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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创新办 常州市工信局 常州市财政局
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常州市创新发展专项资
金（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项目的通知

各辖市(区)工信（经发）局、财政局，常州经开区经发局、财

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常发〔2021〕1 号）文件精神，根据《关于促进创

新发展的若干政策》（常办发〔2021〕1 号）及实施细则，现开

展 2022 年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项目的申报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对象

2021年度使用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场景搭建单位。

二、支持条件

申报单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常州市范围内2021年度首次使用某个或多个新技术

新产品的应用场景。

（2）应用场景使用的新技术新产品必须是常州市范围内企

业的新技术新产品，使用的新技术新产品需在江苏省推广应用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的目录公告有效期内，或是由省级以

上部门最近三年内鉴定的新技术新产品（2019年1月1日-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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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名单见附件4）。

（3）应用场景的搭建单位应为常州市范围内注册的使用该

新技术新产品的独立法人单位，搭建单位与新技术新产品提供

方存在子母公司或其他关联关系的不可申报。

（4）应用场景领域：重点围绕常州城市建设、智改数转、

民生改善等助力常州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的领域。

三、支持标准

对提供示范应用场景的搭建单位择优遴选，给予2021年度

购买使用该新技术新产品开票金额20%以内的支持，每个单位最

高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四、申报事项

1.属地申报。项目申报采取属地化原则，申报单位向项目

所在地工信部门申报，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各地工信部门对

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单位进行初评，向市工信局推荐，并统一报

送纸质材料。

2.线上和线下同时申报

（1）线上申报：申报单位登录常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www.changzhou.gov.cn），点击“创新政策速兑平台”版块，选

择“政策申报”栏目中“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项目，

注册获取用户名和密码，进入项目申报系统填写《常州市新技

术新产品应用场景申请表》（附件1）等内容进行申报，并上传

相关资料。

（2）线下申报：申报单位将纸质申报材料装订成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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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所在地工信部门。各辖市（区）、常州经开区工信部门对属地

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汇总《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汇

总表》（附件3），并统一将项目纸质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工信局。

申报单位纸质申报材料包括：《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

景申请表》（附件 1）、应用场景搭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有效购货合同及发票复印件、有效期内的新技术新产品证明、

承诺书（附件 2）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等。产品购货合同、购货

发票上的产品应与有效期内的新技术新产品一致。

3.受理时限。项目线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30日，逾

期不予受理。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纸质材料上报截止时间

为2022年2月10日。

4.实施方式。申报项目受理后，市工信局会同相关部门，

经形式审查、专家评审、会商审议等程序，必要时可委托第三

方机构评估，竞争性择优确定支持名单，通过常州市人民政府

网站（www.changzhou.gov.cn）公示。有异议的，由市工信局

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组织进行核实，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或委托

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核实。

五、监督管理

对于弄虚作假或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一

律取消补贴资格，收回补贴资金，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六、联系方式

溧阳市工信局：87286027

金坛区工信局：8282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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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工信局：86310650

新北区经发局：85586283

天宁区工信局：69660585

钟楼区工信局：88890712

常州经开区经发局：89863307

速兑平台技术支持 : 肖逵 85588140

QQ 群：666424524

附件：1.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申请表

2.承诺书

3.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汇总表

4.三年内省级以上单位鉴定的新技术新产品名单

（表一）及列入省重点推广应用目录（有效期内）的新技术新

产品名单（表二）

常州市创新委员会办公室

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常州市财政局

202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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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申请表

（ 2022 年度）

应用场景搭建单位盖章： 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单位盖章：

应用场景搭

建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手机

号码

组织机构

代码
所在地区 市 （区）

应用场景简

介、创新点、

及经济社会

效益（1000

字以内）

购买新技术

新产品情况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新技术新产品名称

目录证书编号（或省级

以上鉴定部门和证书

编号）

产品单价

（万元）
购货数量

购货总额

（万元）

新技术新产品金额总计（万元）

推荐单位

辖市、区工信（经发）局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辖市、区财政局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申请表》由应用场景搭建单位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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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用承诺书

我单位已知晓《江苏省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

《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并了解申报新技术

新产品应用场景相关程序及要求，郑重承诺如下：

1. 我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 向常州市工信局提供的各类资料，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政策要求，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和虚假成分。

3. 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

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的，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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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常州市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汇总表

（ 2022 年度）

辖市、区工信（经发）局： （盖章）

序号 地区 应用场景搭建单位名称 新技术新产品名称

目录证书编号（或省级

以上鉴定部门和证书

编号）

产品单价

（万元）
购货数量

购货总额

（万元）
备注

1

2

3

4

5

总计

填表说明：1. 此表由辖市、区工信（经发）局汇总填写。

2. 购买同一企业的不同新技术新产品须分开申报，对应表格中的一个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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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三年内省级以上单位鉴定的新技术新产品名单（表一）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新技术新产品名称 鉴定号

1 武进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轨道交通器材有限公

司
高速铁路简统化接触网装备 苏工信鉴字〔2018〕1240号

2 武进 三鑫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超超临界汽轮机组关键部件再热调门阀壳 苏工信鉴字〔2019〕58号

3 武进 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桁架机器人 苏经信鉴字〔2019〕173号

4 武进 常州市德速机械有限公司 圆盘链式刀库 苏经信鉴字〔2019〕187号

5 经开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手推式接触网静态参数智能检测仪 苏工信鉴字[2019]363号

6 经开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化铁道用铜合金接触线（160km/h 及以下，

250km/h，350km/h）
苏工信鉴字[2019]364号

7 经开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化铁道用铜合金绞线（160km/h 及以下，250km/h，

350km/h）
苏工信鉴字[2019]365号

8 天宁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75W-VACi32 型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苏工信鉴字［2019］417 号

9 天宁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ET1-12D/T1250-40 移开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苏工信鉴字［2019］418 号

10 天宁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E-VAC-12/T2000-40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苏工信鉴字［2019］4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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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宁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Power Xpert DX 3000A 低压开关柜 苏工信鉴字［2019］416 号

12 天宁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Power Xpert UX17/2500-31.5 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苏工信鉴字［2019］419 号

13 天宁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XIRIA Plus-T-12/1250-25 型固体绝缘断路器柜 苏工信鉴字［2019］420 号

14 武进 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 锂电池正极材料全自动生产线 苏工信鉴字〔2019〕452号

15 武进 江苏道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DJ-S-2000 粉体氮气闭环智能输送系统 苏工信鉴字【2019】454号

16 新北 江苏南大紫金科技有限公司 NDZ3500 型 PVC 管材智能制造系统 苏工信鉴字【2019】453号

17 金坛 江苏金坛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转子内嵌式电动汽车高效永磁同步电机

（TZ180X15K/TZ180XS18K）
苏工信鉴字【2019】489号

18 常州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V90N130DT 轴向柱塞两联变量泵 苏工信鉴字【2019】507号

19 常州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HVME270 正流量整体式液压多路控制阀 苏工信鉴字【2019】508号

20 溧阳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40000KN 新型热模锻压力机 苏工信鉴字【2019】577号

21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CHL5160ZZZD5 自装卸式垃圾车 苏工信鉴字［2019］529号

22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CPD25 蓄电池平衡重式叉车 苏工信鉴字［2019］530号

23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630A 挖掘装载机 苏工信鉴字［2019］531号



- 10 -

24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GE380H 履带式液压挖掘机 苏工信鉴字［2019］532 号

25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B1 级阻燃交联聚乙烯绝缘聚烯烃护套电力电缆 苏工信鉴字[2019] 701号

26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核电站环吊用扁电缆 苏工信鉴字[2019] 702号

27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型低压电源线 苏工信鉴字[2019] 703号

28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掘进盾构设备用无卤中压电力电缆 苏工信鉴字[2019] 704号

29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移动工况用飞机廊桥电缆 苏工信鉴字[2019] 705号

20 新北 良正阀门有限公司 高性能免维护全焊接高压球阀 苏工信鉴字[2019]706号

31 新北 江苏国建力劲重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供电式电动挖掘机 苏工信鉴字[2019]1182号

32 新北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系统（AVAS) 苏工信鉴字[2019]909号

33 新北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耐候增强现实超触觉反馈传感器 苏工信鉴字[2019]910号

34 新北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云计算的复杂噪声源智能降噪系统 苏工信鉴字[2019]911号

35 新北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免焊接技术 苏工信鉴字[2019]912号

36 新北 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350km/h 动车组主断路器 苏工信鉴字[2019]1220号

37 新北 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350km/h 动车组牵引变压器 苏工信鉴字[2019]1221号



- 11 -

38 新北 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高铁线路 AT 供电节能型箱式变电站 苏工信鉴字[2019]1222号

39 新北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 高性能玻纤/碳纤三维预成型体 苏工信鉴字[2019]1288号

40 武进 江苏新瑞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QJ02-02-016 第四轴力矩电机高速转台 苏工信鉴字[2019]1291号

41 金坛 江苏厚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强度 7 微米厚纳米微孔隔膜 苏工信鉴字〔2019〕1307号

42 钟楼 江苏尼高科技有限公司 NIC 无机保温板 苏工信鉴字〔2020〕63号

43 新北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品质可溯源肝素钠 苏工信鉴字〔2020〕62号

44 新北 江苏凯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大尺寸半固态流变成型铝合金车轮 苏工信鉴字〔2020〕61号

45 武进 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 H 系列拖拉机 苏工信鉴字〔2020〕113号

46 武进 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稻麦复式联合收割机 CF806 苏工信鉴字〔2020〕114号

47 经开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低地板轻轨齿轮传动系统 苏工信鉴字〔2020〕235号

48 经开 常州市瑞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蓄电池公铁两用牵引车 苏工信鉴字〔2020〕236号

49 武进 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 锂电池负极材料智能化生产线 苏工信鉴字〔2020〕71号

50 武进 江苏新成碳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导热强耐腐聚合物复合材料及管材 苏工信鉴字〔2020〕242号

51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特种充电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4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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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 1.8/3kV 及以下乙丙绝缘大功率风力发电机

用 105℃耐扭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426]号

53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 0.6/1kV 实心铝导体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427]号

54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B1 级阻燃系列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428]号

55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60 年寿命 K3 类热塑性护套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429]号

56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邮轮用低压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430]号

57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 0.6/1kV 交联聚烯烃薄壁绝缘 TUV 认证光伏

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431]号

58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大容量舰船用中压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432]号

59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 35kV 中压电缆用乙丙绝缘料 苏工信鉴字2020 [ 433]号

60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环保型）90℃高光洁高速挤出阻燃 PVC 护套料 苏工信鉴字2020 [ 434]号

61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35kV及以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绝缘用

过氧化物交联型可剥离半导电屏蔽料
苏工信鉴字2020 [ 435]号

62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90℃高阻燃抗开裂型热塑性无卤低烟聚烯烃弹性体护

套料（C类）
苏工信鉴字2020 [ 436]号

63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105℃耐湿型辐照交联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弹性体绝

缘料
苏工信鉴字2020 [ 4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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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耐油型高阻燃高强度矿用电缆用橡皮护套材料 苏工信鉴字2020 [ 438]号

65 常州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GE2391 超宽（540〃）智能单针床经编机 苏工信鉴字2020 [ 510]号

66 常州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GE2887 三毛丝数字化提花双针床经编机 苏工信鉴字2020 [ 511]号

67 常州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GE2268 数字化四梳天然纤维特里科经编机 苏工信鉴字2020 [ 512]号

68 常州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GE2596 提绣花双针床智能经编机 苏工信鉴字2020 [ 513]号

69 金坛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6Ah 高能量密度电芯 苏工信鉴字2020 [ 585]号

70 新北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堆外核测设备用核级同轴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1008] 号

71 新北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专用电缆（电话电缆和同轴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0 [ 1009] 号

72 新北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E 级仪控柜内薄绝缘小弯曲半径线缆研制 苏工信鉴字2020 [ 1010] 号

73 新北 常州市赛嘉机械有限公司 SGE2285 型 智能控制超大隔距三维立体双针床经编机 苏工信鉴字〔2020〕1270号

74 新北 常州市新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纤维织物复杂异型结构件快速拉挤成型技术及

成套装备
苏工信鉴字〔2020〕1263号

75 新北 常州市新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可缩幅宽铺纬碳纤维多轴向经编机 苏工信鉴字〔2020〕1262号

76 溧阳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6000kN 四电机伺服驱动冷温锻压力机 苏工信鉴字〔2020〕12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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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经开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基于永磁技术的混合动力调车机车核心技术 苏工信鉴字〔2020〕1011号

78 新北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 高性能玻璃纤维连续增强预成型复合材料 苏工信鉴字〔2021〕68号

79 武进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芯片微组装用高精度高效激光微焊设备（LB100） 苏工信鉴字〔2021〕70号

80 新北 常州天晟紫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TSZ600 型高精度智能有机硅胶后处理包装线 苏工信鉴字〔2021〕71号

81 新北 常州优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MW-14MA 平台化半直驱海上风力发电机轻质机壳 苏工信鉴字〔2021〕72号

82 经开 坤泰车辆系统（常州）有限公司 电驱动一体化总成 苏工信鉴字〔2021〕78号

83 武进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V90N212DP 轴向柱塞并联变量泵泵 苏工信鉴字〔2021〕79号

84 武进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HVME400 正负流量整体式液压多路控制阀 苏工信鉴字〔2021〕80号

85 经开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工程用 E690 钢焊接材料 苏工信鉴字〔2021〕81号

86 新北 江苏维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超精密半导体自动光学检测系统 苏工信鉴字〔2021〕82号

87 新北 良正阀门有限公司 新型高性能无泄漏全焊接闸阀 苏工信鉴字〔2021〕145号

88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955Ev 电动轮式装载机 苏工信鉴字〔2021〕166号

89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323Ev 电动液压挖掘机 苏工信鉴字〔2021〕167号

90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966 轮式装载机 苏工信鉴字〔2021〕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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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LINHAI950 小型多功能轮式装载机 苏工信鉴字〔2021〕169号

92 经开 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高耐热高强度超薄纳米复合隔膜 苏工信鉴字〔2021〕184号

93 钟楼 江苏尼高科技有限公司 楼板保温隔声地坪系统 苏工信鉴字〔2021〕301号

94 武进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线缆用聚酰亚胺/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薄膜 苏工信鉴字〔2021〕329号

95 经开 江苏瑞一量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RYLZ1.3×17m 量子热解窑 苏工信鉴字〔2021〕330号

96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乙丙绝缘港口连接器用柔性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1〕667号

97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核电站用非 1E 级防水型中压电力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1〕668号

98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车辆用额定电压 30KV乙丙绝缘低烟无卤阻燃

电力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1〕669号

99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 750V 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1〕670号

100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地下采煤工程用卷绕-拖曳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1〕671号

101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IEC 62930 标准太阳能光伏电缆 苏工信鉴字〔2021〕672号

102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防紫外线 90C°辐照交联机车电缆用无卤低烟阻燃聚

烯烃绝缘材料(EN50264）
苏工信鉴字〔2021〕673号

103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90C°高阻燃抗开裂型热塑性无卤低烟聚烯烃弹性体

护套料（B1 级）
苏工信鉴字〔2021〕6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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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105C°耐湿型辐照交联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弹性体绝

缘料（B1 级）
苏工信鉴字〔2021〕675号

105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防紫外线 90C°中密度聚乙烯护套料 苏工信鉴字〔2021〕676号

106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型德标 105C°低压汽车线用 PVC 绝缘料 苏工信鉴字〔2021〕677号

107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型低 VOC 通用橡胶乙丙绝缘料 苏工信鉴字〔2021〕678号

108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90C°耐低温耐油阻燃风能电缆用护套料 苏工信鉴字〔2021〕679号

109 武进 常州集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椎间融合器系统 苏工信鉴字〔2021〕365号

110 武进 常州联德电子有限公司 车用智能型氮氧传感器 苏工信鉴字〔2021〕665号

111 武进 常州联德电子有限公司 智能耐高温氧氮湿一体传感器 苏工信鉴字〔2021〕666号

112 武进 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材料智能化生产线 苏工信鉴字〔2021〕970号

113 武进 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XITC2311-S 型 SATA3.0 固态存储控制器芯片 苏工信鉴字〔2021〕664号

114 武进 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XITC2311-S 型 SATA3.1 固态存储控制器芯片 苏工信鉴字〔2021〕665号

115 溧阳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 CZPW500 卧式真空喷涂机 苏工信鉴字〔2021〕1212号

116 溧阳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 SPHS1252X2 双螺杆膨化机 苏工信鉴字〔2021〕12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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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溧阳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 SZLH858A 环模制粒机 苏工信鉴字〔2021〕1214号

列入省重点推广应用目录（有效期内）的新技术新产品名单（表二）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新技术新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1 武进 三鑫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超超临界汽轮机组关键部件再热调门阀壳 No.201901077

2 武进 旷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抗静电/夜光双功能有色差别化纤维 No.201901117

3 武进 永旭晟机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YXS-A 型自动穿经机 No.201901164

4 天宁 常州众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碳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复合织物 No.201902055

5 武进 江苏君华特种工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连续碳纤维增强 PEEK 复合材料层压板(含 60%碳纤维) No.201902056

6 武进 江苏君华特种工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PEEK5600G 连续挤出型材（棒材、板材、管材、片材） No.201902057

7 新北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树脂类废物高值化再生制备的环保型脂塑型材 No.201902097

8 武进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HVME270 正流量整体式液压多路控制阀 No.201902143

9 武进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V90NT130DT 轴向柱塞两联变量泵 No.2019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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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宁 江苏宇通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GFL 型防熔融离心喷雾干燥装置 No.201902178

11 经开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QS JCC-120 型网轨检测车 No.201902179

12 经开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D.SMART 手推式接触网静态参数智能检测仪 No.201902180

13 武进 江苏嘉轩智能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磁直驱电动滚筒技术（STYB/FTYB/TYB) No.201903008

14 武进 常州铭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S600 全自动柜式点胶机器人 No.201903009

15 武进 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拖拉机 CFH2004CFH2004L No.201903010

16 武进 常州市德速机械有限公司 圆盘链式刀库 No.201903032

17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GE380H 履带式液压挖掘机 No.201903041

18 金坛 江苏金坛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转子内嵌式电动汽车高效永磁同步电机 No.201903100

19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CHL5160ZZZD5 自装卸式垃圾车 No.201903103

20 新北 江苏厚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强度纳米微孔隔膜 HG0740 No.202001045

21 新北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 高性能玻纤/碳纤三维预成型体 No.202001046

22 武进 常州优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TS-CM750 纳米孔绝热毡 No.202001047

23 钟楼 江苏龙冶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纳米技术焦炉上升管换热器余热回收装置 No.20200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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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开 光大环保技术装备（常州）有限公司 飞灰等离子熔融深度处理资源化成套装备 No.202001082

25 武进 江苏绿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轻集料再生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No.202001083

26 武进 常州皓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皓鸣科技远程计量系统软件 V1.0 No.202001127

27 新北 良正阀门有限公司 高性能免维护全焊接高压球阀 No.202001145

28 经开区 常州市瑞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UT-M18 双轨式钢轨超声波探伤仪 No.202001146

29 武进 常州常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花生捡拾收获机 CF326（4HZJ-2600） No.202001194

30 武进 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联合收割机 CF806（4LZ-8、4YZ-5D） No.202001195

31 武进 常州常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玉米收获机 CF904C（4YZB-4H） No.202001196

32 武进 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 锂电池负极材料智能化生产线 No.202002028

33 武进 常州恒创热管理有限公司 5G 基站相变散热器（TX-186） No.202002029

34 新北 江苏国建力劲重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供电式电动挖掘机 No.202002078

35 经开 常州欣盛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源极驱动芯片（COF source drive IC）/AM188 No.202002120

36 武进 普罗斯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植物照明高 PAR 维持率型高压钠灯 No.202002130

37 新北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耐候增强现实超触觉反馈传感器（BHS1324-11-08H6.5 LF） No.2020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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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北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云计算的复杂噪声源智能降噪系统（BN-1-ANC） No.202002146

39 武进 柳工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LD17D/LD17DL 履带式推土机 No.202003061

40 武进 普罗斯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LED 高光效大功率投光灯 No.202003103

41 新北 常州市赛嘉机械有限公司 SGE2285 型智能控制超大隔距三维立体双针床经编机 No.202101001

42 新北 常州优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MW-14MW 平台化半直驱海上风力发电机轻质机壳 No.202101033

43 新北 常州天晟紫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TSZ600 型高精度智能有机硅胶后处理包装线 No.202101034

44 新北 江苏博之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车载网络 FAKRA 射频线束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No.202101035

45 武进 常州液压成套设备 厂有限公司 进水口快速闸门液压启闭机 No.202101036

46 武进 常州路航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弓网及轨道检测系统装置 No.202101037

47 武进 江苏中科云控智能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柔性智能去毛刺装备 No.202101038

48 天宁 创志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湿法混合制粒机 No.202101039

49 钟楼 宝钢轧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等级冷轧板材专用锻钢轧辊 No.202101040

50 钟楼 常州电梯厂有限公司 TKJ 节能型乘客电梯 No.202101041

51 经开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时速 160 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用齿轮传动系统 No.2021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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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北 常州市武进双湖粮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NZJ15/15Ⅲ型成套碾米组合设备 No.202101043

53 新北 良正阀门有限公司 新型高性能无泄漏全焊接闸阀 No.202101120

54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323Ev 电动挖掘机 No.202101121

55 新北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955Ev 电动轮式装载机 No.202101122

56 武进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V90N212DP 轴向柱塞并联变量泵 No.202101123

57 武进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HVME400 正负流量整体式液压多路控制阀 No.202101124

58 经开 常州市瑞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YZH-120Q 移动式钢轨感应正火作业车 No.202101125

59 新北 江苏维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超精密半导体自动光学检测系统 No.202101224

60 钟楼 江苏波速传感器有限公司 高频超声波传感器 No.202101225

61 武进 江苏绿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骨料水工连锁护坡砖 No.202101244

62 经开 常州合力电器有限公司 多功能草地松土机 GE-SC35LI/1 No.202101245

63 经开 常州合力电器有限公司 无刷锂电割草机 GE-CM36/36U No.202101246

64 经开 坤泰车辆系统（常州）有限公司 EDS220 电驱动系统 No.202101283

65 经开 坤泰车辆系统（常州）有限公司 KTH230 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 No.202101284



- 22 -

66 新北 江苏瑞弗橡塑材料有限公司 全可回收预制型塑胶卷材（RMC） No.202101299

67 新北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 高性能玻璃纤维连续增强预成型复合材料 No.202101300

68 新北 常州众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城市地下管廊非开挖修复用方格布复合毡 No.202101301

69 新北 鹰利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K 超高清内窥镜摄像系统 No.202101330

70 天宁 江苏邦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邦邦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 No.202101331

71 天宁 常州市场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 No.202101350

72 钟楼 常州明景物联传感有限公司 输电线路视频在线监测系统 No.202101351

73 新北 常州八益股份电缆有限公司 堆外核测设备用同轴电缆 No.202101363

74 新北 常州捷佳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HIT 制绒清洗设备 No.202101364

75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邮轮用低压电缆 No.202101365

76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特种充电电缆 No.202101366

77 溧阳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6000kN 四电机伺服驱动冷温锻压力机 No.202101367

78 武进 江苏中盈高科智能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盈高科智慧水务一体化综合管理软件 V3.0 No.202101214

79 溧阳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线缆用聚酰亚胺/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薄膜 No.2021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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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经开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QS ZQJ-12 型桥梁检查车 No.202102087

81 经开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动车组齿轮传动系统 No.202102088

82 新北 常州中车铁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车钩缓冲装置 No.202102089

83 溧阳 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AHML500 快速混合机 No.202102147

84 武进 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电控分体式精量施肥机（2FC-6DF) No.202102148

85 钟楼 江苏波速传感器有限公司 定向声学传感器及传播系统 No.202102181

86 武进 江苏瑞一量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RYLZ1.3×17m 型量子热解窑 No.202102200

87 钟楼 江苏尼高科技有限公司 石膏自流平 No.202102201

88 新北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废有机树脂再生园林景观用脂塑型材 No.202102202

89 金坛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6Ah 高能量密度电芯 No.202102246

90 经开 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超高耐热高强度纳米复合锂离子电池隔膜 No.202102247

91 新北 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低速提示音系统（AVAS)(BES-YT1006A-02-2431004) No.202102248

92 新北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行驶系统用高可靠性轮毂轴承单元 No.202102249

93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IEC 62930 标准太阳能光伏电缆 No.20210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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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溧阳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核电站用非 1E 级防水型中压电力电缆 No.202102263

95 新北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天地自动化智能化矿山基础信息平台核心软件 V1.0 No.202102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