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简单更名公示名单
序号 省（区、市） 变更前 变更后

1 北京市 赛诺威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赛诺威盛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 北京市 星辰天合（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辰天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北京市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4 天津市 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元管道（天津）有限公司
5 天津市 紫光测控有限公司 清能华控科技有限公司

6 河北省 尼特西普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尼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河北省 河北汇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汇工（河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8 山西省 大同市中科唯实矿山科技有限公司 唯实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9 山西省 山西联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科顿环境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10 山西省 山西潞安太行润滑油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太行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辽宁省 沈阳顺风新材料有限公司 辽宁顺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 辽宁省 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美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辽宁省
天元军融（辽宁）化工研究所新材料孵化
器股份有限公司

天元航材（营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辽宁省 铁岭五星油膜橡胶密封研究所 铁岭五星密封研究所有限公司
15 上海市 澎立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澎立生物医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6 上海市 上海海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海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上海市 凯鑫森（上海）功能性薄膜产业有限公司
凯鑫森（上海）功能性薄膜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18 上海市 上海治臻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治臻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 江苏省 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东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 江苏省 新纶复合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新纶新能源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21 江苏省 扬州美德莱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扬州美德莱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2 江苏省 扬州万方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万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江苏省 江苏三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三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 江苏省 苏州嘉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嘉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江苏省 沃太能源南通有限公司 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6 江苏省 江苏博睿光电有限公司 江苏博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7 浙江省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8 浙江省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北平机床（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29 浙江省 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九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 浙江省 浙江锯力煌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锯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 浙江省 杭州瑞盟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瑞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浙江省 浙江明度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33 浙江省 浙江力聚热水机有限公司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4 浙江省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浙江省 浙江德硕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德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浙江省 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37 浙江省 绍兴拓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拓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8 浙江省 浙江欧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望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39 浙江省 温州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邦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 浙江省 泰田集团有限公司 泰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 安徽省 科大智能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科大智能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 安徽省 北京有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有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3 安徽省 合肥科拜耳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科拜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4 江西省 江西博鑫精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博鑫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江西省 江西晶科电子有限公司 江西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6 江西省 赣州金环磁选设备有限公司 赣州金环磁选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7 山东省 济南森峰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森峰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 山东省 济南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中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山东省 山东元旭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元旭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山东省 山东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1 河南省 郑州嘉晨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嘉晨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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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河南省 许昌许继配电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豫盛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3 河南省 洛阳辰汉农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辰汉农业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河南省 宝丰县五星石墨有限公司 五星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55 河南省 禹州市恒利来新材料有限公司 禹州市恒利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6 湖北省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湖北省 湖北九州通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凯乐仕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58 湖北省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9 湖南省 湖南中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材锂膜（宁乡）有限公司

60 湖南省 湖南明康中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明康中锦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湖南省 湖南泰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泰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 湖南省 湖南欧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欧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湖南省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64 湖南省 株洲瑞德尔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株洲瑞德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65 湖南省 株洲科能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科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6 广东省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广东省 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 广东省 广东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硕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 四川省 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德赛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1 四川省 自贡长城硬面材料有限公司 自贡长城表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2 四川省 四川意龙科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意龙科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 四川省 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数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 四川省 成都能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四川省 成都国星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6 四川省 成都国恒空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国恒空间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7 四川省 成都卡诺普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8 陕西省 陕西驭腾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驭腾能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陕西省 西安拓尔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拓尔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0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京成天宝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 宁夏京成天宝科技有限公司

81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 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宁夏）有限公司

82 宁波市 宁波斯普澜游泳池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斯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 宁波市 宁波恒普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恒普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厦门市 厦门韦尔通科技有限公司 韦尔通（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 厦门市 厦门宝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宝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深圳市 深圳市恒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恒驱电机有限公司
87 深圳市 深圳市诺安环境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88 深圳市 深圳蓝韵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深圳蓝影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 深圳市 深圳市宝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宝德计算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90 深圳市 深圳市普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名单按企业注册地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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