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9年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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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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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附件：2019年第3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9年第3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基于北斗/GNSS实时精密定位服务系统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 携程售后智能客服系统

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 G6/G7红外多点触摸框（屏）

上海品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公交消费一体化终端系统

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 低功耗4M Bits闪存芯片P25Q40

普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6. 展湾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SCADA）

上海展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 银赛期当家交易软件[简称：期当家]V2.0.0

上海银赛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 基于CODESYS的轨道工程车触控显示屏

上海精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YJD-3000时间测试系统

上海申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0. 介方基于软件通信体系结构（SCA）的软件无线电开发平台

上海介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1. 多功能电连接器（HP-T3041)

上海合璧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繁易工业设备远程数据获取云平台

上海繁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小沃海量日志信息数据分析平台软件V1.0

小沃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4. 同洽建筑物图纸三维扫描测绘与检测分析软件

上海同洽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道岔健康监测管理系统

上海邦诚电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6. 榉树智能锁JUSL18KXP

上海榉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AR汽车互动系统软件【简称：AR汽车互动系统】V1.0.1

上海蜂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纳米触摸互动智能黑板（FN-7070H11、FN7570H11、FN-8270H11、FN8570H11、FN-

8670H11）

上海峰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9. 百达星云云胶片平台软件

百达星云医学影像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DLE-0600-3智能窨井水位监测终端

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权聚局放监测软件V1.0

上海权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2. 东方怡动网络视频综合管理云平台软件V1.0

上海东方怡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3. 智选车平台应用服务

上海云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4. 匡腾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信息管理软件

雷技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5. 胡桃互联网支付平台软件V1.0

上海胡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6. 投屏看电影软件

上海喆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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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宇祐T120执法仪视频回传系统软件V1.0

宇祐通讯科技（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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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岳游人工智能棋盘自主学习软件

上海岳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9. 淮科视觉检测软件V1.0

上海淮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气动物流传输系统

上海银翼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1. 玻璃酸钠注射液（新工艺）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他卡西醇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33. HDI-712B口腔观察仪

上海汉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4. 红外母乳分析仪HMIR-05

上海贝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35. （3E,8Z,11Z）十四碳三烯乙酸酯

上海有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高TG无卤低介电覆铜箔板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超薄微结构小角度控光材料

中蓝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8. 整体绝缘鱼尾板

上海高铁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高成形性980MPa冷轧QP钢（HC600/980QP、D980QP2、CR980T/650Y-QP、

HC600/980QP-EL、QP980、RP15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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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耐硫酸露点腐蚀低合金钢(ND、09CrC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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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ECHSTORM 390/395 结构胶环氧系统料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WPU-60固含水性聚氨酯

上海思盛聚合物材料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3. TC-纸基RFID防转移酒瓶防伪胶帽

上海天臣防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面状远红外电热材料

上海热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所克感压纸

上海净极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双组份聚氨酯胶粘剂（U604-A、U604-B、U606-A、U606-B)

上海都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新型PC/ABS合金材料（PC/ABS  5040/5070HF/5080HF）

上海长伟锦磁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电站锅炉受热面用精整鳍片（扁钢）

上海昌强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SH2101外墙抗碱底漆

上海三银涂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晶圆减薄背金加工服务

上海朕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基于知识图谱的数据分析服务

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染料废水监测服务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水下工程智能化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交大海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LEGY-II小机房乘客电梯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有机废水的深度处理系统（ARE）

上海力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6. AMG-D型双瓣炉渣抓斗

上海昂丰矿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57. 极清8K摄影机 UHDC 8K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智能四向穿梭车及配套货架的自动化仓储系统

隆链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油冷一体式永磁双螺杆空气压缩机（SCR50PM）

上海斯可络压缩机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0. 视可智能口腔图像采集仪SK-SDC

上海视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1. 龙门固定式洗车机（FBX-LM60G）

上海凡贝机械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2. 重型载货汽车变速器9档箱

上海索达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3. YZ-8紫外成像仪

上海申色电气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4. 简易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PJSYL-CY型2层、PJS2D（二层）)

上海畅悦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5. 拉丝压延修边一体机（YYE-2）

上海颐尚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6. 铝合金轮毂修复技术服务

上海车功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7. 电力变压器S13-M-630/10

中变集团上海变压器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8. Chrom Wizard井口色谱仪

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9. 全自动变频石油干洗机（K100QAB、K100QAD、K120QAB、K120QAD、K150QAB、

K150QAD、K200QAD）

上海云端洗烫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0. Blokset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1. 自适应智能车灯SLC09I01

上海晨阑光电器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2. Ri4Power-ZN智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上海基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3. 高精度卤素检漏仪（GD2500）

上海通用检测技术研究所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4. 智能流量测控仪LCK

上海天石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5. 点焊实时成像分析仪（Nextspot600,Nextspot600L, Nextspot300,Nextspot350 ）

艾因蒂克检测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6. 造粒机 Dropform 3000

上海瑞宝造粒机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7. 电动轿车电池包套筒件(M27×2×117)

上海上标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8. 轿车机油冷却器连接套管螺柱(M22×1.5×65.9)

上海上标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9. 矿用井下移动式膜分离制氮装置（DMJ-200/1.0、DMJ-300/1.0、DMJ-400/1.0、DMJ-

500/1.0、DMJ-600/1.0、DMJ-700/1.0、DMJ-800/1.0、DMJ-900/1.0、DMJ-1000/1.0、DMJ-

1200/1.0）

上海垣锦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0. 带有排气装置的活塞调流阀LT941X-16C DN700

上海华电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1. 螺旋输送机（HG-LX-C/S）

上海荟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2. 燃气比例阀QBF-10、QBF-20

上海侨亨实业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3. 同振供应链管理系统

上海同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4. 超声洁牙机（型号：iClean-7、iClean-Pro）

上海品瑞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5. 酵母发酵有机微量元素

上海源耀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6. 食材净化检测器YQD610

上海禹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7. 联蜂牌蜂胶口腔抑菌喷剂

上海沪郊蜂业联合社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8. 风电用自离型真空袋薄膜（LVBF150G、LVBF350V）

上海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9. 智芯集装箱式太阳能混凝土蒸汽养护室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0. 银离子消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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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新速派轿车后桥总成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2. BCK400智能语音识别电梯操纵盘

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3. 1000MW火电机组给水泵（FK5A49M、FK6A40、FK6B37、FK4C45、FK5C45）

中国电建集团上海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4. 群组式微机电动机保护监控装置（LM510)

上海华建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95. V6000全金属硬密封控制球阀

上海阀特流体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