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9年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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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个项目通过审

核认定，拟批准为2019年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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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

附件：2019年第7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9年第7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AVCON卫星便携站应急指挥平台软件[简称：SCP]V2.0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 星环分布式数据库软件(简称：Transwarp Data Hub V5.0)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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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宿网间分发云平台软件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达梦共享存储集群软件

上海达梦数据库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5. 英方高可用灾备管理软件V6.1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 星光级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SC4210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7. 反欺诈智慧云风控决策服务系统V1.0

上海浅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 沙民SM1600煤矸石数据处理软件

上海沙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轨道电路通信接口板（CI-TC2，CI-TC2-2）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0. 无绝缘调谐匹配单元（ZPW•PT2-1700、ZPW•PT2-2000、ZPW•PT2-2300、ZPW•PT2-

2600）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1. TD-LTE 数字移动电话机（SHUGUO S2）

上海数果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激光异物清除仪（TW-200，TW-100，TW-301，TW-351）

中科光绘（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预诊机器人智能语音交互软件V1.0

云知声（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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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MEC非接触式新一代智能卡

上海东方磁卡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前置全制式4G电子围栏采集设备

上海良相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6. 添富大数据智能投资组合系统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汇添富-基金大数据场景化智能应用系统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未石互动飞屏展示软件

未石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9. 接线柱旋变（J型）

上海赢双电机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纳瓦9531-HL平台LINUX操作系统双版本在线升级软件[简称：纳瓦9531-HL系统双版本

在线升级]

纳瓦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医用耗材智能柜

上海赋拓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2. OSSD芯片（VGCOS10MPB02）

上海威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3. 千幻游戏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上海千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4. 数策汽车行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调研软件V2.0

上海数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5. 趣橙海外广告供应方平台V1.0

趣橙（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6. 新博少儿学习平台V1.0

上海宏弈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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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GPS电动车定位终端（型号EV02）

上海谷米实业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CT530平移式多功能集成电路分选机

上海中艺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9. 交通公路综合管理系统V1.0

上海颖川佳固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天跃众绎平台报警服务器终端软件

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1. WJ0118ZK诚联驾培智能计时车载中控终端

上海诚联交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32. BYJZ-I型 医用电动锯钻

上海博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无菌接管机（JGJ型）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4. 认知功能检测处理系统（Dr.Brain，Dr.Brain-1，Dr.Brain-2）

上海泰亿格康复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5. 耐威克（Navarch)全犬种通用成犬狗粮

上海耐威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车用超韧高延展聚丙烯复合材料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80公斤级高成形性冷轧超高强度钢板、钢带（JSC78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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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超高强度连续油管用钢（CT110、C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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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HyMax®环保型抗水解添加剂

上海朗亿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0. 发动机用合金渗碳钢（R18CrNi8、SAE8620H、18CrNiMo7-6、SAE4320H、20CrH、

20CrMnTiH）

宝钢特钢长材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环氧树脂胶黏剂Beep 6115

上海拜高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PROCORE PET 结构泡沫

上海越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3. 环保型高耐候有机无机杂化水性涂料

浩力森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黑色陶瓷纤维纸WHCF-62

威赫热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覆铜箔板（CCL）

上海远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光滤波器和衰减器接入技术服务

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人工智能控制的6米挖沟技术服务

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高温热水型热泵机组ATW0242-B

克莱门特捷联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分布式新能源智能管理系统（CW型）

上海长园维安电子线路保护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配电自动化终端（配电终端，馈线终端（FTU））

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2.X MW变桨轴承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安可钢锭模蓄热式烘烤装置

上海安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座椅舒适系统(M001空调、M002通风加热、M003通风、M004加热、M005统合)

上海盟栎汽配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分集水器与耐热用聚乙烯（PERT）管材

正诺（上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多效联合VOCs净化装置

上海蓝科石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6. 智能化电镀废水处理系统

上海瑞勇实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7. FAr氩气提纯冷箱

上海联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帕萨特VW421智能防眩目远光大灯100-20173

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工业用缝纫机智能数控系统AHE5C型

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60. YDJ6F1Y高压低温截止阀

上海瑞控阀门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1. 精密软包装模具空心版辊

上海运安制版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2. 环保型蚀刻工艺的轻量化门槛饰板

上海英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3. M0093电机总成

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64. PD700L特高频局部放电在线监测系统

上海昌鹭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5. 电梯专用油水分离系统

上海睿优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6. SLOWN1000-885/8高效节能型双吸离心泵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7. 蛇形陶瓷网纹辊

上海运城制版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8. 便携式阀门启闭器PVA-P

上海凯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9. SF型固定式修磨机

上海法信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0. 不间断电源（60kVA，80kVA，100kVA，120kVA，160kVA，200kVA，250kVA，

300kVA）

上海阳顿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1. Z1C-II电锤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2. HS-L620Z型组合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上海华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73. 机械手折弯单元(RBC-GPS)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4. NCN型称重贴标机

纽才纳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5. ISC通风柜

上海埃松气流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6. 动力柜XL-21

上海铈科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7. 基于通信网络和无线传感的工程监测云平台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8. 液压爬模爬升控制系统软件v1.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9. 轻量化BIM云平台监视器软件V1.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0. 深层地下隐蔽结构循迹式探测装置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1. 基于BIM的医院建筑智慧运维管理系统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2. 高速传输系统的低钳位半导体保护器件（WE型）

上海长园维安微电子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3. 宽文售后诊断推理平台软件V1.0

上海宽文是风软件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4. 二代测序DNA文库构建试剂盒

翌圣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5. 航空航天用耐高温隔离膜（LRF230B、LRF260R）

上海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6. 用于超高层建筑钢管混凝土浇筑的泵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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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PLUS厌氧反应器

西纯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