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9年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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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个项目通过审

核认定，拟批准为2019年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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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附件：2019年第11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19年第11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新型RISC-V架构32位MCU芯片

上海东软载波微电子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 FH8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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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锐智集数大容量存储设备软件

上海锐智集数电子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JFM29LV641RH型 64兆位抗辐照大容量并行NOR FLASH存储器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 FM33A048(B)大容量智能电表MCU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 无线数据收发器(GV300W、GV85P、GV50、GV50MG、GV75MG）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 美卓VR地铁施工安全体验系统V1.0

上海美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8. BTMeSHIP数字造船智能云平台DES软件

上海博添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申万云证券咨询与领域指标库平台软件V1.0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0. 文景多式联运物流信息平台软件

上海文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11. 超小型宽电压新型铝电解电容器

上海永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化合物成药性参数预测与优化系统

上海云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3. 趣看天下阅读软件（简称“趣看天下”）

趣增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4. 无绝缘信息调谐匹配单元（ZPW•PTX-1700、ZPW•PTX-2000、ZPW•PTX-2300、

ZPW•PTX-2600）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至赢PM集中监控管理软件

上海至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6. 书亚“锦档案”数字档案管理系统V1.0

上海书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红檀实物资产管理系统软件

上海红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8. 太阳能LED草坪灯驱动控制器YX8018B

上海裕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9. 太阳能灯串驱动器（YX861A）

上海裕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0. 智能存储系统V1.0

上海欧力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SL型 道路与户外照明 LED灯

上海芯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2. 微孔聚四氟乙烯绝缘稳相同轴电缆（LK190 (SWFCFK-50-3.6-51)型)

上海立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3. 东方怡动ETGCMS内容管理系统V3.0

上海东方怡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4.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轨道交通运营和维护平台

上海鸣啸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5. 胸外按压反馈指示器PCPR-T2

上海尚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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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腔镜切割吻合器及钉匣组件

盈甲医疗器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7. 复方氢氧化铝片

上海青平药业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水溶性维生素E聚乙二醇琥珀酸酯

上海联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9. 内循环3.0养殖系统

上海能正渔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猫用鱼味诱食剂

上海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1. 核电冷却系统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材

上海中塑管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HilonGuard 2550保温隔热中间漆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汽车用高强韧性及950℃高温渗碳齿轮钢（FUWA8822H1、FUWA8822H2、SCr420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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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高强度射孔枪管（BG115P、BG130P、BG140P、Grade 130、BG125P、BG15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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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P-R双色复合管材

飞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激光蚀刻高阻易撕便携包装膜

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双氟磺酰亚胺锂

上海如鲲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38. 低气味无纺毡（11224-05 1560*2050；20281-03 2050*1680；11277-03 1550*1950；20376-

03 1730*1220；20296-02 1400*1450；1650*1100；1500*400g/㎡；1500*500g/㎡）

上海佳声毡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EPS消失模板材

上海大跃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0. 视频云平台节点资源调度技术服务

上海市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3-6 岁儿童视听注意力综合测评服务

中国福利会信息与研究中心(宋庆龄儿童发展中心、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医学发展中心)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基于人工智能的儿童智能绘本朗读平台服务

上海童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43. 金大师（安卓版）行情策略分析软件[简称：金大师（安卓版）]V3.0.0

上海金大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石油化工设备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基础平台[简称：LCPSP]V1.0

上海众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偏航衬套（DN100*10、TN-L518、TN-110、TN-100、DN80）

上海探能实业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液压雾化降尘系统

浦塔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研磨加工废水处理设备（QYHB-011A）

上海清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8. 污染地下水N-亚硝基二甲胺降解成套设备（GWT-NDMA-10）

上海琸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新风净化机(DX-900-C-HA04-O/I、DX-700-C-HA04-O/I 、DX-500-C-HA04-O/I)

上海亚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GTOP曳引式客梯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电机控制器主控板MCU1622CTRL

上海金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电机控制器驱动板MC1622DRV

上海金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3. BT新一代汽车保安杆件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螺纹板（5N0831445、5Q0804435A、5Q0804436A、5Q0804699、5Q0804700）

上海永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岩棉自动上料系统（YS -2400）

上海中吉机械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6. SK-3Q06氢焰色谱仪

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7. 槽式湿法设备 Ultron B200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FY—B2000电子真空泵

上海方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YY175内燃牵引车

上海亚有港口机械制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0. MVnex-12金属铠装式开关柜

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1. 电伺服焊枪测试站

上海邺格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2. NKM6-12(Z)/T1250-31.5环保型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3. CXG型管端荧光磁粉探伤机

上海射磁探伤机制造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4. FQ-ROBOT-6TS智能机器人采制样系统

上海方酋机器人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5. KYPS型一体化预制泵站

上海凯源泵业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6. 延时控制电路（XA-PD1、XA-PD2）

上海鲲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7. 华泰柏瑞基于多因子模型的量化投资系统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8. 上投摩根可视化管理报表信息系统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69. 上投摩根货币基金实时登记过户系统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0. 电子连接器（JS-1001-XX)

乔讯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1. 劳勤劳动力管理平台软件V1.0

上海劳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2. X7021植物乳酸菌（冻干粉）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3. 大面积混凝土地坪高精度整平技术服务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4. 大型室外屋顶体育场建造关键技术服务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5. 医疗类建筑绿色与智慧建造关键技术服务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6. 可拆卸性明框玻璃幕墙框架系统的设计服务

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7. 新型保温隔热节能窗

上海奥为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8. 钢弹簧浮置板隔振装置

安境迩（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9. 再生混凝土专用减水剂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0. 斜板沉淀深度处理系统

西纯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1. 船用低速机SCR减排装置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2. BCH50电梯侧壁全高操纵盘

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3. GX700自适应载重电梯门机系统

上海贝思特门机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84. 擎朗运输机器人T型

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