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8年第10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公示

依据《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5〕46号）和《上海

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程序》（沪科2009第586号）文的要求，经企业网上申报、区科委等

主管部门初审、网上专家评审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评委会审定，以下70个项目通过审核

认定，拟批准为2018年第10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现将项目名单予以公示，以接受公

众监督。公示时间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联系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上海市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上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联系人： 徐彦、许进

联系电话： 53080900-246、53080900-195

传真： 53085899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公室

2018年12月6日

附件：2018年第10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8年第10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海得智能设备远程监控云平台管理软件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 卡斯柯FZk-CTC型分散自律调度集中软件V3.0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 无线数据收发器（GL300、GL300W、GL300MA、GL505、GL50B）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BG型eMTC无线通信模块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5. SSS卫星定位执法分析系统

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 基于道路环境安全的可变限速系统（KBXSR-1-1-XZX101）

上海新中新猎豹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 LED智能控制芯片MC60F7414/MC30P6060/MC1643/MC3090

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8. 时钟电路(XO型)

上海锐星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同磊3D3S结构设计软件V2017

上海同磊土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0. LED防爆灯（HX1）

上海旗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1. 中信智农投入品销售“农资大掌柜”POS一体机软件V1.0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热敏标签打印机（QR-488、QR-488BT、QR-588K、QR-588BT）

上海万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太阳能LED灯串功能驱动控制器YX8628

上海裕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4. 筑众基于 BIM 的医院智慧运维管理平台软件 V1.0

上海筑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埃尼亚克人工智能语音分析系统

埃尼亚克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6. 物联网通讯服务器HCS9000

上海康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方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系统

上海鑫方迅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米哈游宿舍派对游戏软件V1.0

米哈游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9. 俺来也校园O2O平台软件

俺来也（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恺英页面排位系统应用软件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艾拉比汽车软件迭代管理平台软件

上海艾拉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2. 艾拉比汽车固件FOTA-IV云升级软件

上海艾拉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3. 易鲲智慧城建档案管理软件V1.0

上海易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4. 吉睿易众标书软件

上海吉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5. 艾尔骨化醇中间体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6. 北斗自动导航驾驶系统AF300

上海联适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7. 单边式多功能外固定支架

上海康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精冲钢热轧卷板（16MnCr5、50CrV4、BJS20C、S35C、BJS15C、SNCM220、58CrV4、

42CrMo4、10B21(MOD)、27MnCrB5）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9. 低温耐指纹表面处理镀锌钢板（SECCN5、SECDN5、SECEN5）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0. 聚酯有光切片 (HSF型；HSF I型）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1. 光伏正银（SSP-994ADLV、SSP-994DW、SSP-994LV）

上海银浆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高耐磨环氧色漆

上海正欧实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高性能光伏玻璃用镀膜液

运研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4.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内容版权交易服务

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5. 配电自动化终端（配电终端，站所终端（DTU））

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河坡护岸原位生态修复固化剂

堡森（上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LK-LDB高效低能耗生化水处理系统

上海蓝科石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38. GC20618-1DZ型综合送料直驱单针自动剪线缝纫机

上海标准海菱缝制机械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乘用车铝轮毂机器人智能生产系统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40. 深沟球轴承(6204/TN3/HN/HQ1/P43)

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机械式停车设备（PSH-TK1.0）

上海腾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包覆式直流振动电机（FS-3017Q）

上海安和精密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3. 高速铁路钢轨廓形、波磨多功能检测仪

上海欣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

上海诺倬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精密细胞培养振荡器  ( ZWYC - 290  A ～ J )

上海智城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带有智能监控的抽芯式斜流泵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Gmini A1型便携式氮硫化物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测定仪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采煤机金属屏蔽编织加强型橡套软电缆（MCPTB-S-0.66/1.14、MCPTB-S-1.9/3.3）

上海蓝昊电气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Cronet CC-3428/MIE-5610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上海兆越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50. Rynon L型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上海冉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VOC检测环境舱(CET-Y40D)

上海福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智能母线槽（XLM、NH-XLR)

上海振大电器成套集团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先惠车桥前束外倾自动调整台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20点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上海龙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华兴工程机械控制软件V3.00

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56. 6.21英寸异形AMOLED全面屏

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57. 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移动应用分发系统

上海二三四五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58. 文什工业视觉检测软件V1.0

上海文什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59. 百胜E3+全渠道中台软件

上海百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0.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精准营销系统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1. 海擎佣金核算系统管理软件

海擎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2. 华尔街见闻金融信息平台服务

上海阿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3. J2801智能物联电梯门机系统

上海贝思特门机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4. 可调组合式构件模具(XL01／GL01／LZ01／PC01)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5. 旋转管束式污泥干燥装置-ITR

上海通华不锈钢压力容器工程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6. 1.8KW混合高效车载DC/DC变换器（CON4301318M3）

上海逸伏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7. EA1B00型电梯一体式集成按钮

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8. 智能柔性直驱环形线（iTS-M540）

上海果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9. BBTRZ新型柔性矿物绝缘防火电缆

上海胜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0. 三偏心蝶阀（ST2D1X-16Q）

上海盛唐阀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