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3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市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国家电网公司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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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集团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  

石药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大连市大连市大连市大连市））））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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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  

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联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人集团有限公司  

万向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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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波市宁波市宁波市））））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新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沁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厦门市厦门市厦门市））））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松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优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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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岛市青岛市青岛市））））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  

河南省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劲牌有限公司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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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系统（广州）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圳市深圳市深圳市））））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紫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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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地奥集团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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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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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市 

阿尔西制冷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奥瑞安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 

北京光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金伟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绿色农华植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纪东方国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展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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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兆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纺锐力机电有限公司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 

首信集团公司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天津市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百利电气有限公司 

天津市电力公司 

天津市建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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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天津津酒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生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松正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天津万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堰医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亚安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天津市正平机械新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瑞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 

河北钢铁集团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钢铁集团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金狮棉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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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冀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神威药业有限公司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中煤第一建设公司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北车集团永济电机厂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北方惠丰机电有限公司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乐百利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 

阳泉市勤工技术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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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草原兴发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西高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科立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盟肽好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长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长安永磁电机有限公司 

辽宁省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锦州俏牌集团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华冶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抚顺铝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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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好护士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锦州拓新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辽宁银珠化纺集团有限公司 

辽阳石化机械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铁岭洪泰涂料有限公司 

辽宁凯尔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铁岭阀门（集团）特种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森塬活性炭有限公司 

辽宁瑞达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北方交通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丹东金丸集团有限公司 

丹东克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大连市大连市大连市大连市））））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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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瓦房店第一轧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平市巨元瀚洋板式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白山市喜丰塑业有限公司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大安市恒瑞采油设备有限公司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庆达集团 

吉林省艾斯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松原市兴原机械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辽源市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辽源裕隆亚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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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延边瑞林热辐射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大庆开发区竹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大兴安岭绿源蜂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科华航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森帝酒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双锅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昕泰管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 17 — 

哈尔滨新中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院七一一研究所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设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中信国健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电贝洱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明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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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绿叶思科药业有限公司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网卫星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法尔胜集团公司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开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长城轴承有限公司 

昆山华恒焊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贝莱尔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爱吉斯海珠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东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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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飞马佐里纺机有限公司 

江苏科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文光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三江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化集团研究院 

南京雨润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泰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因泰莱配电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 

南京中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柯菲平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浙江省 

浙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巨化集团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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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湖磨抛光磨具制造有限公司 

瑞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来斯奥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德马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长弓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浪莎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有限公司 

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 

浙江欧诗漫集团有限公司 

平湖美嘉保温容器工业有限公司 

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洁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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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盛博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链条制造有限公司 

义乌市易开盖实业公司 

浙江驰江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诺贝尔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人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波市宁波市宁波市））））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海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帅康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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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福特继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燎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信泰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大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远东石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唯尔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欧琳厨具有限公司 

安徽省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科苑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同发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铜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双轮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菱西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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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电力公司阜阳供电公司 

安徽省六安恒源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省天马泵阀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安庆和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市南方实业有限公司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池州方达科技有限公司 

池州市正宇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华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星宇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高罗输送装备有限公司 

淮北市大金矿山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万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昌辉汽车电器（黄山）股份公司 

安徽惊天液压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爆破技术研究所 

芜湖博耐尔汽车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芜湖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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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金贸流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扬子集团滁州扬子空调器有限公司 

安徽华东光电技术研究所 

福建省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兴车轮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公司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靖万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福州高意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安闽东亚南电机有限公司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鼎京科化油器有限公司 

福鼎市一雄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福建省苍乐电子企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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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源光亚明电器有限公司 

福建联迪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瑞达电子有限公司 

福建省尤溪县三林木业有限公司 

泉州梅洋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科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文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实达电脑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新代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华橡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群峰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建阳龙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银象电器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隆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顺昌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多棱钢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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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厦门市厦门市厦门市））））    

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三达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华电开关有限公司 

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东海洋水产品有限公司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德宇集团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本草天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弘益科技有限公司 

汇仁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小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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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泰山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云龙绣品有限公司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菱花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 

山东信通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三龙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彼岸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福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神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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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青岛市青岛市青岛市））））    

青岛地恩地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三利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尤尼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亨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海青机械总厂 

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金晶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信森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澳润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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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科隆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太行振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 

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索凌电气有限公司 

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海力特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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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宇石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华飞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树民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楚天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鄂重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贵族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天门泵业有限公司 

湖北天瑞电子有限公司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梅挑花工艺有限公司 

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 

湖北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神农架绿野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神农架绿源天然食品责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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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十堰市郧齿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双剑鼓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黄石卫生材料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天峡鲟业有限公司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汇美达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晶泰科技有限公司 

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 

武汉市天虹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德丽宝建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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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迅达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楚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金箭焊料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晃老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三星煤机制造有限公司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维克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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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橡胶塑料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艾华科技集团 

湖南省天龙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三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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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凌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市佳的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金明塑胶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自动化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河源市粤兴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梅县梅雁电解铜箔有限公司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圳市深圳市深圳市））））    

深圳市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燕加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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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橡胶机械厂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限公司 

海南省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全星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德泽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宗申技术开发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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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国营川东造船厂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重邮信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三温暖电气有限公司 

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西山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研究所 

重庆市江北区利峰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瑞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明友钢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隆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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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器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象化工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 

四川启明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贝尔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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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建设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通用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瑞升烟草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恩典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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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太阳能研究示范中心 

西藏圣鹿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陕压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宝鸡器材有限公司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西工大超晶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补天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咸阳西北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凌华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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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汉中万目仪电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千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汉唐环保农业有限公司 

西安天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远征智能软件有限公司 

西安新竹防灾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甘肃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铁路电缆工厂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 

甘肃酒泉奥凯种子机械有限公司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西星电气有限公司 

天水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甘肃红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平凉市荣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容和矿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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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华圆制药设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凯源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甘肃西北大磨坊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兰州科庆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兰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甘肃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兰州兰泰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青海省 

青海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 

青海省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 

青海清华博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青海珠峰虫草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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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三新热超导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多维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大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小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宁夏启元国药有限公司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林业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特殊环境微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华世丹药业有限公司 

新疆康佳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马依依广陆有限公司 

新疆屯河型材有限公司 

新疆屯河聚酯有限公司 

新疆华易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第三机床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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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地威诺节能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石河子贵航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石河子市华农种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疆绿翔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河子天露节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西域牧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