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9年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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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个项目通过审

核认定，拟批准为2019年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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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附件：2019年第10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9年第10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FH8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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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卡斯柯iTRANAVI型车载GTW软件V1.0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 卡斯柯CTC模拟仿真系统软件V3.0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诺祺智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件V2.0

上海诺祺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 C0401 LED室内全彩屏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 串口转蜂窝设备（Elfin-EG10、Elfin-EG11、Elfin-EG41、HF2411、HF2111A）

上海汉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7. 串口转WIFI设备（Elfin-EW10、Elfin-EW11、HF2211、HF2221、Wport-W10、Wport-

W20）

上海汉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8. 视九H5引擎软件

上海视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金慧PM Wise一体化平台软件V5.5

上海金慧软件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0. 合印印刷包装智能系统

上海合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1. 天域时捷法院法庭庭审标准化软件

上海天域时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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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无绝缘防雷模拟网络盘(ZPW•ML、ZPW•ML-K)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脉内分析干扰控制板（ZL-AYS-JAM-01型）

上海志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4. 消费贷金融风控智能实时审批系统

上海竞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15. GNSS双通道宽带射频芯片

上海川土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6. IP视频端到端内容一致性监测系统（简称：SecNMS）

上海艾策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MSTP通信传输设备(RXG TR15)

中蔷（上海）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伉达JTY-GD-9001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软件V1.0

上海伉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9. 晶膜残膜自动收集装置

上海爵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基于大数据的梵谋高校传媒运营服务平台

上海梵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米卡芬净钠（原料药）

上海天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2. 曲贝替定（原料药）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3. 水产用微量元素预混料（醒虾健）

上海国龙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4. 无膜高温溶解氧电极AC237450

上海归真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5. 紫外线光疗仪（SQ1DJ、SQ1FK、SQ2CM、SQ2ER）

上海希格玛高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6. 高端车型专用轻量化高性能聚丙烯复合材料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7. 具有优异低温性能的环保性聚碳酸酯合金材料 (PC/ABS)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高速无卤覆铜箔板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9. POE胶膜(P507)

上海海优威应用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皮芯复合高收缩聚酯纤维

上海德福伦化纤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1. 锦纶生态环保色母粒

上海彩艳实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水性环氧涂料

上海正欧实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四氢甲基嘧啶羧酸

上海克琴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4. 高纯氧化铝平板陶瓷膜

上海硅苑膜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5. 气凝胶纳米隔热毯

威赫热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云测试环境技术服务

上海市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机架式系统通信效率提升技术服务

上海市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8. PV/T光伏光热一体板P-G/0.6-T/Si-1.58-BY1

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智能桩基建筑工程服务

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0. 预制直埋蒸汽保温管道

上海科华热力管道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UDC-352A、UDC-351)

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U-MINI208室内环境监测终端

上海蓝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3. 发动机高压燃油管 06L133317J

上海众源燃油分配器制造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港口起重设备智能远程操控系统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AWF全自动无溶剂复合机

上海洲泰轻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额定电压8.7/15kV挤包绝缘A类阻燃耐火电力电缆

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IC卡膜式燃气表（IG1.6S-T、IG2.5S-T、IG4S-T、IWG2.5S-T）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全自动微波样品前处理平台（PREPS）

上海屹尧仪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放电控制器(EDM-64A）

上海东熠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板材成形试验机(EC130、EC200、EC600、EC600L、EC600H、EC1200、EC2000）

上海今邦实业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720型撕胶封纸机

上海冀晟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720型贴胶封纸机

上海冀晟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干冰喷射清洗机（DS-03）

迪史洁（上海）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管件(DN15,DN20,DN25,DN32,DN40,DN50,DN65,DN80,DN100)

维格斯（上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AS-EVAP2232-17众享充电桩

上海联桩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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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扩口法兰管路连接系统332F

弗通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7. 智能阀门定位器（JP-3700）

上海奕览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全电动注塑机集中检控设备HPZS-900

上海宏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支架（5Q1971815B、5Q0971615R、517941395B、3CC863233、19D863377A）

上海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0. 基于运行大数据的建筑设备故障智能分析系统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1. 上投摩根基于用户风险评测的基金e站移动电商系统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2. 宽文车间目视化管理大屏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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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净味全效耐磨型2KPU半光水性木器清漆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4. 陶瓷化防火耐火硅橡胶

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5. 证通反欺诈技术服务

证通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6. 高塔造粒尾气高效净化系统（JYBF-PT-II）

上海境业环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7. 高精度涡轮增压器EOL冷试设备

上海霍塔浩福自动化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8. 光热发电设备用高强度铆钉紧固件（M16×40）

上海奥达科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9. E315方向盘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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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