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9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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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个项目通过审

核认定，拟批准为2019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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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进、徐彦

联系电话： 53080900-195、53080900-246

传真： 53085899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公室

2019年3月19日

附件：2019年第2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9年第2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SRK1201L毫米波雷达集成电路

上海矽杰微电子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 AG型车载无线通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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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企业风控中心管理系统V1.0

上海鱼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4. 英方数据库灾备管理软件  V6.1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 FH8856集成电路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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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金融反欺诈云服务

上海氪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 TWS蓝牙耳机（型号：HS606、Q800）

上海易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 π12型双通道数字隔离器

荣湃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9. 高清电视机顶盒SC8023Z

上海仪电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10. 蓝色星球资产与设施运维管理平台软件v3.0

上海蓝色星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1. LED面板灯防眩光膜

上海彩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小蛙喝水共享系统

蛙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元镁业务管理软件

元镁信息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14. 趋视动态人脸识别系统V1.0--IVS-FRS

上海趋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民用机场基础设施管理平台V3.0

上海同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6. GBZS应急指挥一体机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17. 工程师爸爸内容云开放平台服务

上海童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18. 超宽频带高增益双端口天线OT-0460VV

上海增信电子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9. 宾捷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系统

上海宾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维响商业智能分析软件

上海维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自动识别车牌的智能支付系统

上海享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2. 智慧家庭中心网关（WH-G801）

微赫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3.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板卡

上海奥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4. 塔克云设备管理平台应用服务

罗慕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5. IPARK365智慧园区服务平台V1.0

上海鼎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6. 掺铥光纤激光治疗机（SRM-T125）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7. 盐酸贝那普利片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SS-16L型紫外线光疗仪

上海希格玛高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9.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香味剂舒倍康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脂肪酶UTC-FH60A

上海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31. 欧能宝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上海欧耐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GNSS高精度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系统 HG-DMS

上海海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300mm硅片

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34. 高能效变压器用取向硅钢（B20R070、B23R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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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食品罐顶底盖用覆膜铁（BFG MR T-4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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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轻质高强低维聚酰胺功能材料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高性能铝合金电池托盘

上海友升铝业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8. BDS-300型钌系脱硫剂

上海迅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电镀银效果漆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0. 黑色热压敏成色剂（LBC-21、LBC-28）

上海瑞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耐高温助卷带(KM-80、KM80-Y)

泫泽工业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改性塑料PC/ABS合金

上海中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43. 用于黏合高密度聚乙烯纤维防弹插板的水性胶黏剂

上海飞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PP熔喷复合材料

上海名冠净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WBD水性可剥离涂料

上海韦奇化工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微扰动压入式沉井成套工艺技术服务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盾构隧道管片修复专用钢环安装机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智慧营销系统

上海讯飞瑞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SYDC电动汽车直流快速充电机

思源清能电气电子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防蚀型垃圾焚烧发电空气预热系统（LFRX4.0/1.2-30000-105/220）

上海双木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wisdom（唯思）LED路灯（ecoel-wisdom1-150，ecoel-wisdom2-80，ecoel-w1-180）

上海易壳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HDF110-1013应急给水泵

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双面叠合夹心保温剪力墙

上海宝岳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朗锐空气洁净屏

上海朗锐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55. 智能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设备（JH-C200,JH-C400,JH-C600,JH-C1000）

上海翼捷酒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6. 智能脱排湿式静电复合油烟净化一体机（JH-TJ-200）

上海翼捷酒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7. LB-ZC型废气治理设备

上海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纺织废水回用茶皂素助剂A

上海金堂轻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GLZ型高压流量自控仪

上海一诺仪表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0. 大型船舶上层建筑生活模块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61. 墨水喷码机 （F530/F540/F550/F560/F570/F580）

上海华炙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2. 曳引式客梯（meta100 MR、meta100 MRL）

蒂森克虏伯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3. 带互锁保护门的联体二三插（L910ABL、GD10ABL）

飞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4. 无线穿梭车（ENFONRGV-1000、ENFONRGV -1500）

上海音锋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5. GWCF64型高温中压离心通风机

上海通用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6. 福德堡折叠上装

上海庆华蜂巢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7. PSHsD型二层升降横移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8. 允登巡检机器人（YD-ROBOT）

上海允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9. Xpider高空作业机器人

上海霄卓机器人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0. XHHW-2建筑电缆

上海斯麟特种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1. 多管径汽车空调管路夹

上海易扣精密件制造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2. AJ-3700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仪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3. 智云生产执行管理系统

上海科致电气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4. 全自动洗澡机（CA4-BE1001）

上海喆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5. 全自动硅钢性能检验系统MLF-AMS

上海美诺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6. 7922无堵塞冷却器

上海光建传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7. 洗++无人机（CW86B）

上海物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8. 汽车发动机减震铝壳体（V07481、V07480、V07478、V07477、V07489、V07642）

上海海帕压铸件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9. 车辆用后视镜铝座臂（3237、3238、3241、3242、3944、3945）

上海海帕压铸件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0. 智能型配电柜(PrismaUE)

上海广盟电气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1. NLO凝结水泵

上海水泵制造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2. 电气线路火灾智能预警物联感知终端

上海枫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3. 油水分离器（ARGYG-10/2）

上海艾尔泵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4. 光品质检测设备（IC-PM12）

上海复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85. 明松打包机M121

上海明松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6. 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智能云端控制平台系统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7. GH6181全集成同步升压转化器芯片

观洲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8. 计数式吸入驱（触）动器

上海华瑞气雾剂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9. 载脂蛋白（ApoA-1）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上海执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0. 短纤维率快速测试仪KX111-I

上海康信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1. 耐水耐寒型微孔聚氨酯弹性体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2. NDC5K型真空接触器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3. SA型高速EL测试仪

哲为（上海）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4. KHV-R型智能装盒机

上海康颂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5. SP-L-34叶片自动灌注机

上海辛帕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