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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拟立项项目名单 

一、2012 年度科技小巨人企业 

序号 申请类别 企业名称 推荐区县 

1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委 

2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委 

3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合胜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委 

4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委 

5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华太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委 

6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崇明县科委 

7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8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开维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9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长园维安电子线路保护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委 

10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电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委 

11 科技小巨人企业 人民电器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12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爱普生磁性器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13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人造板机器厂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14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天洋热熔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15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博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委 

16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委 

17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东大聚氨酯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委 

18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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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0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电驱动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1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瀚氏模具成型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2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3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英硕聚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4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正帆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5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长丰智能卡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26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27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凯众聚氨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28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名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29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化工研究院 普陀区科委 

30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委 

31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委 

32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荣泰健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委 

33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鹰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34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查尔斯电子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35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三瑞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36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振兴铝业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37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38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花千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39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华拓医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40 科技小巨人企业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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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菲特尔莫古轴瓦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二、2012 年度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序号 申请类别 企业名称 推荐区县 

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委 

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三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委 

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委 

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大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崇明县科委 

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银商资讯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德惠特种风机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宏昌汽配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天阳钢管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1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妍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1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沃姆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委 

1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海悦涂料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委 

1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委 

1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委 

1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1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德斯兰压缩机（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1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瀚艺冷冻机械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1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兴盛密封垫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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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汇纳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委 

2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委 

2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科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委 

2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伊贝纳纺织品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委 

2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福托伟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爱信诺航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辰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2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广为拓浦电源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互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华师京城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寰创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齐耀螺杆机械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山源电子电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神舟汽车设计开发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通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思源清能电气电子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委 

3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互动通天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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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弥亚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坤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浪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鹏越惊虹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4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贝思特门机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波汇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高分子功能材料研究所 浦东新区科委 

5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国茂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海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海优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嘉塘电子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美东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齐耀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5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特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6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翔港印务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6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6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英内电子标签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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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中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委 

6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电机系统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普陀区科委 

6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蓝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委 

6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鳄鱼制漆（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委 

6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林果实业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委 

6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南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委 

6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委 

7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恒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委 

7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凌云瑞升燃烧设备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委 

7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远跃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委 

7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汉升密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7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艾魁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7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7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7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华明高纳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7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7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龙孚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8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朴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8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致远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委 

8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百事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8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建坤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徐汇区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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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利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8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未来伙伴机器人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8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迪爱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8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8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航天动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8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9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泰坦化学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委 

9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9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9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同吉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9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95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瀚唯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96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嘉洁生态型混凝土草坪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97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企源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委 

98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爱数软件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99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德诺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100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合康科技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101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智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102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103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欧忆智能网络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104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闸北区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