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9年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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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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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附件：2019年第8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9年第8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自控制保险丝(WP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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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总配线架用SMD双路陶瓷热敏电阻器（S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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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线电视系统模拟光纤放大器MOA2100

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思寒科技智慧环卫管理软件V1.0

上海思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 高性能标准2U机架服务器

英业达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 道拓药云020零售药房系统软件

上海道拓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 银欣电梯目的楼层派遣与通讯转发器嵌入式软件V3.0

上海银欣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 i人事软件V2.0

上海利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闸门控制系统软件V1.0

上海淼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0. 鼎乾产业园区运营管理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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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小沃推必达软件

小沃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并擎摄像头固件检测系统

上海并擎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3. 输电线路在线监测系统

上海久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4. 爱景空压站实时远程智能监控系统

爱景节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安帮客安装服务平台

上海帘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6. 信息安全运行管理系统

上海嘉韦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17. 靖戈股票日内换仓服务软件

上海靖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8. 液晶电子白板（65BDL3001T、BDL6530QT、GM65S4、55BDL3001T、BDL5530QT、

GM55S4）

上海仙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9. 智能双屏广告机（有计算机功能）

上海仙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0. 库润投吧网在线调查管理平台软件

上海库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智能灯检机IVS

东富龙包装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2. 自动包装系统 APS

东富龙包装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3. 金属空心螺钉（HAK，HBK，HPK）

上海康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4. J/RYF型耐高温射流管电液伺服阀

上海衡拓液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25. KNT水性汽车面漆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6. 内层持久耐腐蚀高冲深型铝塑膜(B113/P113)

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7. 环保优质型铝合金切削液Q-10

上海壹萨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舒米乐抗菌面料

上海庶吉仕纺织材料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9. 亲水性防粘膜（F901）

上海优珀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已上市医疗健康产品（药物、器械）研发服务

上海明品医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1. JB-01标识展示道具

上海金标实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JSC轻型装配式外墙板

上海君道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变压器保护装置（UDT-531）

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4. 线路保护装置（UDC-311、UDL-531）

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5. 合并单元智能终端（UDM-502）

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E100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烟气排放系统E100-N-R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37. E100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燃烧室ENN100.30.950A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38. iCUBE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上海泓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含磷固体废弃物库综合处置服务

上海胜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0. 超高性能混凝土（P180，P150）

上海复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FFC型空调回风净化器

爱优特空气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Lyocell喷丝板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化纤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43. 螺杆式节能压缩机（SVC-132AII/5.5、SVC-160AII/5.5、SV-250AII/5.5、SVC-90AII/5.5、

SVC-75AII/7.5 ）

萨震压缩机（上海）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GC-9560-GAS高纯气体分析仪

上海华爱色谱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BE21平台项目焊装门盖包（通用部分）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MD-S型无线数字压力表

上海铭控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SMP131型压力变送器

上海立格仪表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涡轮增压器耐热衬套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焊装线控制系统

上海成途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无线远传膜式燃气表（IG1.6S-GJT、IG2.5S-GJT、IG4S-GJT）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接地故障综合保护装置（HLD-XHCT-10/1000)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拖拉机负载换向及高低档变速箱控制系统(HZ-TREC-LA-0A.1904)

上海合卓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电动液压扳手泵（PE8042A）

上海舜诺机械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交流充电桩（XDJ32-E-32A/220V）

上海循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新能源电池包12角内外梅花齿转接头

上海顺翼紧固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6. 微跳动汽车发动机光滑活塞销

上海贝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57. SG-180预制袋加吸嘴水平包装机

上海欧朔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卷筒电缆TROFLEX/KC/DHVTPU

拓柔电缆（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锐道云规则引擎软件【简称：URULE PRO】V2.0

上海锐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0. 迅饶Web组态边缘云网关软件V1.0

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1. 华安基金投资研究全过程管理系统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2. 华安基金NLP及AI客服系统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3. 华安基金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及数据实验室系统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4. 工程项目施工过程状态信息管理平台系统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5. 挚想怪兽充电系统管理软件

上海挚想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6. 钻石泥耐火矿物隔氧料

上海腾瑞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7. 逆作法一柱一桩双联置换式全过程测垂技术服务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8. 预制高精度清水混凝土箱梁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9. RTTZ新型云母带矿物绝缘波纹铜护套防火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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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37驾驶员安全气囊模块

上海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