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面向5G的GaN器件专用驱动芯片和高功率密度电源
模块的研发

无锡硅动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5G终端超高频多样性射频接收前端模组芯片研发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
服务普惠金融的大数据智能风控平台技术研发项
目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 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膜电极关键技术研发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基于有源相控阵天线的低慢小目标（无人机）探
测雷达研发

无锡市雷华科技有限公司

6
基于AESA雷达应用的SPAR片式平面共性阵技术的
研究

无锡华测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7 绿色船舶激光清洗装备关键技术研发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
所

8
集成化低能耗撬装式浸没燃烧气化器的研发及运
用

无锡特莱姆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9
满足国VI排放标准的高压共轨喷油嘴关键技术的
研发

无锡威孚马山油泵油嘴有限公司

10 5G高频线缆用阻燃阻湿热熔型屏蔽材料 江苏科麦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
柔性机器人用高精密小微谐波减速器核心技术的
研发

无锡市恒翼通机械有限公司

12 恒压差冲洗的光热发电机械密封辅助系统的研发 无锡博伊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非道路农用机械国四尾气后处理技术研发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食品冷链包装膜专用电子加速器的技术研发 无锡爱邦辐射技术有限公司

15 倒置式数控内圆复合磨床的研发 无锡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16
高比特性石墨烯复合材料基锂离子电池的研制与
开发

江苏超电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 基于多层外延技术的高性能超结器件的研发 无锡紫光微电子有限公司

18 高保形易护理羊毛牛仔高端面料研发 无锡协新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9
基于高性能生物载体的生物多效能反应器技术研
发

无锡海拓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0
基于AI物联网技术结合的电梯交互及调度系统的
研发

无锡英威腾电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21
基于增强现实和语义控制的医疗康复远程指导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2 面向互联网模式的新一代办公软件的研发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3 基于自主芯片的数码电子雷管与起爆系统研发 无锡盛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4
高精高效激光开卷落料智能化成套装备与工艺关
键技术研发

无锡庆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5
基于激光增材熔覆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研
究

无锡朗贤轻量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
汽车自动变速器高性能复合传动新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

无锡林泰克斯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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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用细胞工厂代替转瓶生产出血热疫苗 罗益（无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8
柔性直流输电工程用直流支撑电容器关键技术研
究

无锡市电力滤波有限公司

29
茶树多酚氧化酶(PPO)基因分子进化研究及适制红
茶新品种（系）选育

无锡市茶叶品种研究所有限公司

30
基于阴离子多糖的米面食品微波绿色加工技术开
发

无锡华顺民生食品有限公司

31 植物病毒纳米农药研制与应用 江南大学

32
固定化持续释菌型安全高效乳酸菌制剂的研制及
其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江苏省苏微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33 海东市设施蔬菜机械化种植技术创新与集成 无锡悦田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4
基于动物生命体征传感器技术的智能养殖与疫病
预警的畜牧物联网系统研究与示范应用

无锡市富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5
淡水石首鱼苗种早繁与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
心

36
蔬菜病虫害智能预警高效绿色防控植保无人机的
研发

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37 智慧果园智能化种植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无锡恺易物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 猪病多重病原体核酸检测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无锡科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39 营养强化型设施芦笋新品种选育与示范 无锡迪茉得生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40 清爽型黄酒废弃物红曲发酵高值化应用技术研究 无锡市振太酒业有限公司

41 燕麦半固态生物发酵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 无锡赞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2 国内外先进城市创新政策比较及无锡对策措施 江南大学

43 无锡“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绩效评价 江南大学

44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案例研究 江南大学

45 无锡自主创新能力及提升路径研究 江南大学

46
政产学研四螺旋互动打造高端产业人才硬核“生
态圈”路径研究——以锡台学院创新合作为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47 无锡集成电路产业集成超越对策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48
数据要素驱动下的无锡旅游服务网络高质量发展
研究——基于旅游“流”数据的分析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9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无锡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路
径研究

中国共产党无锡市委员会党校

50
地方科研院所内部科研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江苏
省原子医学研究所为例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51 新形势下非标自动化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52
医药改革背景下的无锡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问题研究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53
集聚创新资源推动无锡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策
研究

江苏省半导体行业协会

54 创新型企业成长路径及无锡对策措施 无锡市智能工业产业协会

55 产教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案例研究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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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无锡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布局及运行机制研究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7 无锡数字新经济发展方向及路径研究 无锡高新区科技发展服务中心

58
创新型企业培育背景下专利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探究及路径优化——基于比较法视域下的发展对
比

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

59 无锡市科技贡献率的测算研究 无锡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60
关于建设科技招商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的研究 ——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无锡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61 高性能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 海速芯（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62 5G通信高频高速PCB基材的开发 江苏富仕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3 AR虚拟试装系统 无锡英领之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4 MEMS可编程结构光投射模块的研究 无锡微视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65 RSU车路协同智能路侧监测系统 无锡漫途科技有限公司

66 船舶新能源混合动力系统 无锡挪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高性能低烧结温度中低介微波介质陶瓷 无锡鑫圣慧龙纳米陶瓷技术有限公司

68 基于FPC柔性线路板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温度、电压采集一体化模组无锡中汇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9 基于微波技术绿色高效制备石墨烯结构二维纳米材料及其在润滑油中的应用无锡烯创科技有限公司

70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电控系统综合性能试验台 江苏伟博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71 基于大数据上云技术的工业安全信息化平台的研发中汇宏飞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72 基于视频识别与融合分析的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开发无锡京梁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73 一体式高效节能型燃烧器的研发 无锡市万方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74 单晶圆湿法清洗设备制造技术及设备研发 无锡亚电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75 低功耗高精度降压型非隔离恒压恒流控制芯片研发无锡格兰德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6 低功耗压电MEMS唤醒芯片的研发及产业化 华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77 基于FMCW雷达在车路协同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数智元科技有限公司

78 基于高精度地图的智能网联综合管理平台 江苏晶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9 基于机器视觉的钢板打磨系统的研发 高铭科维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80 基于机器视觉检测的RHCIMS电梯云智能管理系统的研发江苏瑞奇海力科技有限公司

81 基于人工智能的医院SPD信息化系统 无锡医迈德科技有限公司

82 基于柔性生产的智能仓储物流系统的研发 无锡比益特科技有限公司

83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无人验布机的研发 无锡精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84 面向半导体制造过程的晶圆流转智能管理系统 无锡芯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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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面向应急产业的单兵系统的研发 江苏中科智睿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86 相控阵雷达小型模块化光端机的研发 尚宁光电无锡有限公司

87 低空域“低慢小”侦测管控系统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中交遥感天域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88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药物肝脏安全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无锡慧方科技有限公司

89 基于“互联网+”的驾驶培训机器人教练系统 无锡合壮智慧交通有限公司

90 集垂直昆虫雷达、扫描昆虫雷达和气象雷达为一体的三模式昆虫探测雷达无锡立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1 尚博智能印章机的研发 江苏尚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2 五位一体危化企业重大危险监测防控平台的研发 江苏中安联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3 用于油田稠油蒸汽吞吐注采的一体化设备的研发 无锡世联丰禾石化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94 基于BIM的智慧项目全周期管理协同平台 江苏清科锐华软件有限公司

95 高性能即插即用型微电网储能系统 江苏多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6 基于国产服务器平台的安全固件项目 江苏域固威芯科技有限公司

97 基于多智能体的区域交通控制系统的研发 无锡市明大交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98 基于深度学习的片状偏光片在线瑕疵检测的研发 无锡动视宫原科技有限公司

99 新一代棉纺智能数控环锭细纱机车头关键技术研发江苏格罗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面向无人驾驶和工业物联网的智能传感器 智驰华芯（无锡）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101 超硬刀具的超快激光加工装备关键技术研究 无锡超通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2 高效节能小型化多效蒸发回收装置的研发及产业化无锡新弘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03 数控往复走丝型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江苏南航来创科技有限公司

104 农产品中杀菌剂的快速检测方法及加工过程中转化规律研究无锡迪腾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5 用于制备钐铁氮磁性材料的动态渗氮炉 江苏凤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06
面向大型客机平台的飞行环境监视系统配套部件
适航联合研制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子技术
研究所

107
智能化复合坡口在线高精度铣边机组的联合开发
合作

江苏双友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类太阳光谱动态照明系统的研发 江苏新广联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09 中日韩（无锡）生命健康产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无锡金港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0 中以（无锡）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无锡生恩豪鼎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11
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的粮仓监测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

中科怡海高新技术发展江苏股份公司

112
一种用于治疗玫瑰痤疮的创新凝胶剂产品的研发
及产业化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113 航空发动机航改陆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无锡友鹏航空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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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中国标准动车组变压器用特种绕组线的研发及产
业化

无锡统力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15
高分散大孔容孔径窄分布水合二氧化硅的研发及
产业化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16
面向多场景超大容量储能变流器系统的研发及产
业化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17
半导体行业电子超纯水制备工艺与成套装备的研
发及产业化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118
基于视觉感知和人工智能技术高端洗衣机研发及
产业化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119
车桥联动状态协同监控与桥梁突发事故风险全息
评估系统研发及其示范应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无锡研究院

120 城市燃气管网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科技示范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121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桥梁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无锡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2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无锡地区道路交通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与示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123 节能环保型高性能防腐涂料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 无锡华东锌盾科技有限公司

124 智慧社区大数据应用管理平台的研发及示范应用 无锡神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5 基于NB-IoT的智能火灾报警系统研发及应用示范 无锡蓝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6
无锡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水质提升技术集成示
范

江南大学

127
公共建筑能源与机电设施智能管控技术应用研究
与示范

无锡锐泰节能系统科学有限公司

128
基于人工智能的藻类分析仪和藻类大数据平台示
范

江苏省无锡环境监测中心

129 胃癌精准诊疗平台的建立及转化应用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30
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合诊治规范及相关技术的应
用研究 (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31
基于CEACAM6分子影像荧光技术的早期胃癌内镜诊
断体系构建的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132
高分级动脉瘤早期脑损伤机制及规范化诊治策略
的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
四医院

133
基于肠道菌群分析的结直肠癌免疫分子分型的应
用示范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34
胆汁酸谱异常致细胞死亡检测在妊娠期肝内胆汁
淤积症防治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35
胆汁酸代谢物及其受体FXR调控脂质肾损伤的作用
及机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36
应用自体血小板来源的微囊泡促进雄激素性秃发
患者毛发生长的研究

无锡市转化医学研究所

137
脐带血多肽NECAPB1作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早期预警标志物的应用研究

无锡市儿童医院

138
去氢木香内酯在特发性肺纤维化早期预防与治疗
中的潜在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

139 FGF21靶向肠道益生菌的筛选及其作用研究 江南大学

140
不同亚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肠道菌群特征性聚
类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141
致病性α-synuclein干预Netrin-1/DCC平衡在帕
金森病中的机制及临床相关性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42 甲状旁腺素对ACS的预警、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
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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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早期胚胎淋巴管发育特点及临床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

144
基于NLRP3炎性小体通路的葆肾合剂治疗慢性肾小
球肾炎活性成分的发现及作用机制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145
基于CT影像组学的胰腺癌细胞外间质评价及新辅
助治疗预后评估模型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46
ACTR3诱导上皮-间质转化介导胰腺癌侵袭转移的
基础与临床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47
淫羊藿素衍生物对乳腺癌细胞脂肪酸合成与摄取
的作用及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

148
甘草酸阻断HMGB1/RAGE/MAPKs信号通路调控TTP功
能并抑制胃癌细胞恶性进展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49 外泌体miR-20b促进胃癌进展的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50
CST7诱导髓样抑制细胞浸润对三阴性乳癌作用及
机制研究

无锡市转化医学研究所

151
钠氢离子交换活力在评价肿瘤免疫逃逸中的临床
应用研

江南大学

152
基于肠道稳态介导功能性低聚糖缓解结直肠腺瘤
功能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

153
T淋巴细胞干性及免疫结构评分在结直肠癌预后及
精准免疫治疗中的作用

无锡市人民医院

154
p16调控Th9细胞分化及稳定性促进心脏纤维化的
作用及分子机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55 宫颈癌前哨淋巴结微转移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56
LncRNA AC046134.2调控COPB2协同促进前列腺癌
进展的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57
从lncRNA-mRNA表达调控网络探讨胰腺癌转移的机
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58
五酯胶囊对富马酸喹硫平药代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及其在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中的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
四医院

159
基于纳米材料的AD早诊相关血清外泌体蛋白快速
检测试剂盒的研制及应用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60
基于多中心探讨年龄相关DNA甲基化作为前列腺癌
高危人群的生物标志物研究

江南大学

161 脑室-腹腔分流术后颅内感染的局部给药方案探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
四医院

162 儿童即用型螺内酯混悬液的研发 江南大学

163
降低绝经后乳腺癌患者使用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
剂骨量流失风险的临床优化策略及药物经济学研
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64
多重信号扩增荧光生物传感器的研制及其中药材
中黄曲霉毒素检测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165
肺移植患者中基于群体方法的他克莫司非线性药
动学研究与个体化给药

无锡市人民医院

166 靶向植物纳米囊泡的制备及协同抗肿瘤作用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67
非典型蛋白激酶C对寄生虫感染的肝纤维化的分子
机理的研究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168
临床药师参与的新型口服抗凝药物的抗凝管理研
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69
肺移植治疗终末期肺部疾病诊疗规范及技术标准
的构建和推广

无锡市人民医院

170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对兔退变性肩袖损伤修复影响
的实验研究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171
鸢尾素通过调控ATM介导的DNA损伤应答参与血管
内皮细胞稳态和慢性创面修复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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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人源性Muse细胞联合3D打印仿生导管制备组织工
程神经的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

173 亚精胺在预防胎膜早破中的预警及干预价值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74
低分子肝素联合糖皮质激素对调控反复种植失败
患者外周血Th1/Th2细胞因子免疫平衡的影响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75
基于CT和MRI配准融合的3D打印前交叉韧带双束解
剖重建定位导向器的临床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176
改良杠杆微调推拿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运动功
能的影响

无锡市中医医院

177
椎体体积量化模型的建立及在胸腰段椎体骨折的
临床应用研究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178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技术研发中心有
限公司

179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 江苏中电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电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81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2 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司

183 无锡华润华晶微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华润华晶微电子有限公司

184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185 无锡隆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隆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6 无锡云鹊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云鹊科技有限公司

187 新纳传感系统有限公司 新纳传感系统有限公司

188
无锡宏大纺织机械专件有限公司-科技保险保费资
助

无锡宏大纺织机械专件有限公司

189 无锡蓝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无锡蓝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90 无锡市四方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四方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191 无锡四方友信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四方友信股份有限公司

192 安普瑞斯（无锡）有限公司 安普瑞斯（无锡）有限公司

193 高德（江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德（江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94 高德（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高德（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195 国泰精密机件（无锡）有限公司 国泰精密机件（无锡）有限公司

196 江苏利特尔绿色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利特尔绿色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97 江苏瑞昌哥尔德发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瑞昌哥尔德发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198 江苏瑞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99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200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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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江苏亚太安信达铝业有限公司 江苏亚太安信达铝业有限公司

202 江苏优为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优为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203 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4 罗斯（无锡）设备有限公司 罗斯（无锡）设备有限公司

205 申锡机械有限公司 申锡机械有限公司

206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207 无锡德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德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8 无锡恩福油封有限公司 无锡恩福油封有限公司

209 无锡法雷奥汽车零配件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法雷奥汽车零配件系统有限公司

210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211 无锡恒诚硅业有限公司 无锡恒诚硅业有限公司

212 无锡恒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恒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13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4 无锡晶磊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晶磊电子有限公司

215 无锡晶石新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晶石新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16 无锡卡秀堡辉涂料有限公司 卡秀万辉（无锡）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17 无锡市海联舰船内装有限公司 无锡市海联舰船内装有限公司

218 无锡斯贝尔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斯贝尔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219 无锡通用钢绳有限公司 无锡通用钢绳有限公司

220 无锡忻润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忻润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221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2 无锡圆方半导体测试有限公司 无锡圆方半导体测试有限公司

223 无锡洲翔成套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洲翔成套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224 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 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

225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26 嘉科（无锡）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嘉科（无锡）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227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228 惠瑞净化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惠瑞净化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229 江苏新合益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新合益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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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31 无锡欧瑞京机电有限公司 无锡欧瑞京机电有限公司

232 无锡中鼎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中鼎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233 永鑫精密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永鑫精密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234 东海岸环境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东海岸环境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235
国药控股无锡有限公司-企业技术吸纳奖补项目资
助

国药控股无锡有限公司

236
无锡汇华强盛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
目

无锡汇华强盛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37
中科怡海高新技术发展江苏股份公司技术吸纳奖
补

中科怡海高新技术发展江苏股份公司

238 中科怡海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中科怡海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39
中科怡海智慧粮食研究院无锡有限公司技术吸纳
奖补项目资助

中科怡海智慧粮食管理研究院无锡有
限公司

240 江苏骏安信息测评认证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江苏骏安信息测评认证有限公司

241 无锡晁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晁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42 艾德斯汽车电机无锡有限公司企业技术吸纳奖补 艾德斯汽车电机无锡有限公司

243 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4
无锡法雷奥汽车零配件系统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
补

无锡法雷奥汽车零配件系统有限公司

245 无锡风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风正科技有限公司

246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247 无锡感昱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感昱科技有限公司

248
无锡哈勃生物种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吸纳
奖补

无锡哈勃生物种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249
无锡吉兴汽车声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
补

无锡吉兴汽车声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250 无锡联企云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联企云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51
无锡市锡山区恒昌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技术吸
纳奖补

无锡市锡山区恒昌农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252
无锡忻润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
目

无锡忻润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253 无锡悦田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悦田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54 无锡紫杉药业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紫杉药业有限公司

255 新麦机械（中国）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新麦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256 无锡纽思星机械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纽思星机械有限公司

257
嘉科（无锡）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
目

嘉科（无锡）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258 无锡日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日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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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无锡沃尔福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沃尔福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60 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

261 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262 无锡宏创盛安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宏创盛安科技有限公司

263 华裕（无锡）制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华裕（无锡）制药有限公司

264 无锡新因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新因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65
无锡马盛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
目

无锡马盛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66 无锡市江源实业技贸总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市江源实业技贸总公司

267
江苏晓山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
目

江苏晓山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68
江苏航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
目

江苏航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269 江苏绿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江苏绿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70 江苏晟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江苏晟能科技有限公司

271 江苏新智合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江苏新智合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272
牛拓新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吸纳
奖补

牛拓新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
司

273 淘化网（江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淘化网（江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4 无锡国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国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75 无锡恒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恒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6 无锡吉嘉视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无锡吉嘉视科技有限公司

277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
补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8 无锡纳润特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纳润特科技有限公司

279 无锡申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申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80 无锡市贝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市贝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81 无锡松下冷机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松下冷机有限公司

282 无锡索亚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索亚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283 无锡威卓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威卓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284
无锡沃格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项目

无锡沃格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5 无锡小黄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小黄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86 无锡意美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意美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7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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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无锡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 无锡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289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无锡）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
补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无锡）有限公司

290 江苏达坦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技术吸纳奖补项目 江苏达坦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291 无锡市滨湖区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运营资助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292 无锡物联网技术产权交易中心业绩奖励 无锡高新区科技发展服务中心

293 微波等离子气体处理技术研发 无锡金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94 电子后视镜辅助驾驶后台软件算法 江苏天安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5 无人机无线通信模块及相关产品研发与产业化 无锡睿思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6
航空部件自动化钻铆智能成套系统产业化产学研
合作项目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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