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年天津市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品拟认定奖励公示名单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所属区
拟奖励
金额

1 天津老美华鞋店有限责任公司 老美华鞋 和平区 30

2
天津市增益达精锻齿轮科技有限
公司

增益达精锻行星半轴齿轮 河东区 40

3
金大地新能源（天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污水源热泵系统 河西区 40

4 天津乐凯薄膜有限公司 乐凯牌系列反射膜（RG2型） 河西区 40

5 天津双安劳保橡胶有限公司 带电作业用手形手套（拇指向下） 河西区 50

6 天津中环真美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绿色环保节能汽车扬声器 河西区 40

7
嘉思特华剑医疗器材（天津）有
限公司

生物型人工髋关节假体
（Harmony）系统

南开区 40

8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高端艺术复制品 南开区 30

9 天津恒立远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磁致伸缩液位计 南开区 40

10 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 输油用潜油泵 南开区 40

11 天津凯英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污水厂全过程生物除臭系统 南开区 50

12 天津瑞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血液浓缩（物）透析物 南开区 40

13 天津市雷意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雷意”牌氦氖激光治疗仪 南开区 30

14 天津威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带熔断器的智能电涌保护器 南开区 30

15 天津中电天仪科技有限公司 用于物联网的智能无线变送器 南开区 30

16 天津禾田电器有限公司 纺织品检测试样切碎机 红桥区 30

17 天津六0九电缆有限公司 多路传输综合电缆 河北区 30

18
天津通卡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智能全支付车载收费终端 河北区 50

19 百超（天津）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BySmart Fiber激光切割机 滨海新区 30

20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菌（1-3）-β-D葡聚糖定量检测

试剂盒（显色法）
滨海新区 40



21 格瑞果汁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高附加值蓝莓系列产品 滨海新区 40

22
航科院（天津）航空设备有限公
司

LANZU型特性材料飞机道面阻拦系
统

滨海新区 40

23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无人侦察飞行器测控站 滨海新区 40

24 捷尔杰（天津）设备有限公司 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 滨海新区 40

25 勤威（天津）工业有限公司 汽车刹车系统配套精密钳体配件 滨海新区 40

26 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电压氧化钻锂正极材料系列产品 滨海新区 40

27 天津北方恒业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转换开关电器（控制器） 滨海新区 40

28 天津滨海光热反射技术有限公司 高效超薄反射镜 滨海新区 30

29 天津滨海中冠胶管有限公司 汽车用国Ⅴ、国Ⅵ标准燃油软管 滨海新区 30

30 天津德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人ABO血型检测卡（柱凝集法） 滨海新区 30

31 天津灯塔涂料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抗腐蚀飞机蒙皮涂层防护涂料 滨海新区 50

32 天津顶硕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顶硕牌”薁磺酸钠（SGS） 滨海新区 40

33 天津飞悦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装配系统 滨海新区 30

34 天津光电华典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智能化污水处理系统OEWS-1 滨海新区 50

35 天津海晶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新型七层共挤阻隔膜 滨海新区 30

36 天津海门建材有限公司 “海门”牌聚氨酯预制直埋保温管 滨海新区 30

37 天津海鸥手表技术有限公司 “海鸥”陀飞轮系列腕表 滨海新区 40

38 天津海之星水下机器人有限公司 模块化智能水下探测机器人 滨海新区 50

39
天津衡创工大现代塔器技术有限
公司

用于氨及溶剂回收的分离塔设备 滨海新区 40

40 天津红晨岛服饰有限公司 多功能防护鞋 滨海新区 30

41 天津虹冈铸钢有限公司 汽车冲压模具用铸铁产品 滨海新区 30

42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车载机 滨海新区 40

43 天津慧医谷科技有限公司 中医经络腧穴解剖教学平台 滨海新区 30

44 天津开发区捷马车业有限公司 智能应用终端技术碳纤维自行车 滨海新区 50



45 天津莱尔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自粘性高导热材料 滨海新区 40

46 天津力神特种电源科技股份公司 AGV机器人锂离子蓄电池组 滨海新区 40

47 天津立中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高强韧铸造AlSi7MgCu铝合金锭材
料

滨海新区 40

48 天津迈达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A”牌眼科超声诊断仪 滨海新区 50

49 天津南开和成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性吸附树脂 滨海新区 40

50 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高光效倒装红光芯片（09RS系列产
品）

滨海新区 50

51 天津三泰晟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各种炉窑内高温摄像监测系统 滨海新区 40

52 天津森普管材有限公司
森普牌双向拉伸增强HDPE（高密度
聚乙烯）给水产品

滨海新区 40

53 天津市德力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DS/S系列数字电视频谱/场强分析
仪表

滨海新区 40

54
天津市金鼎线材制品科技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航空用钢丝绳 滨海新区 50

55 天津市茂联科技有限公司
水钴矿工业化快速自动浸提的高纯
氯化钴

滨海新区 40

56 天津市泰森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可重构数控系统 滨海新区 30

57 天津市天大天发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药物溶出自动脱气系统 滨海新区 40

58
天津市新策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

便携式电池与充电器模拟器 滨海新区 30

59
天津市雄华电子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

电动执行器 滨海新区 30

60
天津市挚信鸿达医疗器械开发有
限公司

血液透析浓缩液 滨海新区 40

61
天津斯巴克瑞汽车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高能量节能环保汽车发动机点火线
圈

滨海新区 40

62 天津天星电子有限公司 节能发光二极管 滨海新区 30

63 天津天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乙氧基化烷基硫酸钠 滨海新区 30

64 天津万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万峰高效臭氧溶气装置 滨海新区 40

65 天津一重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不锈钢酸洗退火机组电气控制系统 滨海新区 30

66 天津悦龙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发光管 滨海新区 40

67 天津正标津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聚氯乙烯阻燃耐火特种线缆 滨海新区 40

68 天津中环安讯达科技有限公司 空气绝缘皱纹铜管外导体 滨海新区 40



69 天津中环领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节能型8英寸硅抛光片 滨海新区 40

70 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射频一体机VIR-GDDW-ZIT系列 滨海新区 40

71 韦尔斯润滑油（天津）有限公司 新型机动车用全合成双燃料机油 滨海新区 40

72 易思维（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2D涂胶实时检测系统 滨海新区 40

73 长兴化学（天津）有限公司 环保型净味树脂 滨海新区 40

74 中安（天津）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自行全转向式搬移拖车 滨海新区 40

75
中粮天科生物工程（天津）有限
公司

植物甾醇 滨海新区 40

76 中央制塑（天津）有限公司 STAC海洋管桩多层矿脂包覆系统 滨海新区 30

77 天津日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电子产品的防水透气膜 东丽区 40

78 天津三英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nanoVoxel X光三维显微成像检测
设备

东丽区 40

79
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东丽区 40

80 天津市中环温度仪表有限公司 高可靠性实体柔性多点热电偶 东丽区 40

81 天津天女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标志高级环保胶印油墨 东丽区 40

82 天津信氏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瑞倪维儿卫生巾 东丽区 40

83
天津英捷利汽车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B型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器
(YJLKTZ32X35S01B-1)

东丽区 40

84 天津智芯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智芯视界视频检测系统 东丽区 30

85 爱尔建材（天津）有限公司 混凝土路面砖 西青区 30

86 天津滨海通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风力发电机组及配套组件 西青区 30

87 天津工大海宇照明部品有限公司 J6P前标志灯路线板 西青区 40

88 天津海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低散发性车身NVH膨胀胶块和加强
衬板

西青区 30

89 天津柯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线束精密部品 西青区 30

90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吲达帕胺片 西青区 40

91
天津纽威特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

预制型体育运动卷材 西青区 40

92 天津神菱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家用燃气采暖/热水两用炉 西青区 30



93 天津圣纳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LLC谐振参数优化配置的新能
源汽车智能网联快速充电站

西青区 40

94 天津市百利溢通电泵有限公司
“Premier”牌大排量高防砂型潜
油电泵机组

西青区 50

95 天津市德安特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超微量高精度精密分析天平 西青区 40

96 天津市华迪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 汽车散热器塑料水室、气室 西青区 40

97
天津市华衡伟业称重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

SCS系列汽车衡 西青区 30

98 天津市君睿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一种新型手动单开冷库门 西青区 30

99 天津市天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用低压反渗透膜元件 西青区 40

100
天津市天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
四塑料制品厂

环保无味超透聚氯乙烯水晶板 西青区 40

101
天津市源泉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QN/QM系列潜水电机 西青区 40

102 天津市至美斋食品有限公司 至美斋酱牛肉 西青区 40

103
天津天瑞玮圣运动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

表演自行车 西青区 40

104 天津天物金佰微电子有限公司 芯片 西青区 40

105 天津鑫宝龙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电梯控制系统 西青区 40

106
天津星洁汽车排放控制系统有限
公司

SCR后处理系统 西青区 30

107 天津永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B系列通用型电磁安全制动器 西青区 40

108 图尔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高强度高敏感性连接式传感器 西青区 30

109
易科力（天津）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高盐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资源化
处理装置

西青区 50

110 中色（天津）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自润滑铝锡铜合金挤压泵体型材 西青区 40

111 吉艾（天津）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GILEE89系列测井仪 津南区 30

112
三之信（天津）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津南区 30

113
天津艾洛克通讯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

光纤熔接机ALK-88A 津南区 40

114 天津宝成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SZS116-1.6/130/70-Q型燃气锅炉 津南区 50

115 天津冰利蓄冷科技有限公司 冰利膜 津南区 40

116 天津华海清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2英寸化学机械抛光机 津南区 50



117 天津晶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半导体照明用铝基覆铜板 津南区 40

118 天津精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弧齿锥齿轮高精制齿装备 津南区 40

119 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纳米固态钛酸锂电池 津南区 40

120 天津普友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QHBC系列智能控制立式消防泵 津南区 50

121 天津市滨海净化设施有限公司 新型液槽密封高效过滤器 津南区 30

122 天津市宏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餐具 津南区 40

123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乙腈（色谱纯乙腈） 津南区 30

124 天津市天森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柔性智能制造设备 津南区 30

125 天津市天宇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胶管 津南区 30

126 天津市拓普仪器有限公司 TP720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津南区 40

127 天津市阳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 津南区 40

128 天津泰士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度血液透析浓缩液与干粉 津南区 40

129 天津新亚精诚科技有限公司 消防智能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系统 津南区 40

130
天津中德瑞环卫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新型智能化垃圾压缩设备 津南区 40

131 泰伦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铝镁合金切削液 北辰区 50

132 天津广大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大牌医疗记录纸 北辰区 40

133 天津嘉思特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TTZ-真空发泡鞍座 北辰区 30

134 天津普天单向器有限公司 TE/QDY系列单向器总成 北辰区 30

135
天津市南洋胡氏家具制造有限公
司

南洋胡氏实木家具 北辰区 50

136 天津市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低粗糙度耐热聚乙烯（LR-PERT）
地暖管

北辰区 30

137
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
司

口服复方中药制剂原料药 北辰区 50

138 天津芯缘君威科技有限公司 安检配套系统设备 北辰区 40

139 天津远大兴辰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装配式夹心保温剪力墙板 北辰区 30

140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模切机系列产品 北辰区 40



141 天津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 大型风力发电叶片 北辰区 40

142
天津中健国康纳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深睡健康寝具 北辰区 40

143 远大住宅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远大装配式住宅绿色预制拼装构件 北辰区 40

144 奥卡冷却系统（天津）有限公司 发动机高效冷却风扇 武清区 40

145
法拉达汽车散热器（天津）有限
公司

汽车用散热器 武清区 30

146 纳恩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迷你九号平衡车 武清区 50

147 瑞一（中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武清区 40

148
天津澳普林特通讯器材组件有限
公司

OLED光学显示产品 武清区 30

149 天津炬实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超早强黑（灰）色混凝土 武清区 40

150 天津康尔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测
定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武清区 40

151 天津丽泰鞋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安全靴 武清区 30

152 天津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型LNG/CNG新能源汽车加气站 武清区 30

153 天津轮翼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智能型钛合金公路自行车 武清区 30

154 天津迈特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迈特赫纯电动直驱动力系统 武清区 40

155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公
司

ZJ40车装钻机 武清区 50

156 天津市鸿禄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 武清区 40

157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度甲醇 武清区 30

158 天津市三合顺工贸有限公司 童悦牌高强度镁合金自行车 武清区 30

159 天津市升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铝制扭纹花管 武清区 30

160 天津市腾悦地毯有限公司 玉兔牌环保型机织地毯 武清区 30

161
天津市天昌琴瑶自行车股份有限
公司

电动自行车车筐 武清区 40

162 天津祥升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绵开绒地毯 武清区 30

163 天津英创汇智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底盘电控系统 武清区 40

164 天津中工御远科技有限公司
PBX-Ⅱ型背负式空呼、泡沫灭火装
置

武清区 40



165
宝瑞龙高分子材料（天津）股份
有限公司

热塑性弹性体TPV包胶ABS高分子材
料汽车零部件

宝坻区 30

166 国人机器人（天津）有限公司 谐波减速机 宝坻区 40

167
天津艾博瑞环保建材设备有限公
司

智能型自动化砌块码垛机 宝坻区 30

168 天津骏发森达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雅格”轻柔舒感卫生巾 宝坻区 40

169 天津朗福服饰有限公司 针织印染布料 宝坻区 30

170 天津皮糖张科技有限公司 皮糖（张皮糖） 宝坻区 40

171 天津市京通管业有限公司 钢丝网骨架塑料（聚乙烯）复合管 宝坻区 30

172 天津市泉雨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绿色安全型吸管 宝坻区 40

173 天津市天联调味制品有限公司 辣椒调味油 宝坻区 30

174
天津市新实丰液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高水平砌块成型机QT5-20A3 宝坻区 30

175 天津英利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奔驰系列车型高精度专用加强构件 宝坻区 40

176 天津云白环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预制式双层薄壁不锈钢烟囱 宝坻区 30

177 天津中阀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度无销软密封蝶阀 宝坻区 30

178
中能（天津）智能传动设备有限
公司

定日镜用高精度（RV）减速机系列
产品

宝坻区 40

179 天津市鑫盈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HDPE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 宁河区 30

180 银球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高效节能疏水阀 宁河区 30

181 天津博爱管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强度、高耐腐蚀大口径承插口输
送水专用廊道

静海区 50

182
天津东方海川门窗幕墙股份有限
公司

一种防火节能、提效降耗的可变换
门窗系统

静海区 40

183 天津瑞孚饲料有限公司 瑞孚新型母猪料（怀孕伴侣） 静海区 40

184 天津市茂海津福纸制品有限公司 功能型瓦楞纸箱系列产品 静海区 50

185 天津泰卓科技有限公司 长寿命酯类合成液压油 静海区 40

186 天津天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天康”牌基础设施建设用钢筋焊
接网系列产品

静海区 30

187 天津旭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高耐腐蚀性环保型自粘PE新一代围
栏网

静海区 30

188
新利得（天津）焊接材料有限公
司

铜及铜合金焊接材料 静海区 40



189 天津环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红薯粉条 蓟州区 40

190 天津三环奥纳科技有限公司 非晶、纳米软磁合金带材 蓟州区 40

191 天津市迪明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速装易开环保快递盒（一种便于组
装的易拆型环保纸盒）

蓟州区 30

192 天津斯坦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模塑石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蓟州区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