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头雁企业技改示范类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
郑州

惠济区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全速冻食品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2 经开区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安图生物体外诊断产业园（三期）项目

3

洛阳

涧西区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高端精密制造技术改造项目

4 高新区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中航锂电下一代高比能三元动力电池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

5 涧西区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新能源配套用高端轴承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6 高新区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普莱柯生物制品改扩建项目

7 涧西区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年产1万吨特种碳化硅新材料项目

8
安阳

殷都区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厂高炉热风炉烟气脱硫脱硝项目

9 林州市 林州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林州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覆铜板和粘结片技改项目

10 鹤壁 开发区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 基于汽车网联电子电器系统国产化技术改造项目

11

新乡

经开区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

12 牧野区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舰船高端换热设备生产线项目

13 长垣市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年产10000台减速机项目

14 长垣市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年产1500万套应急防护用品及20万立方米智能灭菌应用及产

业化项目

15
焦作

中站区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3万吨超净高纯湿电子化学品项目

16 中站区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金红石钛白粉煅烧窑技改项目

17 濮阳 工业园区 天能集团（河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能集团年产1580万Kvah新型动力电池组装、包装及配套智

能化改造项目

18 许昌 襄城县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M10高效率单晶硅电池片项目

19 三门峡 灵宝市 灵宝市华鑫铜箔有限责任 年产8000吨HVLP铜箔项目

20
南阳

高新区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化光电侦察及要地防御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

21 淅川县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双黄连口服液、注射液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22 商丘 睢县 商丘金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终端精密加工链条生产工艺升级改造项目

23
信阳

高新区 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信阳新能源产业园改扩建项目

24 高新区 信阳圆创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圆创磁电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智能终端永磁组件项目项
目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技改示范类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

郑州

二七区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茶饮料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2 高新区 河南明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明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高精铝材生产项目

3 上街区 郑州沃德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6000万克拉多晶金刚石及1亿克拉立方氮化硼系列产品生产项

目

4 经开区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油气开采用高耐磨平面聚晶金刚石复合片研发及产业化

5 经开区 郑州百事饮料有限公司
郑州百事饮料有限公司新增一条PET生产线和一条瓶胚生产线及其

配套设施改扩建项目

6 经开区 郑州振华君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车身零部件生产线新增自动化焊接机器人的技术改造项目

7 经开区 郑州海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海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扩产200万套电热水器项目

8 经开区 郑州市钻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高精密复杂刀具生产线改造

9 巩义市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铝灰渣综合利用项目

10 巩义市 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 冷轧生产线提产增效项目

11 新郑市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小容量注射剂车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12 新郑市 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聚丙烯酰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13

洛阳

高新区 麦斯克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64万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级8英寸硅抛光片项目

14 洛龙区 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制品车间及配套设施改扩建项目

15 涧西区 凯迈（洛阳）机电有限公司
凯迈（洛阳）机电有限公司年产150台套智能化聚合物造粒成套装

备技术改造项目

16

平顶山

石龙区 河南省嘉北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00万平方米高档陶瓷薄板生产线一条

17 石龙区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超细结构石墨智能化生产线技改项目

18 舞钢市 舞钢市云龙纺织有限公司
舞钢市云龙纺织有限公司8万锭高档紧密纺智能化生产线技术改造

扩建项目

19 舞钢市 舞钢新希望炼铁有限责任公司 舞钢新希望炼铁有限责任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20 汝州市 河南中祺陶瓷有限公司 高档外墙砖全自动化生产线技改项目

21 宝丰县 宝丰县一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纯半导体石墨新材料扩建项目

22 宝丰县
河南平煤神马京宝化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焦炉废气绿色化深度
治理项目

23
鹤壁

开发区 鹤壁天海环球电器有限公司 年产30万套电机驱动线束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24 淇县 河南邦维高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260万米汽车安全气囊布建设项目

25

新乡

牧野区 河南科隆电源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6000吨高性能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建设项目

26 凤泉区 新乡市口口妙食品有限公司 年产22600吨蛋糕、面包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

27 平原示范区 华兰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抗体药物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8 平原示范区 河南华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电容器用金属化薄膜生产线扩建项目（二）



29

新乡

长垣市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年产8000吨医用高端防护基布项目

30 长垣市 河南省优普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0套高精密模具及3亿套新能源汽 车专用密封件

31 卫辉市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窑头余热锅炉综合改造项目

32 卫辉市 河南英杰食品有限公司 年产5万吨水饺产、汤圆、粽子等速冻食品技改项目

33 辉县市 河南米多奇食品有限公司 年产80000吨米饼、馍片生产线自动化及技术改造提升项目

34 辉县市 河南永昌硝基肥有限公司 浓硝酸生产线退城入园及节能改造项目

35 新乡县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纯液体二氧化碳扩建项目

36 新乡县 新乡市弘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5亿只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项目

37 新乡县 河南禾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升级改造项目

38 原阳县 河南祥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年产30万套转向节75万套钳体生产线扩建项目

39 原阳县 原阳县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术改造项目

40

焦作

山阳区 焦作市汉河电缆有限公司 整体搬迁改造项目

41 示范区 焦作市恒森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30亿套高端包装材料项目

42 示范区 焦作天宝桓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六面顶压机技术改造项目

43 示范区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年产7万吨学生奶苗条包项目

44 马村区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千业水泥二线篦冷机改造项目

45 沁阳市 河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动力型电池生产线改造项目

46 沁阳市 河南超威正效电源有限公司 汽车用蓄电池生产线改造项目

47 沁阳市 沁阳国顺硅源光电气体有限公司 沁阳国顺硅源光电气体有限公司电子新材料科技园（一期工程）

48 武陟县 河南交联电缆有限公司
年产10万米6-35KV电力电缆扩建项目（6千伏以上陆上用干法交联

电力电缆制造项目除外）项目

49 武陟县 河南省康星常笑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年产20万件兽用粉散剂、口服溶液剂、注入剂、消毒剂、杀虫剂

自动化生产线

50 博爱县 河南亿水源净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亿水源净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年产25万吨普通铝酸钙粉

项目

51 博爱县 焦作市汇百川纺织有限公司 年产2500吨高档精品纱生产线扩建项目

52 温县 大咖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年产10万吨液体乳饮料项目

53
濮阳

南乐县 河南星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星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L-乳酸副产物提纯技改项目

54 范县 濮阳可利威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10万氯代异氰尿酸（盐）技改扩建项目

55
许昌

长葛市 河南龙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8万吨高端铝板带精加工项目

56 长葛市 许昌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许昌裕同高端包装彩盒智能制造项目

57

漯河

经开区 漯河卫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卫龙高端休闲食品智能制造工厂                                                                                                                                                                                             

58 临颍县 河南颍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1800吨合金钢粉末技术改造项目

59 舞阳县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年产90 吨胞磷胆碱、10 吨胞磷胆碱钠、100 吨邻醛基苯甲酸、100 
吨甘油缩甲醛、 3000 吨苯并噁嗪和年产3000 吨过一硫酸氢钾复合

盐



60

南阳

高新区 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 智能家居用镜片自动化改造项目

61 西峡县 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200万支车用发动机排气管生产线技术改造

62 西峡县 西峡县众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年产70万只宝马B48涡轮增压器分总成项目

63 西峡县 西峡龙成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西峡龙成冶金材料有限公司老厂搬迁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64 淅川县 河南福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3亿WH汽车动力电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65 方城县 南阳勤大钢管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勤大钢管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轴承钢管生产线升级改造

项目

66 社旗县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生产智能化改造项目

67

商丘

柘城县 河南宝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C晶体材料加工用高性能超硬材料生产线项目

68 柘城县 华美医疗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全棉水刺无纺布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69 永城市 河南科源电子铝箔有限公司 河南科源电子铝箔有限公司3万吨产能提质增效技术改造项目

70 永城市 永城盛大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年产15万吨商业印刷品项目

71

信阳

平桥区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360㎡烧结机节能技改工程

72 平桥区 河南联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强实业35万吨超耐腐蚀新材料项目

73 平桥区 河南省鼎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年产260万套新能源汽车铜排项目

74 潢川县 潢川荣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潢川荣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年产4000万米功能面料技改项目

75 潢川县 潢川县鹏升畜产品有限公司 年加工550万根猪小肠及副产品精深加工(肝素钠)建设项目

76 潢川县 河南省农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农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小龙虾精深加工生产线智

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77 淮滨县 河南刚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000万米仿真丝多功能性家纺面料技术改造项目

78

周口

经开区 河南天子铝业有限公司 生产线扩建项目

79 项城市 周口庄吉服装有限公司 年产100万件服装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80 项城市 项城市腾龙实业有限公司 项城市腾龙实业有限公司年产2000万台马达智能生产线项目

81 鹿邑县 鹿邑县澄明食品有限公司 年产5万吨牛油火锅底料、18000万盒自热火锅

82 驻马店   确山县 驻马店恒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30万件（套）新型汽车配件智能制造项目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机器换人”示范类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

郑州市

高新技术开发区 河南泉舜流体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00台（套）阀门生产设备环保节能改造

2 经济技术开发区 郑州东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年产100万件汽车焊接项目

3 新郑市 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特种阀智能加工及装配机器换人升级项目

4 中牟县 郑州多元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技术改造扩能

5

开封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开封东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开封东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0万套冲压件、焊接件项目

6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开封武秀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开封武秀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8万台套F20车型自动化生产线改

造项目

7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结构件车间焊接机器人升级改
造项目

8 杞县 河南合力盛达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合力盛达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年产6000吨智能化铝型材

生产线项目

9

洛阳市

孟津区 洛阳市友信工模机械有限公司 新增光电连接器成件1300万件套项目

10 西工区 洛阳德美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德美机械有限公司年产二百台含氟电子气体电解设备项目

11 洛龙区 洛阳航辉机械有限公司 装配中心项目

12 洛龙区 洛阳富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富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耗材及医疗器械项目

13 洛龙区 洛阳古城机械有限公司 六车间后处理工序智能化改造、智能化物流、智能化仓储项目

14 新安县 洛阳新能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风电轴承生产线设备升级改造

15 嵩县 洛阳中智万象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万象轴承滚动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建设项目

16 宜阳县 洛阳航准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航准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大型航空航天零部件高端制造项目

17 宜阳县 前进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CZEDSP10-I型电子雷管全自动生产线

18 洛宁县 洛宁三环华兰木业有限公司 年产10万件定制家具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19

平顶山
市

新华区 河南联创综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电液控制阀及控制系统智能化升级换代项目

20 舞钢市 河南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淋浴房托盘生产项目

21 汝州市 河南益和阀门有限公司 河南益和阀门有限公司精密阀门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22 汝州市 河南平煤神马电化有限公司 河南平煤神马电化有限公司电石炉出炉机器人技术改造项目

23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恒威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30台高效交叉筛装置技术改造项目

24 林州市 河南中畅车桥制造有限公司 年产25万套商用车桥（一期）智能化改造项目

25 滑县 滑县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滑县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200万头生猪项目

26

新乡市

凤泉区 新乡爱康建材有限公司 年产3500吨环保新型塑料管道项目

27 红旗区 新乡市巴山机电有限公司
年产200万件合金钢、不锈钢高精度高强度紧固件智能化制造基地

项目

28 高新区 豫北转向系统（新乡）有限公司 年产15万台高端循环球式转向器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29 高新区 河南美亚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美亚电子有限公司电池铜针、电池钢壳生产线项目

30 高新区 新乡市天冠电子有限公司 年产十亿只锂电池防爆盖帽及配件技术改造项目

31 经开区 豫北光洋转向器有限公司 豫北光洋转向器有限公司汽车机械转向管柱项目

32 牧野区 河南丰收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 年产10000辆农用机械项目

33 辉县市 欧玛（中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年产1万套商用车CVT无级自动变速箱壳体建设项目

34 辉县市 新乡市美斯威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全自动机器人打磨系统机器代人项目

35 辉县市 河南广瑞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打磨加工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36

新乡市

新乡县 新乡市正林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正林机械有限公司年产10万套航空航天液压系统密封件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37 新乡县 河南豫通电机股份公司 河南豫通电机股份公司高效电机数控生产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38 原阳县 河南中鼎智建科技有限公司 设研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产业转化创新基地项目（一期工程）

39 延津县 河南新拓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炼钢用耐火材料生产线各工序生产装备机器换人自动化智能化升级
改造项目

40 延津县 新乡亿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垃圾桶、智能托盘生产项目

41 长垣市 长垣方元橡塑有限公司 年产2000万套密封件项目

42 长垣市 河南华北起重吊钩有限公司 年产1.5万件起重吊钩配件技改扩建项目

43 长垣市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医疗用品智能升级改造项目

44
焦作市

沁阳市 沁阳市鑫海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年产40台膜转移施胶机技术改造项目

45 博爱县 河南中轴中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河南中轴中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新能源混动汽车发动机凸轮轴生
产线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46 濮阳市 范县 濮阳市鲁蒙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年产5亿支新型药用包材（中硼硅玻璃安瓿）项目

47

许昌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年产25000台（套）轿厢轿壁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48 经济技术开发区 迅达（许昌）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永磁同步曳引机及电机智能化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49 禹州市 河南恒达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20T立方氮化硼、10T金刚石项目

50 禹州市 河南神恒实业有限公司 年产500万只电工金具、 1000吨铝合金高压电磁法兰项目

51 长葛市 河南拓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100万平方米铝单板幕墙板，500万平方米铝天花板项目

52 长葛市 河南佳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防蓝光钢化玻璃保护膜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53 漯河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5000万套流体连接件智能制造项目

54 三门峡
市

陕州区 河南骏通车辆有限公司 河南骏通车辆有限公司年产1万套智能装卸大部件生产线项目

55

南阳市

高新区 南阳凯鑫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潜望式手机棱镜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56 高新区 南阳市恒欣光学有限公司 高新区精品光学元器件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57 高新区 河南翊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元器件智能车间建设项目

58 南召县 南召县嘉诚矿业有限公司
南召县嘉诚矿业有限公司无机非金属涂料用纳米改性材料生产线扩
建项目

59 方城县 河南郅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郅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万套机械零部件项目

60 方城县 南阳煜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阳煜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年产100台（套）立式五轴车铣复合智

能改造项目

61 方城县 河南金卓轴承有限公司
河南金卓轴承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套新能源汽车轴承生产线改造项

目

62 西峡县 西峡县智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峡县智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00台智能机器人项目

63 西峡县 西峡乐力嘉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万套液压孔夹紧装置和孔定位装置生产线改造项目

64 内乡县 河南盛达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河南盛达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年产600辆专用车生产项目

65 淅川县 南阳浩帆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冲压件连续模提升改造项目

66 唐河县 河南诺信腾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0万套新能源电池箱的研制项目

67 新野县 河南新正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300万片智能人体秤面板及家电玻璃面板生产线改建项目

68 新野县 南阳市明迪玩具有限公司 年产1100万套儿童益智玩具生产线改造项目

69 新野县 南阳中跃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年产120万套益智轨道积木生产线

70 新野县 南阳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10000吨束线带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71 商丘市 柘城县 河南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海乐电子电路板生产线智能化改造

72
信阳市

固始县 河南斯吉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斯吉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1万台太阳能逆变器智能化改造

项目

73 息县 息县天创服饰有限公司 息县天创服饰有限公司年产300万件服装项目



74 周口市 西华县 河南远大锅炉有限公司 年产300台/套低碳高效生物质锅炉

75
济源示
范区

济源示范区 河南中原特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冶金工具装备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76 济源示范区 济源华美新能源有限公司 济源华美新能源有限公司太阳能光伏玻璃深加工生产线改造项目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费

补贴及奖励类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装备名称

1

郑州市

经开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ZF18000/25/45D 液压支架

2 经开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ZFY21000/34/63D放顶煤液压支架

3 经开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ZY21000/36/75D 中间液压支架

4 经开区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单护盾硬岩掘进机（型号CTT14860E-6300）

5 经开区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单护盾TBM（型号CTT11090E）

6 经开区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土压平衡式盾构机（型号CTE9820E-3850）

7 高新区 郑州中远氨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Y-X30000型高品质超细旦氨纶成套设备

8 高新区 河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M190M立式辊磨机清洁煤粉制备成套设备

9 高新区 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Q260/900-98-5.3/490次高压次高温余热锅炉

10 荥阳市 郑州煤机综机设备有限公司 ZZ9000/24/50液压支架

11

洛阳市

高新区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00mm六辊铝带冷轧机组

12 涧西区
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Φ14米城市竖井掘进机成套设备

13 涧西区 洛阳兆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卧式榨箱式固液分离压榨机（型号YZYW50—8）

14

平顶山市

郏县 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ZDD25000/35/65垛式支架

15 郏县 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ZY12000/24/52中部支架

16 郏县 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ZY12000/18/35D掩护式液压支架

17 舞钢市 河南泰田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T-SF3000T/RS2型热塑模压成型全自动成套设备

18 舞钢市 河南泰田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T-SF3000T/RS2型热塑模压成型全自动成套设备

19 舞钢市 河南泰田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T-BZ6000T/MY型高强复合材料垫板中试设备

20
新乡市

牧野区 新乡市鼎鑫机械有限公司 涂覆法PVC无方向同质透心地板成套生产装备DXU—1059

21 卫辉市 新乡市和协饲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75T/H颗粒饲料生产线

22

焦作市

高新区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ESL22km环保型超长距离曲线带式输送机

23 武陟县 河南三和水工新型建材机械有限公司
2SBT180-2W10000+3HZS240三楼七主机绿色智能化建材

生产线成套设备

24 武陟县 河南三和水工新型建材机械有限公司
2SBT180-2W10000+3HZS240三楼七主机绿色智能化建材

生产线成套设备

25 商丘市 民权县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DU—X型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处理设备

26
济源示范区

济源示范区 河南金利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QTD型800t.m（JLD2250）塔式起重机



27
济源示范区

济源示范区 河南金利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QTD型800t.m（JLD2250）塔式起重机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制造业创新中心类

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依托载体名称 创新中心名称

1 

郑州市

高新区 河南省功能金刚石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功能金刚石材料创新中心

2 上街区 郑州轻研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性能轻合金创新中心

3 新郑市 河南省国德科果蔬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特色果蔬食品创新中心

4 巩义市 河南科创铝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效能铝基新材料创新中心

5 
洛阳市

伊滨区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中心

6 涧西区 国创（洛阳）轴承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轴承创新中心

7 

新乡市

高新区 河南功能高分子膜材料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省功能高分子膜材料创新中心

8 经开区 河南省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省动力电池创新中心

9 长垣市 河南卫华机械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物流装备创新中心

10 长垣市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11 焦作市 中站区 河南省氟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氟基功能新材料创新中心

12 济源示范区 高新区 河南省特殊钢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特殊钢材料创新中心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豫酒发展类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项目类别

1 郑州 新郑 郑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2 洛阳 汝阳 汝阳杜康酿酒有限公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整体形象宣传

3 新乡 辉县 河南寿酒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整体形象宣传

4 漯河 舞阳 贾湖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整体形象宣传

5 三门峡 渑池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3万平米半敞开式不锈钢罐群酒库改造

6 南阳 社旗 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整体形象宣传

7
商丘

永城 河南皇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整体形象宣传

年产3000吨酿酒生产线

8 民权 天明民权葡萄酒有限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9 信阳 淮滨 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营销宣传推广

整体形象宣传

10 驻马店 新蔡 河南蔡洪坊酒业有限公司 整体形象宣传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首版次软件产品奖励类

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软件名称

1

郑州市

高新区 河南中盾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安物联网与区块链仓单质押融资平台V1.0

2 高新区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铁路调车作业技能实训系统V1.0；捷安城

市轨道交通服务员技能实训系统V1.0

3 高新区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开普A732、A832嵌入式软件V1.0

4 高新区 郑州迪生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触摸屏培养箱温度控制系统V1.0

5 郑东新区 河南中原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豫链债权债务服务平台V1.0

6 管城区 郑州丰嘉科技有限公司 文物安全综合大数据安防分析预警平台V1.0

7 金水区 河南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智业精准征兵—数据汇总系统V1.0

8 金水区 郑州赛欧思科技有限公司 赛欧思网络空间地图(GIS) 智能应用平台V1.0

9 荥阳市 威泰普科技有限公司 司水云官污水处理智能控制云平台V8.0

10 新乡市 卫辉市 新乡市中誉鼎力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矿山进销管理系统V2.0

11 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河南智微电子有限公司 单相电能表HPLC通信单元软件V2.0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工业互联网平台

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新模式示范类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

郑州市

经开区 郑州煤机长壁机械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成套刮板输送设备个性化定制新模式

2 经开区 郑州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郑州宝冶钢结构数字化管理应用新模式

3 高新区 河南凯邦电机有限公司 凯邦电机协同设计数据交互新模式应用

4 高新区 佛瑞德（郑州）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设计协同平台的暖通末端个性化定制创新模式应用

5 高新区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智能化制造新模式

6 高新区 河南金苑粮油有限公司 原粮智能化生产精益安灯目视化创新应用新模式项目

7 高新区 郑州华美彩印纸品有限公司 环保彩印包装全线智能化制造新模式

8 高新区 郑州瑞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复配营养素柔性化制造新模式项目

9 高新区 郑州飞龙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飞龙医疗器械总集成总承包服务应用新模式项目

10 高新区 河南科益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科益气体总集成总承包及运营管理新模式应用项目

11 高新区 郑州经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经纬科技服务化延伸新模式示范项目

12 高新区 郑州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凌达压缩机数字化管理创新应用新模式项目

13 上街区 郑州华泰联合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工业互联网平台

14 高新区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能源管理工业互联网平台

15 管城区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商用车智联平台

16 经开区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全断面隧道掘进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17 中牟县 河南经纬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复合绝缘子智能制造新模式

18 荥阳市 郑州鼎盛高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鼎盛固废资源合理化利用总集成总承包服务创新项目

19 新郑市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好想你全渠道数字化运营管理新模式

20 新密市 郑州建信耐火材料成套有限公司 节能耐火砖智能化制造示范项目

21 新密市 河南中原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智能化绿色化耐火材料生产应用新模式

22 新密市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梦祥饰品以销定产供应链协同创新应用新模式项目

23 新密市 河南颂源涂料有限公司 颂源水漆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24 新密市 郑州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冶金高炉设备远程服务及智能制造创新
体系

25 巩义市 巩义通达中原耐火技术有限公司 高档耐材制品智能化制造示范项目

26

开封市

祥符区 开封市宏达变速机械有限公司 运用Sun like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的研发管理

27 祥符区 青天伟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青天仪表全过程数字化的管控新模式

28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亚普汽车部件（开封）有限公司 开封亚普工厂生产经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新模式

29 杞县 河南东旺熙朝实业有限公司 铝型材加工及全铝家居个性化定制新模式示范项目

30

洛阳

涧西区 一拖（洛阳）福莱格车身有限公司 基于PLM+CAPP的农业装备驾驶舱协同研发新模式

31 涧西区 中实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中实重型装备服务化延伸集成项目

32 高新区 洛阳硕力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充电桩云服务管理平台

33 新安县 洛阳双瑞万基钛业有限公司 基于海绵钛的新材料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34 伊川县 伊川县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市先进制造（铝、耐火材料）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

35 宜阳县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水泥全流程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36

平顶山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5G绿色无人矿山智能化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37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信息化系统”数字融合智能配电装备示范项目

38 湛河区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电极式锅炉工业互联网平台

39 叶县 河南隆鑫机车有限公司 全流程ERP/MES集成系统智能制造一体化应用新模式

40 郏县 河南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用液压支架产品智能化制造新模式示范项目

41 汝州市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 基于精细化管理的水泥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

42
安阳市

内黄县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康复医疗设备工业互联网云平台

43 北关区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植保无人机产业资源协同云平台

44

新乡

牧野区 新乡市大班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基于个性化定制平台及数字化管理新模式应用

45 红旗区 新乡市新科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功能性防护面料和防护服装个性化定制新模式应用

46 红旗区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配电监测智能运维服务新模式

47 红旗区 中宝电气有限公司 基于10KV一二次深度融合柱上断路器的故障智能定位隔离系统

48 红旗区 新乡市万新电气有限公司 基于5G大数据平台精细化管控新模式应用项目

49 凤泉区 新乡西玛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的风机开发及产品设计应用新模式

50 高新区 河南新飞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气承装备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

51 原阳县 河南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预混合饲料智能化+质量追溯制造示范项目

52 延津县 新乡汇淼科技有限公司 表面活性剂智能化生产新模式管控项目

53 新乡县 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平台的废钢预处理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项目

54 卫辉市 河南宝钢制罐有限公司 二片罐金属包装行业智能化生产新模式应用项目

55 卫辉市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天瑞智慧水泥项目

56 获嘉县 河南谢人安防门帘有限公司 谢人门帘个性化定制新模式应用项目

57 长垣市 河南东起机械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融合应用

58 长垣市 河南省瑞歌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变速箱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融合应用项目

59 长垣市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新模式示范项目

60 长垣市 河南恒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恒达机电设备“起重机管家”智能服务平台应用

61

焦作市

中站区 焦作市强信粉末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粉末冶金智造与数字化集成管控新模式应用项目

62 中站区 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基于NCC云平台和数字决策系统的钛白粉数字化协同管理新模

式

63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焦作市明仁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 明仁全数字化体系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新模式示范项目

64 温县 河南兰兴电力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牵引机与有人云在线平台互联服务化延伸新模式示范项目

65 沁阳市 沁阳市立标滤膜有限公司 AGM隔板纸智能化制造示范项目

66 孟州市 杨掌柜食品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杨掌柜食品智能化制造新模式应用示范项目

67 博爱县 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3D建模的‘5+1’层级数字工厂新模式

68
濮阳市

濮阳县 德力西电气（濮阳）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化融合绿色环保电气设备精细化管控新模式

69 开发区 迈奇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电子化学品智能化制造新模式示范项目

70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蜂蜡全自动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

71 禹州市 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基于双云集成管控的压滤机智能运维平台

72 魏都区 河南同心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数字化协同综合管控平台

73 示范区 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 许继智能仪表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新模式

74

漯河市

召陵区 河南亿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亿博科技高端液压胶管产品智能化制造示范项目

75 经济技术开
发区

漯河市乐味调味品加工有限公司 卫龙全链路数字化转型项目建设



76
漯河市

经济技术开
发区

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卫龙辣味食品制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77 临颍县 河南福贞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基于线速平衡的二片式铝制罐智能制造项目

78 临颍县 漯河联泰食品有限公司 联泰网络化协同制造平台

79 舞阳县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大地工业互联网平台

80

南阳市

高新区
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煤矿智慧通风系统能效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81 桐柏县 南阳金牛电气有限公司 氧化锌电阻片和避雷器智能生产和信息集成项目

82 内乡县 河南融创新合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300万套农牧智能控制设备智能化制造示范项目

83 内乡县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金冠电气生产经营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新模式

84 南召县 天瑞集团南召水泥有限公司 新型干法水泥智能化制造新模式应用

85

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河南中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分变压器油化试验智慧监测云

86 虞城县 金豆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豆子芽苗菜智慧协同云

87 虞城县 河南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 服装全流程智能生产数字化管理示范项目

88 夏邑县 河南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云平台的智慧管理智能制造新模式

89 宁陵县 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 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数字化管理新模式应用

90 民权县 河南神人助粮油有限公司 高级特精粉智能化精制生产线

91 民权县 河南国益空气液化有限公司 国益空气气体EPC总包及运营服务创新应用新模式项目

92 睢县 睢县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蟹立方”工业互联网平台

93 信阳市 高新区 信电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电流电压互感器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94

周口市

开发区 五得利集团周口面粉有限公司 五得利面粉数字化管理生产应用新模式

95 淮阳区 河南省银丰塑料有限公司 可降解膜智能化制造新模式

96 淮阳区 河南联塑实业有限公司 塑料管道智能化制造体系模式创新

97 西华县 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 枣花面业智能化面粉加工示范项目

98 沈丘县 周口市雪荣面粉有限公司 面粉制造全流程智能化改造项目

99 商水县 周口市佳利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精梳紧密纺棉纱智能制造项目

100 商水县 河南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 服装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101 扶沟县 扶沟县昌茂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昌茂纺织数字化管理创新应用项目

102

驻马店市

遂平县 河南裕宏新型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环保包装智能化制造项目

103 遂平县 今麦郎饮品遂平有限公司 今麦郎数字化管理应用

104 新蔡县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药全流程智能管控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新模式

105 高新区 河南弘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智慧物联网云平台的柴油车尾气净化液加注站整体解决方
案

106

济源示范
区

济源示范区 河南济钢精品钢材有限公司 钢产品深加工智能化制造

107 济源示范区 河南博海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18万吨高温煤焦油深加工数字化协同管控项目

108 济源示范区 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 新一代氯碱精细化工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109 济源示范区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云踪工业互联网平台—水处理智能服务系统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国家级示范 (试点)、认定 (认证)奖励、药品一致性评价类

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
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国家级示范（试点）、认定（认证）、药品

一致性评价名称
项目类别

1

郑州

上街区 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

2 管城区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品牌体验中心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3 经开区 郑州大信家居有限公司 大信大规模个性化全屋家居定制项目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4 高新区 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环家生态管理平台及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应用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5 高新区 郑州森鹏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车联网平台的5G数字驾驶舱研究及应用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6 高新区 河南中裕广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集散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7 金水区 河南众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孪生展示体验中心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8 金水区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汽车安全虚拟座舱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9 中原区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平台+起重装备产业集群试点示范 国家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10 金水区 山谷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政务监督系统应用 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11 金水区 河南拓普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大数据整合融合平台 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12 高新区
国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河南）有限公
司

河南省勘察设计质量监管平台 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13 高新区 河南信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5G的一体化信息侦察大数据分析平台 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14 经开区 河南嘉晨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5 惠济区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6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17 航空港区 郑州泰丰制药有限公司 拉米夫定片（0.1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18

开封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河南泰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骨化三醇软胶囊(0.5 u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19 鼓楼区 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泮托拉唑纳（40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20 尉氏县 立邦涂料（河南）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21 兰考县 上海金不换兰考制药有限公司 盐酸异丙嗪片（12.5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22 兰考县 兰考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年度绿色工业园区 绿色工业园区

23

洛阳

伊川县 洛阳利尔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氧化物耐火材料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

24 汝阳县
汝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原河南汝阳
产业集聚区）

第十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25 高新区 洛阳涧光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

26 偃师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27

平顶山

汝州 天瑞集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信工业互联网平台 2022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28 宝丰县
河南平煤神马京宝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29 宝丰县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30

安阳

高新区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

31 高新区 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32 龙安区 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33 龙安区 安阳市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34

新乡

卫辉市 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

35 长垣市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个性化定制的起重装备产品研发及应用示范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36 长垣市 河南巨人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37 长垣市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38 辉县市 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39

新乡

辉县市 新乡市常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甲硝唑片（0.2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40 新乡县 乐普恒久远药业有限公司 盐酸倍他司汀（4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41 新乡县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盐酸倍他司汀（8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42
焦作

沁阳市 沁阳市宏达钢铁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43 武陟县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阿昔洛韦（0.25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44

濮阳

经开区 河南晟联商贸有限公司 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区域企业内循环平台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45 经开区 濮阳共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媒体深度融合数字化城市服务平台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46 华龙区 河南濮房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濮阳智慧房产智慧物业信息系统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47

许昌

建安区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

48 建安区 许昌恒生制药有限公司 盐酸马尼地平片（10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49 长葛市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制造业单项冠军

50
三门峡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21年度绿色工业园区 绿色工业园区

51 经济开发区 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 氯雷他定（10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52 南阳市 邓州市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院南阳天衡制药厂 氢溴酸右美沙芬片（15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53 商丘 柘城县 柘城惠丰钻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制造业单项冠军

54
信阳

新县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55 固始县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甲硝氯化纳注射液（ 100ml：甲硝唑0.5g与氯化钠

0.8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56
周口

太康县 河南省四通锅炉有限公司 冷凝式锅炉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

57 项城市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阿哌沙班片（2.5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58

驻马店

平舆县 河南蓝翎环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59 经济技术开发区 河南乐山电缆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60 高新区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1ml；0.5mg)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61
济源示范

区

济源示范区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62 济源示范区 济源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021年度绿色工厂 国家级绿色工厂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类

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服务机构名称 项目名称

1

省直

省直 河南省中小企业上市服务平台 河南省中小企业上市服务有限公司

2 省直 河南省中小企业科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3 省直 河南省工业企业能源利用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4

郑州

金水区 河南芯互联电子科技孵化平台 河南省芯互联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5 金水区 河南科技园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众诚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6 金水区
河南省软件和信息化咨询设计测评公共服务平
台

河南省电子规划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7 郑东新区 河南联泰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河南联泰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金水区 大通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郑州大通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9 经开区 智盈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智盈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 高新区 世界工厂网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郑州悉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金水区 鼎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省鼎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2 高新区 河南八六三软件开发和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八六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3 金水区 科泰科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郑州科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4 郑东新区 优群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郑州优群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15 金水区 河南省中智华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中智华誉财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6 高新区 中小企业创新云服务平台 河南金源创业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17 二七区 豫乾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豫乾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18 经开区
河南省建筑工程检测及工业绿色发展咨询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
司

19 金水区 聚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郑州聚方科技园有限公司

20 金水区 河南智能农机企业服务平台 河南省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1 金水区 畜牧工程技术服务培训中心 河南畜牧规划设计研究院

22 金水区 中佳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中佳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3 开封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博士科技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开封博士创新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24

洛阳

涧西区 宏盛科技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洛阳宏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5 涧西区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创业孵化平台 洛阳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26 涧西区 洛阳维度能源产业园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洛阳维度能源产业园有限公司

27 涧西区 洛阳科技企业创业创新服务平台 洛阳卓阳耀滨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28 西工区 洛阳信息科技城软件公共服务平台 洛阳市恒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9 洛龙区 “恒创中国”创业服务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洛阳恒生科技园有限公司

30 西工区 洛阳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园小二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31 西工区 河南省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省新悦环境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有限
公司

32 新安 洛阳东大科技产业园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洛阳东大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33

平顶山

平顶山市 平顶山工业企业数字赋能服务平台 平顶山市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34 新华区 平顶山市中业人力资源网络服务平台 平顶山市中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35 汝州市 汝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汝州同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6 安阳 文峰区 安阳青峰中小企业信息技术服务平台 安阳市青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7 鹤壁 鹤壁市 河南镁及镁产品产业集聚区窗口服务平台 国家镁及镁合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8 新乡 红旗区 双创智库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双创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公司

39
焦作

孟州市 孟州市检验检测技术服务平台 孟州市高新技术公共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40 中站区 焦作市中站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焦作浩德科技有限公司

41 濮阳 经开区 河南濮阳电子商务产业园综合服务平台 河南濮阳电子商务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42
许昌

长葛市 长葛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长葛市远景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43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许昌市智慧信息产业园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许昌数智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44 漯河 召陵区 漯河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漯河采知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45 三门峡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三门峡高新区现代统筹服务创新平台 三门峡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

46 南阳 高新区 河南宛美现代物流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宛美物流有限公司

47 商丘 民权县 民权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民权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48
信阳

信阳市 信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信阳市信联科技有限公司

49 光山县 光山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品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 驻马店 泌阳县 驻马店市科苑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豫支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类拟支持企业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企业名称

1

郑州市

本级

高新区 郑州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2 高新区 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高新区 郑州新世纪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高新区 河南紫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5 高新区 郑州天一萃取科技有限公司

6 高新区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经开区 华夏碧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经开区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9 中原区 郑州金泰制罐有限公司

10 二七区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11 金水区 天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新密市

新密市 郑州远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3 新密市 郑州豫兴热风炉科技有限公司

14 登封市 登封市 河南蚂蚁新材料有限公司

15

巩义市

巩义市 郑州凤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6 巩义市 河南润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7 巩义市 郑州久达科技有限公司

18 巩义市 河南天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9 巩义市 河南宏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 航空港区 航空港区 航空港区 河南牧翔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21 开封 本级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开封黄河空分集团有限公司

22

洛阳市

本级

涧西区 凯迈（洛阳）气源有限公司

23 洛龙区 洛阳卡瑞起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4 瀍河区 洛阳惠中兽药有限公司

25 偃师区 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26 伊川县 伊川县 洛阳市钢峰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7 新安县 新安县 河南新开源石化管道有限公司

28

安阳市

内黄县 内黄县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9 汤阴县 汤阴县 汤阴永新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30 滑县 滑县 永发（河南）模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1

鹤壁市
本级

开发区 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鹤山区 鹤壁元昊化工有限公司

33 鹤山区 鹤壁市海格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34
鹤壁市

本级

开发区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35 山城区 鹤壁飞鹤股份有限公司

36 淇县 淇县 中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37

新乡市

本级
卫滨区 新乡市豫北靖道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8 平原示范区 河南省金鑫民防（集团）有限公司

39
延津县

延津县 新乡市慧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延津县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1 卫辉市 卫辉市 河南熔金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2

新乡县

新乡县 河南华洋电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3 新乡县 河南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44 新乡县 新乡市华洋粘合剂有限公司

45

长垣市

长垣市 河南新科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46 长垣市 河南省驼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7 长垣市 河南省安克林滤业有限公司

48 长垣市 河南驼人贝斯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9

焦作市

本级
示范区 焦作市迈科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50 马村区 焦作鑫恒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51

武陟县

武陟县 河南三和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52 武陟县 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53 武陟县 焦作市制动器开发有限公司

54 孟州市 孟州市 河南皓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5 濮阳市 本级 华龙区 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许昌市

本级

东城区 许绝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57 经济技术开发区 许昌奥仕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8 魏都区 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0

长葛市

长葛市 河南鸿昌电子有限公司

61 长葛市 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2 长葛市 河南四达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3 三门峡市 本级 示范区 三门峡宏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4
南阳市

本级 宛城区 南阳市一通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65 南召县 南召县 河南鑫泰钙业有限公司

66
信阳市

本级 经开区 信阳市谷麦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7 光山县 光山县 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

68
驻马店市

本级 驿城区 驻马店中集华骏铸造有限公司

69 西平县 西平县 河南鼎力杆塔股份有限公司

70 济源示范区 本级 济源示范区 河南中原辊轴有限公司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

资金池类拟支持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地市 县（区） 资金池名称

1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2 市本级 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3

洛阳市

市本级

洛阳市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4 涧西区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5 孟津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6 栾川县 栾川县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7 平顶山市 市本级 平顶山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8 新乡市 市本级 新乡市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9 濮阳市 市本级 濮阳市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10 许昌市 市本级 许昌市中小微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11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卢氏县豫资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周转资金专项资金

12

南阳市

市本级 南阳惠升投资有限公司

13 唐河县 唐河县兴唐投资有限公司

14 淅川县 淅川县中小企业续贷应急周转资金池

15 信阳市 新县 新县中小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16

驻马店市

市本级 驻马店市产投中小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17 上蔡县 上蔡县中小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18 正阳县 正阳县中小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19 济源市 济源市 济源中小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池



2023年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省制造业头雁企业
奖补类拟支持企业公示名单

序号 所在地区 县区 企业名称

1

郑州市

高新区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原区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3 巩义市 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

4 开封市 示范区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

5

洛阳市

涧西区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6 涧西区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7 西工区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平顶山市 舞刚市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9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0 殷都区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

11
鹤壁市

开发区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

12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鹤壁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3

新乡市

经开区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4 卫滨区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5 长垣市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16
焦作市

中站区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7 中站区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许昌市 襄城县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9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20 灵宝市 灵宝华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

21 南阳市 高新区 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信阳市 高新区 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23 济源示范区 示范区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