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拟备案许昌市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中心名称 县（市区）

1 河南恒达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恒达超硬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 禹州市东茂铸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东茂铸造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 河南久鼎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久鼎过滤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 禹州市富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富泽机械制造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 禹州市新佳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新佳汇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6 禹州市华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华德环保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7 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市宜鑫建材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8 禹州市金品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市金品建材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9 河南旭盛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旭盛重工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0 禹州市毛吕铸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毛吕铸造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1 禹州市权宏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权宏过滤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2 禹州市德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德通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3 禹州市明天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明天机械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4 河南谐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谐通机械制造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5 河南省甘霖药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甘霖药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6 河南盛世联邦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盛世联邦生物医药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7 禹州坪山钧窑有限公司 许昌市坪山钧窑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8 禹州豫鼎钧窑有限公司 许昌市豫鼎钧窑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19 禹州市神器钧窑有限公司 许昌市神器钧窑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0 禹州市联云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联云科技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1 禹州市森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森纳农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2 禹州市杏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杏望农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3 禹州市禾丰农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禾丰农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4 禹州市丰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丰坤农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5 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 许昌市中瑞农业园林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6 河南禹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许昌市禹科农业开发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7 禹州市地福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许昌市地福园农业开发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8 禹州市禹金香农牧有限公司 许昌市禹金香农牧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29 禹州市鑫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鑫源耐火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0 禹州明旭铸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明旭铸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1 河南龙宇泵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龙宇泵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2 许昌市启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启明机械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3 禹州市鑫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鑫能机械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4 禹州市尚城阀门有限公司 许昌市尚城阀门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5 河南川页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川页智能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6 禹州市兴龙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兴龙机械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7 禹州市鑫晟阀门配件有限公司 许昌市鑫晟阀门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8 禹州市恒利模具有限公司 许昌市恒利模具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39 河南金橡塑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金橡塑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0 禹州市万邦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万邦机械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1 禹州市豫星坩埚有限公司 许昌市豫星坩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2 河南富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富泉环境科技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3 禹州市斯地友美科英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斯地友美科英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4 许昌蝉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蝉润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5 禹州市志城陶瓷有限公司 许昌市志城陶瓷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6 禹州市国泰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市国泰建材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7 禹州市正玉钧窑有限公司 许昌市正玉钧窑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8 禹州市天鹏瓷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天鹏瓷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49 禹州市百草汇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百草汇科技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0 河南煜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煜盛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1 禹州市润之堂药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润之堂药业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2 禹州市禹威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禹威过滤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3 河南盾旗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盾旗过滤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4 禹州市永盟压滤机滤板有限公司 许昌市永盟压滤机滤板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5 河南贝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市贝邦金属制品技术创新中心 禹州市

56 河南福侨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福侨抽油泵及钻采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57 河南省丰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丰拓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58 河南宝图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宝图 CTP 印刷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59 长葛市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市辰达耐磨件铸造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0 河南鑫莼食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鑫莼食业魔芋深加工制品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1 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许昌市须河车辆流动舞台车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2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黄河旋风金刚石表面金属化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3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黄河旋风培育钻石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4 河南宏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宏旺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5 河南佳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佳兆光电健康显示护眼膜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6 河南凯瑞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凯瑞恩智能钢筋加工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7 长葛市恒奕晟钢结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许昌市恒奕晟环保钢结构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8 河南龙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龙盛新材料高精铝板带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69 长葛市锦榜铝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锦榜铝业再生铝制品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0 许昌市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精工载货汽车悬架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1 长葛市葛天中原模具有限公司 许昌市葛天中原高精尖模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2 河南住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住工装配式建筑 PC 构件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3 河南汇凯机电有限公司 许昌市汇凯特种电机与智能驱动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4 河南坤金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坤金金属低温多元合金共渗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5 长葛市沪锦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沪锦新型装载机零配件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6 长葛市威佳食品有限公司 许昌市威佳速冻食品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7 许昌驰诚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驰诚电气智能传感器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8 河南森斯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森斯科气体传感器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79 许昌市森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森洋电子 DBC 覆铜基板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0 河南铭恒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铭恒铸件抛光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1 河南宝润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宝润机械智能工程成套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2 长葛市银丰工贸有限公司 许昌市银丰工贸烟用接装纸油墨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3 长葛市隆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隆耀机械高性能汽车底盘配件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4 长葛市众合陶瓷有限公司 许昌市众合陶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5 长葛市恒利达篷布有限公司 许昌市恒利达篷布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6 长葛市益达众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益达众鑫配重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7 河南莱源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莱源高压电器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8 长葛市瑞恒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瑞恒减速带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89 长葛市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通用轨道压板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0 长葛市佳通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佳通高压电器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1 长葛市中瑞纸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中瑞纸业接装纸智能印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2 河南昊盾领航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昊盾激光切割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3 长葛市宏丰缘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市宏丰缘建材岩棉板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4 河南维境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许昌市维境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5 长葛市玉立机械厂 许昌市玉立机械压力容器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6 河南聚威晟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聚威晟创新型电力装置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7 长葛市三鼎卫浴有限公司 许昌市三鼎新型卫生陶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8 长葛市一鸣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一鸣无缝钢管机械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99 长葛白特瓷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白特新型陶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0 长葛市恒尔瓷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恒尔卫生陶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1 长葛市春泰卫浴有限公司 许昌市春泰多功能卫浴用品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2 河南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许昌市庞源重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3 河南拓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拓谱新型铝幕墙板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4 许昌福林瓷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福林新型卫生陶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5 长葛市发宝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发宝新型幕墙预埋件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6 许昌启力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启力充电桩成套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7 许昌多甜蜜种蜂有限公司 许昌市多甜蜜种蜂孵化管理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8 河南嘉饰宝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市嘉饰宝建筑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09 河南凯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凯美特新型铝制品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0 河南欧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欧特新型农业水溶肥料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1 河南千金鸿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千金鸿帆新型自动车蓬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2 长葛市荣合信金属有限公司 许昌市荣合信新型金属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3 许昌禾润机电有限公司 许昌市禾润新能源电驱动系统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4 河南驰亚铝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驰亚铝业轻量化轮毂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5 河南宇新活性炭厂 许昌市宇新活性炭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6 长葛市龙泉电器厂 许昌市龙泉高低压电器配件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7 河南富瑞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富瑞电气隔离开关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8 长葛市万晟实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万晟实业烘干锅炉配件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19 河南鹏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鹏世电力隔离开关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20 许昌市天源祥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许昌市天源祥达汽配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21 河南省同兴化工有限公司 许昌市同兴化工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22 河南明泰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市明泰陶瓷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23 长葛市红树林木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红树林木业技术创新中心 长葛市

124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首恒尼龙材料中间体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25 许昌市新万达电缆有限公司 许昌市新万达电力电缆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26 许昌市国源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国源电气互感器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27 襄城县丰盈实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丰盈商砼材料综合监测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28 襄城县永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市永通新型建材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29 许昌瑞翔鞋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瑞翔制鞋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0 许昌市龙鑫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龙鑫智能配电柜远程测控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1 河南弘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弘博金属粉末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2 许昌市昌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昌固高强度电力金具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3 河南万多新能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万多新能源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4 河南首信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许昌市首信药用玻璃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5 许昌豫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豫工面食机械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6 襄城县硕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硕杰食品机械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7 河南金禧祥博农业发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许昌市金禧祥博甘薯农技发展科技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8 襄城县智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许昌市智瑞金丝皇菊繁育及推广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39 许昌金瑶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金瑶电气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40 襄城县坤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许昌市坤叶甘薯优良品种绿色高效种植及深加工技术创新中心 襄城县

141 鄢陵腊梅园饮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腊梅园天然水质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2 许昌神飞航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神飞航天生物食品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3 万绿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万绿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4 许昌佳禾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佳禾智能化儿童玩具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5 许昌一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一高图像传感器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6 许昌千里行包业有限公司 许昌千里行数控结构化箱包设计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7 河南九发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九发特种电缆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8 鄢陵县坤顺砼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坤顺环保再生混凝土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49 河南天地人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南天地人机车配件模块化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0 鄢陵县三丰面粉厂 许昌市三丰自动化面粉加工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1 许昌市鑫来管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鑫来复合不锈钢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2 鄢陵县翱博园林有限公司 许昌市翱博海棠新品培育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3 鄢陵县鑫君沥青混合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鑫君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4 河南帅武实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帅武复合实木地板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5 鄢陵县金意来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许昌市金意来假发纤维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6 河南冀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许昌市冀物钢铁回收自动检判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7 鄢陵县唯柒轩饮品有限公司 许昌市唯柒轩菊花深加工技术创新中心 鄢陵县

158 河南红东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新能源电子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59 许昌幻象服装有限公司 许昌市服装设计工艺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0 天瑞集团许昌水泥有限公司 许昌市水泥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1 河南建安交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安全碰撞测试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2 许昌奥蕴实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假发辅助设备研发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3 许昌恒昊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光学玻璃 AG 蚀刻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4 河南天元煤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颗粒煤的分选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5 河南永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6 众平检测有限公司 许昌市检验检测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7 河南芙罗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高值花卉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8 许昌国能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智能开关柜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69 河南瑞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许昌市节能环保车辆零部件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0 许昌浩天纤维有限公司 许昌市高性能纤维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1 河南许之洲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电机研发及应用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2 许昌诚祥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市机械传动部件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3 河南省光比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光通信器件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4 河南东恒发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发制品干燥系统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5 许昌业恒磁选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磁选机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6 许昌圣通金属有限公司 许昌市铝球制造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7 河南博业电气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环保型漆包线漆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8 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环境检测数据记录技术创新中心 建安区

179 许昌市泓方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许昌市泓方绿色环保包装印刷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0 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许昌市万里交科道路检测咨询数字化升级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1 河南金质绝缘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金质电工绝缘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2 许昌德通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德通预制装配式砼结构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3 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无损检测加固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万里交科探地雷达无损检测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4 许昌京益求精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京益求精美容仪器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5 许昌市德龙包装有限公司 许昌市德龙环保包装纸箱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6 许昌裕丰纺织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许昌市裕丰智能化纺织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7 河南磐华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市磐华电力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8 移动源特种纤维（河南）有限公司 许昌市移动源高性能陶瓷纤维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89 许昌领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许昌领先传媒春秋网优选技术创新中心 魏都区

190 许昌中科森尼瑞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中科森尼瑞电机预测性维护技术创新中心 示范区

191 河南赛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技术创新中心 示范区

192 许昌继续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许昌市分布式智慧能源技术创新中心 示范区

193 河南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许昌市双龙太阳能光伏板技术创新中心 示范区

194 河南智微电子有限公司 许昌市智微低压电力载波通信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示范区

195 许昌市泰达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泰达电气电力智能计量仪器技术创新中心 示范区

196 河南诚锐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诚锐科技电梯门机层门结构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197 许昌市米格智能食品机器人有限公司 许昌市米格智能大宗食品加工成套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198 许昌钠日电子有限公司 许昌市钠日电子焊接可靠性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199 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津药瑞达高纯度氨基酸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200 河南郎科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郎科电气开关机构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201 许继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许继时代带电作业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202 河南施博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市施博尔电能质量及节能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203 利锐特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利锐特智能配电箱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204 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市电科储能电化学储能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205 河南柏毅医用辅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河南柏毅生物科技健康技术创新中心 开发区

206 许昌中发耐磨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许昌中发耐磨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东城区

207 许昌华龙日清纸品有限公司 许昌华龙日清纸品技术创新中心 东城区

208 许昌华彩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许昌华彩印刷包装技术创新中心 东城区

209 许昌市亨源通印务有限公司 许昌亨源通印务技术创新中心 东城区

210 许昌茗扬电子有限公司 许昌茗扬电子技术创新中心 东城区

211 许昌学院 新能源能量管控技术创新中心 驻许单位

212 河南兆丰种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小麦育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