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9年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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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个项目通过审

核认定，拟批准为2019年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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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附件：2019年第9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9年第9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低损耗、高充电效率无线充电线圈模组

蓝沛光线（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 卡斯柯FAOTS应用服务器软件V1.0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 轨道交通车辆用架控式电空制动系统

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智能交通补光灯（CXBG-1-MC-LS-FE）

上海菱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 L1050集成电路

上海路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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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捷依车辆GPS管理云平台

上海捷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 威马车载智能 AR 控制系统

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 置维代码安全统一管理平台

上海置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东方怡动融媒体信息采集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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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矩方智能生产排程管理软件[简称： JOINFUN  PPS]V1.0

上海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1. 智能建筑电力监测与消防联动控制平台服务

上海冉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LED投光灯(SB800、SB600、SB350)

上海巍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鸿冠鸿智联智慧服务综合支撑平台软件

上海鸿冠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4. IP可视对讲系统(主机+分机)

上海快鱼电子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VTM蓝牙模块

微传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6. 双模货列尾机车电台DWE1111-1109

通号通信信息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军睿网络安全审计系统V1.0

上海军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军睿资产管理系统V1.0

上海军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9. 流量充值及查询系统

上海聪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星星视频APP（安卓版）V1.0

上海宝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1. 合阔智云HEXCLOUD中台系统应用软件（简称合阔智云HWS  OCR）V1.0.0

上海合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2. 乐车邦魔轮SaaS系统

上海享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3. 建朗无纸化会议终端软件V1.0

上海建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4. 层峰控制台服务器连接平台软件V1.0

上海层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5. 单片无晶振ASK发射SOC

上海闪诺思电子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6. 90度光纤阵列(12V/8V/6V)

上海福聚生实业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7. 荟韵基于人脸识别的门禁智能管理软件

上海荟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SEEK生物炭基肥料

时科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9. 北斗/GNSS自动导航驾驶系统AF302BD-2.5RD

上海联适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中频低损耗无取向硅钢（B20AT1500、B27AV1400、B30AV1500、B30AHVS-1、

B35AV1700、B35AV1800、B35AVED-2、B35AV2000、B35AV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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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高CTI溴系阻燃增强PBT材料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ZHSU抗菌聚丙烯管

上海中塑管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改性超高强力丙纶工业丝

上海金慈实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4. 博复管理平台软件

上海博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5. 智慧园林管控服务系统

上海枫荷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预制装配式路面设计与施工技术服务

上海同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学生积分制激励系统V1.0

上海成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8. 除湿机 WSH36

沃姆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水下设备适配站（次接驳盒）

上海亨通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40. TL900旋流曝气器

上海泰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环保絮凝剂CHC-2900

上海立昌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42. 液压挖掘机SY205C9M3K

上海三一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3. C9l60BB240变速器总成

上海索达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药用铝质气雾罐（Φ35*65、Φ22*58、Φ22*75、Φ35*88）

上海佳田药用包装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在线、离线）火焰清理机（SMS-20）

上海东震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ZWX无负压箱式供水设备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无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GW08A、GW15A、GW22A、GW30A、GW37A、GW45A）

上海格兰克林（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环链液压葫芦（BTHL）

上海布拓传动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传递损失测试台架Sin.TL

拾音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PT50B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51. 汽车动力总成零部件制造智能成套装备

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52. 快接管件（dn16、dn20、dn25）

上海飞斯耐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管道扩张器DN300-400

上海景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片式结构挡圈的液压扳手（PMU-3）

上海舜诺机械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邦邦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XZ-Droid Sport）

上海邦邦机器人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6. PD74i型多功能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仪

上海格鲁布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7. 智能宠物饮水机

小佩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水性漆涂装钢桶（210L/20L）

上海天昊达化工包装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家用真空吸尘器用单相串励铝线电动机（HCX型、HLX型）

上海舟水电器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0. 高强度六角法兰面螺栓

上海强标汽车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1. 美甲磨头（A、B、C、D、E、F、G、H、L）

上海惠而顺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2. 百胜零售通套件软件V1.0

上海百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3. 达龙云电脑安卓版软件V5.0.1.55

上海达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4. 行李箱备胎盖板（26263138、26250339、26214899、39114155、84013042、10116425、

84536991）

上海华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5. 绿化混凝土

上海朗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6. 高效节能生产型预制混凝土构件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7. BC217超薄防水电梯操纵盘

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8. YJW-20000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剪试验机

上海华龙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