石塑地板 马鞍山

66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自监测的带载大伸缩重型鼓形齿联轴
器LGZ型

马鞍山

67 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RH精炼炉用镁尖晶石不烧砖 马鞍山

68 马鞍山市兴达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氮合金包芯线 马鞍山

69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FM8T高疲劳性能汽车变速箱用齿轮钢 马鞍山

70
宝武集团马钢轨交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J2材质大功率整体机车轮 马鞍山

71 中航华东光电有限公司 LCDS380型数字像源 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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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
司

INNOVIA APM 300列车 芜湖

73 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氧化铟锡（ITO）靶材 芜湖

74 芜湖通潮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气相沉积（CVD）电极部件 芜湖

75 芜湖达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耐高低温阻燃高分子保温材料 芜湖

76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 捷途X70系列多用途乘用车 芜湖

77 盾安（芜湖）中元自控有限公司 空调用截止阀 芜湖

78 安徽德孚转向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P-EPS 芜湖

79 芜湖久弘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精度数控落地镗方滑枕 芜湖

80 安徽拓扑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轮胎压力检测系统气门嘴 宣城

81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三丈三明宣宣纸 宣城

82 安徽鑫煜门窗有限公司 玻璃钢防火门 宣城

83 宁国市瑞普密封件有限公司 高定伸耐疲劳车用橡胶减震衬套 宣城

84 广德天运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阻燃新材料（汽车发动机减震吸音隔音
垫）

宣城

85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环嗪酮原药 宣城

86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电池包用密封件 宣城

87 博瑞特热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锅筒纵置式燃气蒸汽锅炉（DZS型） 宣城

88 安徽永茂泰铝业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 宣城

89 安徽泰乐玛科技有限公司 风电机舱罩 宣城

90 安徽环渤湾高速钢轧辊有限公司 离心复合高速钢轧辊 铜陵

91 安徽友坤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节能降噪中空玻璃（6+12A+6） 铜陵

92 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8.0mm光亮低氧铜杆 铜陵

93 铜陵市宏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P-J-F-2-100/1.82/0.7家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

铜陵

94 安徽省铜陵泰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家用电器线束（250V及以下） 铜陵

95 铜陵博锋实业有限公司 高效复合膨润土 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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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安徽华宝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高铁稀土铝合金防火报警电缆（ZRFHBJ-
YJHLV-1 )　

铜陵

97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防水PVC竹木纤维集成墙体材料 池州

98 安徽铭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ALC蒸压加气板材 池州

99 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 对硝基氯化苯 池州

100 安徽兆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00W特种大功率LED工矿灯（ZL-G-N300-
A）

池州

101 安徽精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耐高温防氧化漆包铝线（QZYL-2/180) 池州

102 安徽广宇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单晶铜键合线 池州

103 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材料 池州

104 安徽杰羽制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三步进智能罗拉车 池州

105 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P201转向节 安庆

106 安徽美祥实业有限公司 贮气柜用氟橡胶密封膜 安庆

107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HY-I椰子醛 安庆

108 安徽环美刷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强增韧除雪刷 安庆

109 安徽微威胶件集团有限公司 发动机悬置WW-XZ-1 安庆

110 安徽绿动能源有限公司
车用压缩天然气钢质内胆碳纤维全缠绕复
合气瓶（CNG)

安庆

111 安徽孺子牛轴承有限公司 深沟球轴承60/3.175-2Z 安庆

112 万邦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碱性电池隔膜复合材料 安庆

113 岳西县同发机械有限公司 6CL-1280D茶业理条机 安庆

114 安徽旭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率食品加工搅拌机B30 安庆

115
安徽天翔高新特种包装材料集团有
限公司

调节40CU自然透气度的接装纸 安庆

116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高透明高阻隔易揭封口盖膜 黄山

117 黄山市皖金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降噪低阻隔热节能铝型材6063-T5 黄山

118 黄山振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耐110℃高温5000H长寿命高频低阻抗电解
电容器

黄山

119
黄山中发耐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硬质合金铸造微型磨球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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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黄山中泽新材料有限公司 HZ1530B型低溶剂残留油墨用聚氨酯 黄山

121 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自控大口径气动快速切断波纹管闸阀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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