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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展联盟区域发展交流会     

暨 2018中国园区与企业产业项目对接会寄语 

 

尊敬的嘉宾： 

您好！ 

热烈欢迎您莅临“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展联盟区域发展交流会暨

2018 中国园区与企业产业项目对接会”，本次活动邀请近百家江浙沪意向企业与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边合区及其他重点省市、园区就投引资项目信息和产

业发展需求等内容进行对接交流，搭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投资合作平台。 

我们期待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地方与企业了解异地市场需求，结交合作伙伴、

建立联系、搭建经贸合作渠道，就产业链环节两头在外信息、商务开展成本信息

等与参会企业就市场对接、技术对接、投资对接开展有效洽谈交流。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展联盟 

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会议须知 

（一）请认真遵守会议有关规定，服从大会统一安排，按序就坐。 

（二）会议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置于静音（震动）状态，请勿随意走动， 共

同维护会场秩序。 

（三）未尽事宜，请与会务组联系。联系电话：021-54235252 

 

活动时间： 

2018 年 10 月 24 日 13:30-18:00 

活动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古美路 1528 号漕河泾开发区会议中心 A7 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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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13:30-14:00  会议签到 

第一阶段：领导致辞 

14:15-14:25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展联盟理事长单位、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领导致欢迎辞 

14:25-14:35 商务部外资司领导致辞 

14:35-14:45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领导致辞 

第二阶段：合作伙伴及手册发布 

14:45-15:00 《中国开发区招商项目及产业情况册》、 

《2018企业发展意向册》发布仪式 

15:00-15:15 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战略合作伙伴发布仪式 

第三阶段：园区、企业项目推介 

15:15-17:00  园区代表和企业代表就重点投引资项目进行推介 

第四阶段：自由交流 

17:00-17:30  园区、企业自由交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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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嘉宾介绍 

 

 

 

 

朱冰·商务部外资司  副司长 

 

 

 

 

 

 

 

杨朝·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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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恩亮·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韩宝富·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总工程师、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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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路演者介绍 

 

 

叶菁·驿庭酒店服务公寓  创始人 CEO 

 

 

 

 

 

何雪梅·秦巴母基金  总裁、投决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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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磊·寿全斋  CEO 

 

 

 

 

 

      

胡研·上海大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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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介绍 

 

 

李勇·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副局长 

 

 

 

孙韬·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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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CIPA）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CIPA）以执行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为海内外投资者

服务为己任，专注于“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投资促进工作，为海内外投资者拓

展事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发展机遇。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在依托政府庞大网络

资源的基础上，运用全新的投资促进理念，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投资促

进服务体系，提供系统、高效、快捷的投资促进服务，努力成为国内外政府、机

构和企业之间投资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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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在京成立。 

联盟由商务部外资司指导，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个

省（市）商务主管部门及部分国家级经开区联合发起，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

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省级开发区和相关企业自愿加入。 

联盟成员由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个省（区、市）的 108 家国家级经开区和 4

家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组成，秘书长单位由商务部投资促进局担任、首届理事

长单位由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担任，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 10 家国家级经开区和中信集团担任首届副理事长单位，上海闵行联

合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等 20 家国家级经开区担任理事单位。 

联盟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国家级经开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国家级开发区产业

有序转移、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有关要求，致力于搭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区域开放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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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积极推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加强东中西部

互利合作，2008 年 12 月 11 日，由商务部、上海市商务委和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

区，及中西部 17 个省市等多方共建的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在上海漕

河泾开发区挂牌启动。 

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成立至今，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为中西部省

市服务，为全国服务，帮助中西部地区“筑巢引凤”，切实推动国际产业和东部沿海地

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取得了良好成效。2008 年设立至今落地资金总额超过 1251

亿元，并与全国超过 300 家地方园区签订资源共享协议。 

目前，中心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上海市商务委进行业务指导。产业转移促进

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现有以下服务功能： 

 地区投资环境展览展示 

 组织或承办投资促进活动项目对接洽谈 

 政策、项目信息交流 

 招商引资、开发园区的人才培训 

 产业基金合作机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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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园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园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锭成投资集团下属的专注于研究各省市产业

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促进人才、技术、产业、园区、企业、政府、

市场的“七方联动”，为机构、园区、企业、个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服务内容

包括：产业研究咨询、精准招商、精准招财引智、海外人才招聘、园区运营以及

企业合作服务，目前已累计服务战略新兴企业 1362 家，其中培育上市企业（含

三版）38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162 家，已被并购企业 36 家，吸引各类投资 106

亿元，累计实现税收超过 1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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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万源秦巴股权投资母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万源秦巴股权投资母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秦巴母基

金”）成立于 2017 年，以秦巴地区的民营企业为主发起人，聚合了

商贾资本力量和全球资源，首募规模 133.8 亿元，是市场上规模较

大的 FOF，是母基金发展历程中新兴且充满活力的重要的民营资本

的代表。 

产品简介： 

秦巴母基金管理团队现有成员共 40 余人，大部分成员为国内外知

名高校金融、经济、法律等专业毕业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具有国

内知名投资机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基金管理运营经验。秦巴母基金

专门从事产业基金、城市发展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直投项目等类

型的投资，主要投资行业包括高端制造、医疗康养、教育产业、科

技服务业等，是一支纯民营的高效、灵活、市场化运作的母基金。

秦巴母基金以“引导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带动产业提档升级”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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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立志成为国内领先、规模较大、市场化运作的民营母基金。账

户管理资金结算服务：公司专注于为各行业提供——账户管理运营

及增值服务，符合行业标准的各类卡账户系统、虚拟账户系统，提

供全方位的整体账户服务体系。 

企业需求： 

与当地政府共同成立产业引导基金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

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产业引导基金，并搭建专业化的管理团

队 

项目联系人：董伟 联系电话：1350948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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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驿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新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驿庭®是中国领先的长租公寓和酒店服务公寓运营商，由易居企业

集团、首旅如家、红杉资本联合打造。 

产品简介： 

驿庭®旗下共有四大品牌，即驿庭酒店服务公寓、逗号公寓、青巢

公寓、逗号之家。 

驿庭®主要布点于一二线核心城市，依托产品能力、运营能力、营

销能力、技术能力、培训能力这五大核心优势，目前已在全国 25

个城市成功运营近百个项目。 

驿庭®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驿空间”营造具有温暖、

有趣及人文精神的场所，创造美好的居住体验 

企业需求： 

作为园区租住用户的配套，驿庭联合一众战略合作商业配套供应

商，在传统提升园区影园区产业吸引力的基础上，打造租住+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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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全方位生态链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当地能提供一定数量的人才公寓进行托

管运营，公司将考虑在当地搭建专业化的运营、管理团队 

项目联系人：翁佳敏 联系电话：13817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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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寿全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寿全斋作为百年老字号消费品品牌的经营管理企业，为传统老字号

注入了电子商务的新鲜血液。新时代下的寿全斋，沿用具有近三百

年历史的传统配伍“姜暖方”，糅合中医药食同源理论，专注于研

发、生产和销售以姜为核心的草本健康膳食。 

产品简介： 

2018 年，寿全斋草本健康饮料系列新品——寿全斋桂花酸梅汤正式

上市。挑选乌梅与桂花，经古法熬制而成的寿全斋桂花酸梅汤，凭

借酸甜淡雅、桂花飘香的江南风味，以及带有福寿纹、回纹等中国

传统元素的外观设计，很快成为南派酸梅汤的代表饮品。在老字号

运营团队的运作下，“红糖姜茶我就要寿全斋”已成为国内姜茶冲

饮消费品市场的品牌共识，并先后赢得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红

杉资本、创新工场、麦星投资等投资机构的青睐，获得多轮投资，

助推企业进入高速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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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老字号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①寿全斋入股老字号企业 

②运营和创新老字号品牌 

③创新老字号品牌中经典品类的产品或服务 

④开创或运营老字号旗下品牌和产品的天猫Tmall和京东 JD旗舰店 

⑤开拓新零售销售渠道 

⑥建立和运营老字号品牌和产品的主题工厂店 

项目联系人：林磊 联系电话：13916531007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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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上海大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大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2 月，是由创新工厂和上

海市政府管理创业基金共同投资成立的唯一一家互联网金融领域

创业公司。 

核心团队来自于中国金融领域和 TMT 行业资深人士,是一家提供钱

包解决方案的移动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 

产品简介： 

金融信息服务：公司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信息服务业

务解决方案，业务横跨消费、 理财、基金、支付、中间业务、数

据分析等领域，并在电子账户和个人金融信用管理领域处于行业领

先。 

移动化多应用服务：公司提供专业的钱包和支付方案服务，为国内

客户量身打造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需要的产品，打造互联网＋金融

的全新模式。 

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服务：公司专注于为各行业提供——账户管理运

营及增值服务，符合行业标准的各类卡账户系统、虚拟账户系统，

提供全方位的整体账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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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为顺应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当地市民卡工程建设，使市

民卡更便捷、高效的贴近市民。结合银行的发展战略，通过建设地

方市民卡生活钱包（大钱包 APP）应用互联网+金融模式，为广大

市民提供更安全、可靠的支付体验，将市民卡打造成当地市民必不

可少的“一卡通”产品。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公司拟打算在当地建立区域性的市民一卡通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忻江 

联系电话： 

18916759803 

  



 

20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京东云是与京东商城、京东物流、京东金融相并列的京东集团“四

驾马车”之一，是京东集团技术输出、赋能行业合作伙伴的主要通

道。 

产品简介： 

京东云将在区域内落地大数据应用、电商学院和企业上云等服务，

结合区域内企业的实际需求，助力当地企业数字化升级。 

一、电商学院 

京东云电商创新中心配套的电商学院，将按照当地行业需求，培养

实操性的本地化电商人才，有助于提升当地整体的电商运营水平。 

二、企业上云 

京东云是云计算时代的原住民，自身就是一个云计算的使用者，不

仅拥有技术还拥有经验。京东云在山东、河南、湖南等地助力企业

上云，深受广大企业好评。京东云作为京东集团对外技术赋能的平

台，京东云正持续将技术和解决方案带到更多企业、合作伙伴、公

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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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云对标亚马逊，和其拥有相同的基因：京东云从设计之初就是

多租户的架构，让多用户环境下使用同一套程序，且保证用户间数

据隔离。京东云拥有大量的物理服务器，通过分布式技术可以实现

更高的系统可靠性、可用性和扩展性。做云服务，每年需要千亿级

别的投入，通常要三年以上才能盈利。但是京东作为超级电商，带

动了金融科技服务、物流服务（某些友商的物流服务是外包而非自

建，不能完成数据共享）、保险服务等等，这些电商自带的场景可

以和不同行业做高度融合，从而赋能行业。 

京东云具备技术和模式创新的优势：京东云运营稳定，已发布了容

器服务、JDStack、DevOps 等 15 款云产品，涵盖弹性计算、网络、

云数据库与缓存、存储、云安全、专有云等多方面的云服务。 

企业需求： 

一、电商学院寻求支持： 

教学环境：至少 2000 平米的教学空间，以及实操性的 B2B2C 电商

平台。 

（2）京东电商学院的生源及培养对象： 

A, 本地公务员及企事业人员 

B, 退伍军人及失业再就业人员 

C, 在校大中专学生 

（3）每月一次行业交流及每季度一次的众筹活动，需要当地五金

综合体运营团队配合组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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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需求: 

1、电商学院楼房 2000 平方米，三年免租金并含装修费每平米 500

元。 

2、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企业给予政策补助。 

二、京东云 

将京东云列入当地“企业上云”政策支持范围，并使上云企业享受

政策补助。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政府能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京东

云将在区域内落地大数据应用、电商学院和企业上云等服务，结合

区域内企业的实际需求，助力当地企业数字化升级。 

项目联系人： 

罗昌盛 

联系电话： 

1360107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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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LLVISION）成立于 2014 年，旨在通

过第一视角交互，实现多维度的连接、认知与协同，推动人机协作，

服务行业领军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核心团队成员来自原谷歌、

联想、微软、英特尔和中国航天等企业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专家。 

产品简介： 

通过自主研发的增强现实眼镜和企业级操作平台。 GLXSS搭载安

卓系统，4核处理器，800万像素的索尼摄像头保证图像清晰度，内

置GPS、加速度传感器、麦克风、扬声器和16GB的闪存。 公司客

户已囊括医疗、安防、电厂及维修领域的行业领跑者。 

GLXSS Live 是亮亮视野为企业用户量身打造的第一视角人机协作

平台，通过GLXSS智能眼镜、移动客户端和观看后台，真正实现从

多个维度连接人、设备和业务。GLXSS Live方案在2017年为全球100

多家大中型企业、300多家小型企业提供超过18万次现场服务支撑，

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并大幅提高生产安全水平。 

GLXSS Force 移动警务解决方案由GLXSS智能眼镜、移动警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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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警务平台构成。方案集成了亮亮视野自主研发的离线人像识别

技术，以及高性能、低功耗的神经网络推理框架，帮助用户在各种

条件下快速准确的进行识别研判。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电子制造，汽车，石化，风电，塑料机械，食品机械等行

业有协同生产发展需求的企业以及当地移动警务需求的政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增强现实眼镜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孙耀 

联系电话： 

1880181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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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金电联行（上海）金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金电联行（上海）金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

本 1000 万。公司基于大数据理论与云计算技术创建客观信用评价

体系，是为金融与社会管理提供创新性信用服务的高科技企业、上

海市中小企业优秀服务机构。创始人范晓忻有丰富的基于大数据对

小微企业和个人进行信用评估的经验，公司核心团队成员背景实力

雄厚，对接了数家国内外知名的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公司，和民

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广发银行多家公司展开深度合作。公司共

有员工 25 人，科研人员达 8 人，拥有 15 项软著和相对应的 1 项软

件产品登记，公司在全国 500 多家客户，公司的主要产品有中小企

业信用融资服务平台、一站式征信平台、信用评分建模系统、定制

化信用产品等。 

产品简介： 

基于大数据企业征信体系的区域性产融合作全链条服务平台是一

个能辐射区域内金融机构及融资企业的信息互通平台，采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自然语言解析、智能搜索、智能决策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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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图算法等新技术，搭建以云端数据挖掘机器人、云信用计算、

云结构服务等核心技术为支撑的大数据征信模式，构建企业全维度

画像，并对其监控，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实现智能风控和数据

可视化，帮助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完成线上融资需求发布、产品选

择和线下撮合、融资交易及融后监控的信贷风险管理全链条服务。

平台尝试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建立的一个多方对等参与的信用共

享生态平台，在确保多方金融机构客户安全基础上，对用户信贷记

录共享并获取一定收益。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政府合作搭建基于大数据企业征信体系的区域性产融合作

全链条服务平台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区域性产融合作全链条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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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 

邵薇 

联系电话：1861699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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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澳马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澳马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上海澳马车辆物资采购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创建于 2002 年，最初由上海巴士公交（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专业为公交企业提供营运管理解决方案及相关系统

的研发、集成、实施，并作为运营商为公交企业运营企业定制车辆

物资采购平台（www.APEP.com.cn）。2007 年 9 月改制为股份制公司，

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知名企业成为公司股东。 2012 年，作为行业领先的智能交通系

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博康智能网络将自有的公交产品线与澳马公交

业务进行整合，成立公交事业部，专注为公交城市建设、公交企事

业单位运营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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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上海澳马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及服务，

自主研发软硬件产品包含智能公交营运调度系统、公交物资招标/

采购/仓储/供应链管理平台、机务管理平台、企业级数据中心和综

合管理平台、异构信息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公交智能调度终端、公

交车载视频监控终端、信息服务终端和通信设备。 

“公交智慧云”是公交智能分析指挥中心，对营运信息接收、汇总、

监控和处理的重要系统平台。通过数据可视化手段和公交专用矢量

地图引擎应用，基于当地公交公司数据中心的数据支撑，为用户提

供一个系统化、标准化的营运全局状况监控，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

展应用，为智能公交一体化指挥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基于大屏

幕大画幅展示的特点，在满足日常管理应用需求同时，扩展设计和

开发综合性主题化展示应用，为企业信息化建设成果宣传，行业单

位访问交流提供高效平台，进一步树立当地公交公司在行业信息化

建设过程的排头兵形象，为行业伙伴提供直观的技术标杆展示。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交管局、公交公司等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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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区域性的智慧公交云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周农 

联系电话： 

1860303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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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铂珏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铂珏科技是专业从事光电产品在线监测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服务的高新技术型公司，公司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传感及其

解调技术为依托，致力于为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先进、可靠、安全

的在线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可以为交通、电力、石化、消防、土木

结构等领域提供专业、全面的结构安全健康监测、消防感温、电气

设备在线监测和光纤周界安防监测产品和服务。 

公司已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领先的光纤光栅温度、应变、

压力、位移、流量等传感器及其解调系统，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系

统、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系统的光子传感产品系列，此外公司还有

基于物联网的无线传感技术产品系列等。分别应用于电力、冶金、

石化等领域开关柜、电缆、隧道、油罐测温和线性感温火灾报警以

及结构安全监测、光纤周界防入侵等系统监测。 

产品简介： 

光纤光栅温度、应变、压力、位移、流量等传感器及其解调系统，

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系统、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系统的光子传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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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系列、此外公司还有基于物联网的无线传感技术产品系列等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市政、城管、水位等政府部门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光电产品在线监测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范丽 

联系电话： 

13564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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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不工软件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不工的核心研发团队自 2001 年起在加拿大组建，开始了 APS 系统

的设计和算法研究。2005 年，团队把研发的一流算法和产品从北美

带到国内，联合多伦多大学、东京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等多所国内外学院研究机构，历时多年，深入全球上千家

企业，收集解决企业的运营、生产、市场面临的诸多问题后，产生

了不工智能供应链协同生产计划管理系统（ORAPS）。 

不工的技术团队来自 IBM、蒂森克虏伯、英特尔、鼎捷、金蝶等国

内外顶尖的企业级软件服务商，为中国离散制造企业带来最专业的

产品和服务。自 2006 年在国内知名大型纺织企业海宁八方布业中

成功试点，不工已经服务中国制造业超过 10 年。 

产品简介： 

ORAPS 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体性供应链计划算法弥补 ERP 的 MPS

的缺陷，计划准确性可高达 90%以上，整体计划的配置方便性与智

能预警功能使生产管理人员无需为进行人工计划调整而花费大量

时间，而是根据系统提供的造成无法达产的预警信息的指导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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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生产资源调整，从而实现产、供、销的一致目标--准时交付，

同时通过对生产环节的数据化和透明化的直接管控，提升生产效

率 、降低生产执行中的成本。 

ORAPS 历经 14 个版本的重构，已完善为今天适用于纺织服装、五

金、机械加工、汽配、塑料、橡胶、注塑、电子、包装印刷、军工

等各类制造型企业的智能供应链协同生产计划管理系统。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智能供应链协同生产计划管理系统需求的生产制造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区智能供应链协同生产计划管理系统应用与服务中

心。 

项目联系人： 

周峰 

联系电话： 

1850215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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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成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成业智能科技以经营安防产品、弱电系统集成及高新技术服务为

主，承接 cctv 和智能、安防项目和工程。  

产品简介： 

cctv 电视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门禁及停车场管理系统、光纤

通信设备、图像网络通信及远程传输产品、边检智能反偷渡系统、

智能楼宇系统、智能小区系统、酒店安防系统、银行保安系统、用

户特定控制及应用系统，销售自主研发的新型产品与系统。 

企业需求： 

需要与国内有智慧城市建设开发意愿的相关城市，和主管部门沟

通，提供适合他们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另外，还有需要与沿海集

装箱码头港口，对接相关集装箱智能装卸解决方案的应用。 

我们希望参与中西部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和港口的智慧码头建

设。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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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当地建设海尔斯装配式建筑环保产业园。 

项目联系人： 

方红星 

联系电话： 

1350172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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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飞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飞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为殡葬行业服务，并拥有

十多年殡葬行业信息化管理建设经验，是专做殡葬行业数字化、信

息化管理和咨询的专业公司，目前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上海飞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殡葬行业软件产品和行业应用软

件研发、软硬件集成、软件技术服务为核心的软件企业，并提供殡

葬行业管理咨询服务。我司获得了国家颁发的《软件企业》证书，

同时也是中国殡葬协会的理事单位。 

公司始终本着诚信立本、卓越进取与殡葬行业共同发展的经营理

念。并且不断研发殡葬行业中的创新产品。我司的系统产品符合 ISO

管理体系的要求，并且严格按照流程化管理的理念。做到定岗、定

职、 定人、节点控制、可追溯。 

公司先后承接了北京，上海及全国 19 个省市大中型殡葬单位的信

息化建设项目，为推动全国殡葬行业信息化管理建设与发展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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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有数字化殡葬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化殡仪信息管理系统、数字

化殡葬商品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化寄存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化殡葬 

IC 卡一卡通系统、数字化殡葬门禁控制系统、殡葬网站信息发布

系统、殡仪 葬仪网上视频直播、殡葬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数字

化殡葬档案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化中央控制骨灰寄存架、公墓网上

祭扫平台等，拥有软件著作权 12 项，是上海市软件企业，客户有，

龙华殡仪馆、宝兴殡仪馆、滨海古园、福寿园集团、八宝山等。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民政部门及殡葬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智慧殡葬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萧樱 

联系电话： 

1350163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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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蜂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蜂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果）成立于 2014 年，

是一家年轻的网络游戏研发和运营公司。 

公司是由一群热爱游戏的 80 后创办，由国内上市公司投资，核心

成员有至少 5 年以上的成功网游研发、运营经验。 团队致力于手

机游戏研发，依靠扎实的技术基础、热情的创业精神以及对移动玩

家的充分理解，”用心做好游戏”，是蜂果研发的原则，同时也是团

队奋斗的目标 

产品简介： 

王牌机战：领航机战时代蜂果游戏匠心打造科幻风飞行机战游戏，

指尖轻动燃情宇宙战场！颠覆经典挑战、史无前例特色系统，势将

史诗机战大作进行到底。  

浪漫音速：3D音乐跑酷之旅 社交达人竞速场蜂果游戏旗下首款 3D

音乐竞速手游，创新四键竞技玩法、Q 萌造型随心搭配，暖心家族

团体，带你超神带你飞。邀你共赴浪漫指尖之约。  

水浒乱斗：水浒世界 快意恩仇《水浒乱斗》取材自名著《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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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剧情关卡、强化养成玩法、熟悉的水浒，不一样的乱斗！与一

百零八好汉一起历经江湖浮沉，将经典进行到底。 

企业需求：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

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手机游戏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赵丽丽 

联系电话： 

13816880942 

 

  



 

41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观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观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全面信息数据安全解决方

案的高科技企业，为中国广大的行业用户提供具有国际标准（如

ISO27001、PCI-DSS、SOX404、国家等级化保护等）的信息数据安

全整体解决方案及咨询服务，并向客户提供全面安全解决方案中所

需的各项安全产品，及提供安全解决方案管理所需的管理决策平

台、安全咨询、教育培训以及卓越的售后服务。 

公司主要成员由国际知名安全公司前高级安全顾问、国内知名大学

的安全讲师组成。作为国内的信息安全咨询和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之

一，在信息安全咨询和服务方面有领先的技术实力。 

产品简介： 

1. 大数据安全分析平台：通过安全规则+机器学习，配套自适应行

为基线，关联用户与资产属性，对不同层次的安全数据进行深

入分析和智能展现； 

2. 数据安全防护产品：对所有 IT 维护操作的行为进行记录、控制

和审计；能够实时、完整地记录 IT 维护人员的操作细节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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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企业 IT 信息化系统安全、稳定、可靠地运行； 

3. 安全运维管理平台：合规检查管理平台是日常检查工作的集中

化支撑平台，支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合规检查工作的调度、执

行、核查、处置、报告功能，建立完善可扩充的安全合规管理

检测及问题闭环能力； 

4. 应用安全防护：基于网络欺骗技术的主动防御系统，通过在内

网中部署具备感知能力的探测端、管理服务端、沙盒仿真服务

端来协同联动，从而迅速阻断威胁事件，保护企业核心资产； 

5. 安全服务：观安凭多年等级保护建设的成功经验，从最佳实践

出发进行全方面的安全评估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协助客

户顺利完成等级保护工作。 

企业需求： 

目标城市：济南、呼和浩特、太原、沈阳、杭州、南京、苏州、合

肥、武汉、长沙、郑州、广州、深圳、贵阳、南宁 

目标行业：政府、公安、金融、保险、能源、交通、互联网和工业

互联网等领域 

需要当地政府协调相关机构，为工商税务注册，办公场地租赁， 高

新技术企业申请，相关政府机关关系对接，行业协会加入等提供便

利。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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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扶持政策 

发展规划： 

公司注册后，建立本地销售和技术支撑团队，约 30 人，完成销售

额 300 万。第二年公司规模和销售额按 100%的比例增长，三年后

寻求外部风险投资，同时进入 IPO 流程。五年后达到年销售额 6000

万以上。公司注册之后的第六年力争在国内的证券市场上市。 

项目联系人： 

袁雯静 

联系电话： 

1381837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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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过河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过河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于客户服务中心，

即 Call Center 相关的应用软件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的高科技企业，

是行业内的领头企业，服务于很多国内 50 强企业和互联网领先企

业，如：京东，小米，唯品会，中国平安，中国太平，美团网等。 

产品简介： 

公司产品主要为客户提供建设客户服务中心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

服务中心项目实施和监督；为系统集成商提供客户服务中心的各种

软件平台产品，方便系统集成商迅速地为客户搭建一个新一代的客

户服务中心。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有智能客服系统建设需求的企业及政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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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智能客服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严瑞 

联系电话： 

1376460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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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海万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海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为基金、证券、银行、保险、期货等

金融行业提供核心 软件研发、实施和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行业技术专家组成的研发、实施团队，该团队

长期从事证券、基金、 银行等行业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开发，不仅

掌握了最前沿的业务知识，也充分了解国内企业的 现状及需求。 

公司从成立之初进入国内证券基金行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业务规模

迅速扩大，业务模式 也丰富了很多，逐渐形成行业内围绕运营业

务的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以公司核心能力 所延伸出的项目

管理能力，面向国内外金融企业提供金融企业核心业务流程重组的

咨询与技 术服务、金融业务运营咨询服务、金融领域的业务流程

及信息技术外包服务，能够为客户提 供包括业务与技术战略，组

织架构设计，应用系统实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集成和管 理

外包服务在内的、覆盖整条服务价值链的全方位服务。  

产品简介： 

公司的软件产品包括注册过户系统、销售系统、证券管理人清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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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电子商务平台、 基金数据中心、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呼叫中

心系统等，也为国内外金融机构提供专业的软件 外包服务。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金融部门，如银行、基金、证券公司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金融软件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高华忠 

联系电话： 

1391797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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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恒升摩尔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恒升摩尔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为上海恒升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控股企业，注册资金 500 万元，成立于 2009 年。公司立足

于电子信息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业务发展，主要业务涉及金融、证

券、电子商务、网络传媒、3D 网络等行业的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  

曾经完成的软件开发项目有证券高管监管系统、基金报备系统、证

券清算系统、证券合规监管及银行基金托管清算系统等；系统集成

项目有证券营业部系统集成工程、办公大厦和商业中心弱电系统集

成及大型商业停车场库停车管理和监控系统工程。  

产品简介： 

驾驶员培训综合管理系统采用一种新的驾驶培训信息记录方法，通

过判断培训车辆的加速度数值的变化能够比较准确的判断车辆是

否处于行驶状态，并当培训车辆处于行驶状态时才记录驾驶培训信

息，使学员实际的培训信息与记录的培训信息保持一致，保证记录

的数据的真实性，有效的防止了里程脉冲信号被模拟而导致的虚假

学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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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停车收费 POS 机收费系统采用手持 POS 实现对车辆进出停车

场进行管理；对于停车的收费通过支付并保存数据。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驾校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区域性的智能驾校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施丽琦 

联系电话： 

1366174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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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博彦科技的全资子公司，自成立伊

始，一直专注于金融信息化服务，本着"技术先导、不断创新、为

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宗旨，秉持"专业、专注、专属"的经营理念，

以咨询为先导，产品为依托，服务为核心，迅速成长为综合性金融

IT 服务企业。既能与客户 一起规划增值制胜的战略，又具备全面

的整合、落地和实施能力，最大限度地帮助客户提高整体竞争优势。 

公司服务于金融机构，业务类型涵盖了咨询服务、软件产品及实施

服务、应用软件开发、运营外包服务、系统集成及增值服务等多个

层面。 

产品简介： 

1、公用事业应用软件开发实施：面向公用事业客户以及与之相关

的银行客户，提供软件咨询、研发、实施、系统运行维护外包等系

列服务。 

成功案例包括：上海房地局房屋维修基金管理系统，天津房地局房

屋维修基金管理系统，上海交行房屋维修基金管理系统，上海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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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房屋维修基金管理系统，上海银行房屋维修基金管理系统…… 

2、银行数据仓库及应用支持实施：提供了面向多家银行的数据仓

库服务，业务内容包括数据仓库规划和咨询、逻辑数据模型和物理

数据模型、数据分析和 ETL、以及系统运行的维护外包等服务。 

成功案例包括：交通银行总行数据仓库建模咨询，交通银行总行数

据仓库实施，交通银行总行 CIIS（客户综合信息管理），交通银行

总行管理会计系统数据规划和数据采集，交通银行总行综合报表基

础数据 ETL，交通银行总行历史库维护…… 

3、银行应用软件研发及项目实施：提供面向银行的软件项目实施，

包括现场与非现场审计、信贷管理、信用卡管理等系统的咨询、研

发、实施、维护系列服务。 

成功案例包括：上海交行稽核管理信息系统，交总行非现场稽核信

息系统，交总行审计管理系统……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房地局、社保局、物业管理及银行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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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金融信息化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周芸 

联系电话： 

1391639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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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佳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专注于金融行业：十余年来，专注于金融行业软件系统研发。 快

速响应的金融技术解决方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依托

对资产（财富）管理业务的长期探索和研究。 

专业的金融科技服务：金融产品管理及营销、客户关系运营及画像

分析、销售过程管控及佣金计算、全业务数据整合及智能统计、信

披合规及风险控制、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等。 

服务超过 100+家知名金融机构：上海证券、中银基金、中欧基金、

浦银安盛基金、银河基金、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海通证券资管、景

林投资、朱雀投资、重阳投资等。 客户覆盖金融细分行业 

服务过的客户覆盖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证券、期货、信托、私募

基金等金融细分行业。 

资格资质及知识产权：被评选为杨浦区科技小巨人，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双软认证，拥有自主研发的金融行业软件及数十项

软件著作权及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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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营销服务平台：营销服务平台旨在帮助基金资管机构加强营销管

理，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实现业务增长，平台由 CRM 及客户服务

两大产品组成。 

基金资管业务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结构复杂，佳锐 CRM 系统着

力从营销、销售、服务角度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对市场营销、销

售过程、客户、个性化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合力管控，从而

提升企业价值。在公司外部打通了不同市场、机构、价值链环节间

的壁垒，在公司内部打通产品、业务界面、组织之间的屏障，对不

同风险度的产品和客户实施差异化定价，将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切

分、重组，以实现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合理匹配。客户服务平台主要

通过短信、邮件、电话、传真等工具，维护并发展客户关系而进行

的各项服务工作，以此提高客户满意度。 

运营及监管平台：监管上报系统包括资管月报（上报 CISP 平台）

及专户/资管产品报表两大类，解决了手工易出错、数据来源分散、

处理量大耗时的难题，提高基金资管机构上报的效率，反洗钱系统

针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管理办法》、235 号文件、CRS

等最新法规的要求进行部署，保证金融客户的合规运营。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金融部门，如银行、基金、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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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金融软件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周举纲 

联系电话： 

1332186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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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甲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公司主要致力于 GSM/GPRS/CDMA/ WCDMA 移动终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一家具备年研发百余款手机设计能力的移动终端方

案提供商。我们主要的研发人员拥有平均超 6 年的丰富专业经验，

能提供从软件设计、硬件设计、工业设计、结构设计、测试到生产

制造的全套移动终端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一支技术过硬，富有团队合作精神，朝气蓬勃的研发队伍。

并密切关注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在与国际著名的软硬件厂商紧密

合作中，借鉴吸收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来不断完善自我，以增强公

司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实力，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力争在未

来为客户提供最优秀的移动终端解决方案以及产品 

产品简介： 

GSM/GPRS/CDMA/ WCDMA 移动终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能提

供从软件设计、硬件设计、工业设计、结构设计、测试到生产制造

的全套移动终端解决方案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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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当地移动终端生产制造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移动终端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陆海燕 

联系电话： 

1391761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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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君士德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君德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发展。旗下拥

有：全资子公司——湖南君士德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湖南君士移动互联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两大业务：系统集

成、互联网平台研发与服务（校车安全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公司现有员工 120人，包括高级工程师，高级项目经理、架构师、

资深行业专家和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专注为客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

案。与国防科大联合研发“湖南省校车安全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是为湖南省校车动态监管量身定制，首创成为国家标准级专业校车

监管平台，将为全国校车动态监管平台创立国家标准。 

产品简介： 

(1)系统集成。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大型三甲医院、城市综合体、

政府办公大楼、高校智慧校园、五星级酒店、超高层写字楼、森林

防火、旅游景区、高档住宅等信息化解决方案 

（2）校车平台。独家打造高标准的校车安全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全程监管超载、乘员遗留、超速、驾驶员身份认证、非规范驾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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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套系统通用，实现全省校或全国车监管（3）智慧民生。农

业农村阳光移动信息化平台,依托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专为农民打

造的集农村移动政务、移动服务、移动电子商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信

息平台。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教育部门 

二、政策扶持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建立智慧校园研

发基地。 

项目联系人： 

董小玲 

联系电话： 

1381753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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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缆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缆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电缆行业、软件行业、机械自

动化行业及金融行业成功企业家联手打造的新兴企业，致力于引领

电缆制造行业信息设备智能一体化新技术潮流。 

产品简介： 

电缆制造行业信息设备智能一体化生产制造管理系统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当地电缆制造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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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当地建立电缆制造行业信息设备智能一体化生产制造管理系

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崔媛 

联系电话： 

1502666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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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乐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乐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公司致力于将 AI 前沿

技术赋能各垂直行业客户， 提升用户使用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挖

掘更多客户价值。服务电商、政务、金融、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 

产品简介： 

“乐语助人”客服机器人：以全栈式电商知识图谱为底层，专注于

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行业应用，是一款可自动应答、能深度

训练对话、完美协同人机交互的 AI 客服机器人。为客户保证优秀

的购物问答体验，降低客服人力成本，提升店铺营业绩效。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智能客服系统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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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智能客服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赵珺 

联系电话： 

13916645235 

 

  



 

64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理洲工贸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理洲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经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生产贸易公司。我公司主要经营智能电器产品及其配套解决方案，

工业插头、插座、电线、电缆、欧美型延长线、等产品的进出口业

务。我们也提供进出口，采购代理的服务。我们不仅是生产商，而

且也有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我们有独立的技术检测中心和经验丰富

的销售团队。我们秉承着真诚，认真，严谨的态度，为您提供优质

的，专业的国际贸易服务。 

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要产品有：电能表、水表、燃气表及智能插座、仪表检测

设备、塑料车身及部件、工业插头及插座、欧美插座及插头、LED

系列灯产品等。销往至欧美市场的产品都符合相关的质量标准和环

保要求。本公司与与多家零售商，经销商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有智能電度表,智能水表和智能燃氣表需求的电力部门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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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智能電度表,智能水表和智能燃氣表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王心茹 

联系电话： 

1391662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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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领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领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LeaderSoft )主要致力于工厂自动化集

成和工业软件开发等一体化解决方案。目前是汽车总装、涂装、焊

装等工厂车间自动化装配设备及机器人集成和工业软件开发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目前拥有总装车间最新的车辆检测技术解决

方案，总装车间质量管理系统 QOS，总装车间 MES&PAS 等装配防

错系统。公司还专业从事胎压监控系统 TPMS 设备标定, AM/FM 收

音机信号强度测试, 蓝牙信号,强度测试, 车辆 360 度摄像头标定，

车辆空调温度检测系统等汽车总装。 

产品简介： 

公司核心产品 360 度全景摄像系统标定站、总装工厂拧紧履历管理

系统、拧紧机数据采集和控制防错软件、汽车 TPMS 检测装配线管

理系统、汽车总装线 ECU 安装防错软件五大产品在行业内无论从

技术还是市场均处于领先水平，并且有效地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这些

产品的垄断，实现了国产化，有效地提升了国内汽车生产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 



 

67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汽车生产制造企业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汽车总装、涂装、焊装等工厂车间自动化装配设备及

机器人集成和工业软件开发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王宏杰 

联系电话： 

1391753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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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墨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墨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1100 万元。

为广大的消费者、经销商、厂商，提供一个企业级以工作为主题的

消费类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产品简介： 

基于小数据+泛运算+零售配送的一种新型网络服务技术，简称泛电

子商务交易产品  

国内零售商大约有4000万户，他们分布在社区、路边、写字楼及其

周边。他们把又多又杂的商品集中在一起，为客户提供零售服务的

一种经营方式。又多又杂简称“泛”。泛也是零售商经商的唯一方

法，也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墨盾网团队历经5年的一线模拟，成

功提炼出零售商的数据类型为小数据、同时发明了处理小数据的泛

运算服务器和零售配送方式，并申请了发明专利。 

墨盾网推出的项目有品牌商城、环保中心、采购咨询、工作社区、

站内搜索。帮助用户及产品商通过墨盾网快速匹配。墨盾网的目标

市场是工作人群，合作关系是厂商。在严格的品质监管下，诚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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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担保诚信模式。可为用户提供从商品售前匹配、售中配送、

售后服务的全程企业级信用保障。在墨盾网购买商品不仅价格低

廉、质量稳定、而且轻松放心。我们力争建设一个综合性的、专业

化的、最大的工作主题消费网站。 

企业需求： 

本项目需要配套产业基金 1.372 亿人民币，预计 3-5 年上市。经过 5

年的实际研发，目前拥有 4 项发明专利、10 件软著，还在不断的推

出新的发明专利，2017 年营业收入 7793 万。本站设计交易额 9.3 万

亿每年，未来佣金收费每年 930 亿 RMB。预计上市后每年会给注册

地带来 300-400 亿税收。全国已有 23 个站区，520 位合伙人，商户

和会员超过 25 万人。现需要一个具有产业基金的园区，让我们汇

聚一起，共同实现梦想。 

未来 1-5 年大约需要可容纳 3-5 万名高端技术人才的配套场所 

发展规划： 

预计 5 年上市目标：第一期 1.4 亿美金、预计营收 67.2 亿美金；第

二期 10.22 亿美金、预计营收 490 亿美金；第三期 200 亿美金，预

计营收 9600 亿美金。 

项目联系人： 

沈涛 

联系电话： 

1592111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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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纳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纳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3年 4月，在全国城市公

共交通改革深入发展时期应运而生，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公交系统车

载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的企业。纳

儿公司衷心服务于公交企业、客车制造企业和长途运输企业。 

   纳儿人正凭着“真诚服务、追求完美”的理念及自身雄厚的实

力、优质的产品、严谨的专业态度服务中国市场，面向全球市场，

并积极寻找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公司于 2011 年

与瑞典公交电子产品产业巨头公司合作，研发生产公交“客流统计

系统”，目前已在上海公交批量使用。 

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经营：客流采集器、一体机、CAN 总线、车载监控系统、

自动报站器、客流分析软件、等六大类一百多种产品。公司拥有专

业资深的研发人员、一流的研发工作室、先进完备的生产设施、严

格的工艺流程及品控管理，这些优势都是‘纳儿’产品的有力保证。

与上海大学等高等院校通力合作，有力地保证了‘纳儿’产品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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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进程。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交管局、公交公司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智慧公交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汪玲 

联系电话： 

1891878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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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欧开股份”  股票代码 

833038）是一家专注于建筑装修装饰行业的企业。2014 年初，欧开

股份引入互联网模式，企业积极寻求转型，将自身原有业务与互联

网结合，衍生出 OK 快修、唐诚装潢和唐诚仓储三大业务版块。同

年完成了企业转型，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2015 年 8 月 3 日，

在新三板成功挂牌。 2016 年加大投入，推出 057 领我去新生活、

OK 套装、OK 快办，互联网家居生态圈雏形打造完成。 

产品简介： 

OK 快修网由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唐诚

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是目前上海最具权威的家装及商

办装修的维修行业平台，致力于家装及商办装修电子商务业的发

展。  

经过数年筹备及建设，主要服务于：老百姓家装维修、老大楼整体

修缮和品牌旗舰店修缮。  

从创立至今，OK 快修网建立了完善的快修施工标准，服务标准等，



 

73 

致力于扩大家装维修在互联网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企业整体发展，

有效地结合线上线下的影响力，最终为快修行业融入互联网时代做

出最强力的支持。  

OK 快修网力求为用户创建一站式的家装维修体系，创新的商业模

式集合了产业链所有的关键元素，从报修到上门维修，从施工服务

到售后服务，OK 快修网提供了全面的维修服务，真正做到了不出

门，解决所有家装及商办装修故障。 公司拥有装修一级资质，安

全可信，3 月保修服务，千元以内先修后付等一系列服务的完善，

OK 快修在为打造一个互赢的家装及商办装修网络平台不断努力突

破。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建立区域性的 OK 房屋快修服务中心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策，公司

拟打算在当地建立区域性的 OK 房屋快修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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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平 13003233876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鹏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鹏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金 200 万元人民

币。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上海鹏航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法人是李威，主要面象—市场，客户群为—。员工人数 200

人，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发展中树立起良好的社

会形象。凭借专业的水平和成熟的技术。公司将始终坚持“质量第

一，信誉第一”的宗旨，以科学的管理手段，雄厚的技术力量，将

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机制，适应市场，全面发展。鹏航航空是一家

中国航空电子商务平台，致力于航空在线交易市场全航空供应链平

台的建设，致力于开发大中华地区及海外航空市场。 

产品简介： 

公 司 核 心 业 务 是 通 过 整 合 一 系 列 资 源 ， 包 括 网 站

www.ROCaircraft.com、航空电子资讯、采购资讯、行业活动、高峰

论坛及展览会，为大中华与世界各国的航空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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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

全球航空产业互联网跨境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李威 

联系电话： 

1356412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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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赛图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赛图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市注册的一家专业从事

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的高科技企业。专业从事行业性大型应用软件

产品研发、移动商务领域开发、嵌入式开发、软件工程咨询和解决

方案、的产、研一体化公司。 

公司专业致力于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为企业级用户提供 IT

产品、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结合客户具体的业务需求为客户定制

提供 IT 系统全方位的策略整合。公司目前同时在大力扩展一些服

务领域项目，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产品简介： 

公司在位置服务、移动互联、安全、电子取证产品（代理海外产品）、

云终端产品方面卓有建树。历经多年的潜心研究，凭借强大的技术

力量、领先的商业理念和敏锐的市场意识，在位置服务方面我们成

功地开发出了系列 GIS应用产品；在移动互联应用、云终端产品方

面也拥有了自主研发的先进产品；并在众多大型 IT 应用开发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为政府、运营商、石油化工、商业企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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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集成商等客户成功实施了众多大型应用项目。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有位置可视化、GIS、云储存网关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可视化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张欣 

联系电话： 

135016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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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瞬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瞬得信息是一家专注于智能零售系统的研发和创新的公司，一直致

力于为零售行业运营商提供专业、完善的一体化运营平台和整体解

决方案。 

产品简介： 

提供智能无人零售货柜产品、安装及使用培训 

提供全套软件及使用培训 

提供 RFID 标签及使用培训 

企业需求： 

1、需要对接江苏、上海、浙江的“菜篮子”工程办公室 

2、长三角农业产品龙头企业，特别是在蔬菜、水果、生鲜领域有

意向在社区开展无人零售业务的企业。 

3、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4、产业引导基金 

5、税收减免 

6、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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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

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智能无人零售货柜产品的应用与服务中

心 

项目联系人： 

王钱佳 

联系电话： 

1730214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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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霆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霆峰计算机机房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注册资金 3080

万， 是一家以机房建设为主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浦

东陆家嘴东方路，在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设有分公司及办事处。业务

涉及政府、金融、保险、税务、教育、企业、外企、卫生、广电等

行业与部门，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是上海一体化机房建设领域最

成功的集成商之一。 

目前公司已取得《电子和智能化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一级》、《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二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专业承包

三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安全生产许可证》、

《ISO9001 质量认证》、《Tfurse 软件著作权证》、《高新技术企业》

等资质证书。公司以上海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客户遍布全国各

地。  

成立至今，公司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成功案例及客户资源，也频频取

得各类骄人的成绩，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连续六年年获得由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机房设备应用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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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中国机房工程企业 30 强”称号，并于 2009 年获得“中国

计算机用户协会机房设备应用分会理事单位会员”，2011 年获得“上

海市智能建筑建设协会会员”及“浦东新区先进单位”，2016 年获

得“数据中心项目实施优奖”，2016 年获得“中国数据中心最具成

长力企业奖”，2016 年获得“年数据中心首选品牌”等各项荣誉。 

产品简介： 

上海霆峰计算机机房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建筑智能化系统建设

和行业信息化系统定制业务。公司业务链涵盖设计咨询、软硬件开

发、系统集成、管理运维等全过程，属于智慧城市行业综合解决方

案范畴。 

（1）基于三维立体技术的嵌入式无线机房远程动力实时监控系统。 

（2）智慧园区建设。 

（3） 工业“云能效”远程能源托管平台。 

（4）大规模数据中心云化架构环境下的自动化运维管理平台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有机房监控及运维需求的企业和政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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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智慧机房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陆炜熙 

联系电话： 

1390173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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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先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先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计算机通信领域产

品集成开发﹑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坐落于以高新技术为

导向的产业基地-多媒体开发区，拥有最富有的电信和网络信息资

源。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先后研发、推广了一系列适合国内国际市

场的高科技产品，软件产品涵盖语音、传真、邮件、短信等多媒体

通讯产品，提供给客户高性价比的 CTI 产品。主要包含 IVR 服务、

座席服务、录音系统、 CTI 系统、 CRM 系统和 KBMS 知识库

系统等。 

  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公司凭借良好的信誉﹑一流的服务﹑资深的

行业经验﹑雄厚的技术实力，成功地将产品推向金融、运营商、政

府机构、制造、服务等行业领域。产品服务覆盖包括上海、江苏、

云南、广东、新疆等多个直辖市、省、自治区，公司也在重庆、广

东等多个区域设立了办事处，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使各企业公司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并巩固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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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支年轻、富有激情和战斗力的销

售团队，与金融、运营商、政府机构、制造、服务等行业单位建立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提供高质量的软硬件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赢

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拥有核心成员均具有 8 年行业经验的专业管

理团体与训练有素、专业高效的技术团队。 

  上海先峰是一家由专业研发、专业管理、销售服务的高素质人员

组成的团队，我们为企业提供多媒体通讯和企业管理业务整合的整

体解决方案；客户服务中心项目实施和监督；为系统集成商提供客

户服务中心的各种软件平台产品，方便系统集成商迅速地为客户搭

建一个新一代的客户服务中心。我们永远坚持着为实现提供专业呼

叫中心(Call Center)解决方案的追求，我们致力于可获利和可持续的

成长。并通过卓越经营和革新技术实现上述目标。为提高客户满意

度，我们通过不断进步和团队协作保证准时交付极为可靠的产品。 

产品简介： 

外包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 140 多个国家，服务全球三分之

一人口。其中，广东电信呼叫中心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外包呼叫中心

平台，业务已实现跨区域发展，覆盖广东全省、北京、福建、大连、

香港等区域，承接中国国内及海外外包业务，具有超过 7000 座席

的外包服务提供能力，服务于 11 个行业的著名企业，包括广州各

政府部门、广发银行、惠氏医药、友邦保险、P&G、百度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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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智能客服系统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智能客服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董烨 

联系电话： 

1891869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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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新浩艺软件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新浩艺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公司立足上海，面向全

国网吧市场，致力于信息管理系统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并发展媒体

以及增值业务，是一家集互联网娱乐平台研发和运营于一体的综合

性软件企业。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公司拥有 Pubwin

网吧计费系统、信佑网吧管理系统等针对网吧行业的全线产品，产

品覆盖全国，也成功进军海外市场。公司获得上海市“专精特新企

业”称号与“高新技术企业”等殊荣。新浩艺致力于务实创新发展，

满足客户需求，承载社会责任，争做一流企业，以积极进取的心态

来迎接互联网+时代新的机遇与挑战。 

产品简介： 

涉及网吧综合管理系统为网民在网吧高效便捷地获取全面及时网

上娱乐和应用提供“一站式”接入平台，实现网吧信息化管理，加

强网吧监管；自动还原更新等功能实现电脑软硬件保护，降低统损

害及网吧维护成本；三层更新技术，实现海量娱乐、视频、音频等

互联网内容实时自动更新。基于云服务的网吧经营管理方案，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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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据进行实时云存储，杜绝营业数据被篡改，保障网吧账目安全。 

涉及泡泡游戏加速器系统为网吧游戏网络在提供高速、稳定的国内

高速专线服务的同时，对特定有游戏数据协议进行加密传输从而减

少运营商劫持导致游戏异常的问题出现，确保游戏玩家良好的游戏

体验。 

企业需求： 

对接当地有意向通过网吧进行广告推广的企业 

发展规划 

寻找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项目联系人： 

彭海荣 

联系电话： 

1376447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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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新联纬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新联纬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企业注册资金人

民币 1000 万，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连续 9 年被评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近年被相继评定为上

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型)企业并

已通过专家验收、上海市专利示范企业、上海市创新示范企业，上

海市合同信用 3A 级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上海工人先锋号、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企业获得通过 ISO9001：

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认证颁发

的《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甲级资质》和《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施工

二级资质》。 

上海新联纬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化建筑领域的

设计、研究、生产、集成、维护。其研制生产的“客流眼”智能视

频识别系统、宽带无线网络系统、AVS 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

EMS2000 能源监测分项计量系统在业界享有声誉，并占有一定的市

场分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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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楼宇智能化视频及监控系统、智能型人流检测和预警系统、微波天

馈产品、网络路由产品、多媒体信息自动发布系统。公司产品应用

于上海科技馆、崇明县体育中心、外滩滨水区、田子坊、新天地等

上海标志性旅游景点，主要客户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花园饭店、瑞安新天地物业等，

用户回馈反应良好。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有客流统计、分析、预计、疏导需求的政府部门及旅

游景点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客流眼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贺凌云 

联系电话： 

135018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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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新朋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新朋程是一家专业从事职业教育信息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

一流的研发实力和行业口碑，长期以来我们以校企深度融合模式与

我们的用户共同发展，凝聚行业精英资源设计研发有引领价值的优

质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搭建良好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积极参与职

业教育领域的重大赛事、活动和会议，逐步建立了品牌凝聚力和影

响力。目前新朋程已成为国家职业院校多个信息化系统规划建设的

专家咨询服务团队，未来我们有志成为全国领先的职业院校信息化

应用服务伙伴，用我们的技术技能和对职业教育的责任与热情，为

更多院校的教育教学助力。 

产品简介： 

拥有 20 多项自主软件产品，成立至今已与全国 500 多所职业学校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资源遍及 50多个专业，获得全国各类奖项、

资质及证书 30 余项。主营各类教学信息化管理与应用软件、数字

化校园整体集成、教学资源及课程设计开发、教育数据挖掘及评估

评价体系设计、师资技能提升培训、未来教室和创新实验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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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等综合服务业务。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教育机构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智慧教育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梦嫣薏 

联系电话： 

1891711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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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歆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歆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主

要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领域内的四技服务，计算机

网络工程、大数据预测分析与犯罪预防等业务，客户群体稳定，业

务发展趋势良好。 

产品简介： 

特殊人员线索挖掘智能分析系统向公、检、法等行政执法部门提供

移动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特殊人员行为关系数据采集及分

析服务，ADB 模拟信息交互技术，实现了系统自动化采集，采用云

取证技术实现了数据快速存储、读取、还原，采用基于 SQLITE 空

闲碎片的删除数据定位技术和于模糊主键的 SQLITE 数据恢复技术

实现了缺少数据还原，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模型，通过信息整合、数

据标签和关系聚合等大数据处理技术，实现人与人多种关系（多达

20 种关系以上）构建的网络下，在亿级人员数量情况下，快速对分

析群体对象的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及经济关系进行深度挖掘分析，

进一步提高执法部门在违法线索发现和涉案对象研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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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公安部门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特殊人员线索挖掘智能分析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叶敏 

联系电话： 

1337198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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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渲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公司是 BIM 行业中世界上第一家实时、安全、低成本的区块链 3D

渲染服务公司。 

产品简介： 

我们知道，现有的云渲染行业的痛点是一方面购买设备十分昂贵，

另一方面大量闲置资源未充分利用，企业需要更加低成本的解决方

案。因此，我们的愿景是为现有的行业痛点提供一种基于区块链的

解决方案。通过基于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的系统来分配现有渲染服务

的框架。我们将在当前的区块链上建立模型，以连接正在执行渲染

任务的用户与具有空闲 GPU 的人员来处理渲染。用户将向执行渲

染任务的个人发送 token 积分，以便于执行事务和运行渲染网络。

token 系统创建了一个更高效、功能强大且可广泛扩展的渲染网络。 

分布式渲染模型是令人信服的，因为目前的系统许多方面效率低。

大多数开发人员的 GPU 在不执行渲染工作时处于空闲状态。通过

利用渲染网络生态系统，开发人员可以选择通过执行渲染来交换渲

染 token，让其空闲的 GPU 产生利益，从而将其转换为加密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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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货币。这种基于区块链的渲染网络可以促进在对等的基础上有

效、可靠和可获利的时间戳任务渲染。 

同时，用户将通过智能合约和独特的钱包创建与以太坊区块链连接

的帐户。通过提供渲染设备，积分自动存储在他们的帐户中，用户

能够在网络上交换这些积分，用于各种渲染和流媒体服务，当然也

有升值的价值。在这种交换期间，网络将发送 token 智能合约请求，

以便与双方- 处理渲染的个人或服务商以及请求渲染服务的人员-

进行交易。工作费用将按照渲染令牌进行计算和确定。 一旦分配

的渲染工作完成，智能合约就会将资金转入账户。一旦完成这个过

程，用户将能够将其 token 撤出/进入以太坊，并（如果他们愿意）

将其转换为法定货币。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实时、安全、低成本的区块链 3D 渲染服务需求的政府和企

业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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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区块链 3D 渲染服务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凌霄 

联系电话： 

1861829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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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亿鼎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亿鼎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制药、食品、

化工、汽车等领域提供高科技厂房的厂务工程及系统解决方案的专

业公司，注册资本 RMB1000 万元。目前管理人员已超过 65 人，其

中高级管理人员 18 人，高科技科研事业人员 5 人。亿鼎先后服务

于宏力半导体厂、日月光集团(上海)、台积电(中国)有限公司、华润

上华等多家大型企业,遍布中国多个地区。 

产品简介： 

亿鼎拥有完整的高科技厂房支援系统专业规划、设计、实施及解决

方案。至 2010 年，公司已经发展成工厂设备制造、销售，系统规

划、设计、咨询、监造、整合、安装建设、售后运行服务为一体的

集成企业。企业合作伙伴几乎遍及中国半导体及太阳能行业，专业

的系统设计整合能力，高效的建设管理团队，卓越的服务精神和不

断创新的技术，为客户创造稳定，持续，不间断的系统保障。亿鼎

拥有着雄厚的市场运作实力和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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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中国半导体及太阳能行业有厂务系统需求的政府和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中国半导体及太阳能行业厂务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宋庆林  

联系电话： 

1862186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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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奕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奕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电信天翼创投旗下的创新企业，

成立于 2013 年，公司负责人梁笃国是原中国电信上海院产品总监、

教授级高工、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公安部安标委（TC100）委员、

交通运输部智能交通标委会（ITS）专家。奕行公司专注于智能交

通、智慧旅游、客流监测预警及停车场智能管理领域的产品及服务

提供。奕行公司源自中国电信，中国电信是奕行公司的重要股东，

奕行公司可以很好的借助中国电信的资源，在业务拓展上又具有很

大的自主灵活性。 

上海奕行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上海地区、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交通信

息服务领域的信息服务提供商、智能交通/智慧旅游解决方案提供

商。我们将通过对运营商手机数据的采集分析、实时交通视频路况

信息的聚合及对视频画面的智能分析等多种手段，借助我们的核心

算法，为公众上班出行、节假日出游提供实时准确的路况信息和出

行建议。用户用了“奕行”服务，就可以在拥堵的车流和人流中“长

了翅膀飞行”，避开拥堵，快乐出行，真正享受旅游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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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1）智能视频客流分析系统：根据国家旅游局对健全 A 级以上景

区大客流预警机制的建设的要求,对进入景区主要出入口的客流统

计并通过客流系统专用线路将视频图像传输到嵌入式客流分析终

端 设 备 上 进 行 客 流 分 析 ， 并 将 分 析 结 果 通 过 网 络

ADSL/WIFI/CDMA)上报本地数据/报表服务器。 

（2）基于运营商大数据的交通信息服务：目前中国电信的手机用

户数量已经超过 2 亿，其中 3G 用户超过 1 个亿，每天产生的数据

量近 500T。上海奕行基于海量手机用户数据结合独有大数据运算处

理方案，形成了一套可以展现全公路网的实时交通流量信息，集信

息采集、信息分析和信息发布为一体的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添补

了现有方案无法全网覆盖，造价成本高的市场空白。 

（3）智慧旅游/智慧交通：以提高游客服务水平为根本出发点，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景区视频监控系统，对景区、服务区主要集散点人

员、车辆流动实施全天候、全方位 24 小时监控，达到加强景区的

监督和安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使旅游区工作管理更加规范化、

科学化、准确化、智能化、信息化，为旅游区安全高效的工作做好

有力保障。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景区旅游服务品质，并且还可以提升

景区旅游形象。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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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有智能交通、智慧旅游、客流监测预警及停车场智能管理领

域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智慧城市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梁笃国 

联系电话： 

1891858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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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英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英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网络音视频产品的研究、应

用、生产、销售，为用户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客户培训等全

面的解决方案。经过近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完成的研发产品有基于

Internet 的多媒体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基于 MPEG-4 压缩的嵌入式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全智能数字监控系统网络嵌入式硬盘录像机，

目前公司研发团队正全力开发本项目产品，智能化大型联网监控管

理平台、动力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公司目前共获得软件著作权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客户，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机要

局、公安部三所、交投信息、上海公共卫生中心、英华达、南京航

道局等。 

产品简介： 

基于三维立体技术的嵌入式无线机房远程动力实时智能监控系统

以机房环境的监测、管控、异常情况预警和报警及辅助决策处理为

目标，采用嵌入式主控技术技术、三维立体技术、RFID 射频技术、

电力调控实时信息技术、无线远程技术，实现了对机房五遥（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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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信、遥控、遥调，遥视）的管理功能。通过三维立体技术准确定

位，改进现有系统有线连接布线安装繁琐及拓展性问题；利用嵌入

式主控技术有效解决机房环境检测独立，无法进行集中检测，数据

信息融合度不高且系统无法对异常情况作出合理的处理及决策问

题；通过 RFID 射频技术解决了因机房设备因各自厂商有各自不同

的监控方式与标准而造成的机房内监控难度大、设备资源清查与实

际不符的问题，有效的节约了资源；利用电力调控实时信息无线远

程监视技术实现电力自动化状态的实时传输，可利用电力自动化机

房集中监控装置和手机系统对电力调控实时信息进行查询。真正实

现“智能化”机房系统监控。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有机房监控及运维需求的企业和政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智能 机房应用与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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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 

陈小明 

联系电话： 

1861610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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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祐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祐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专注于物联网技术及服务，科学

家团队来自法国、美国的专业团队，曾就职于博世等知名企业。商

务团队来自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运营商。我们为客户

提供包括物联网模块组、物联网流量、物联网云以及相对应的各种

服务。宗旨是让我们服务的客户专注于自己的产品，把物联网相关

的问题交给我们去解决。 

产品简介： 

祐云私有云是针对”万物互联”场景提出的，解决高并发、高流量

费问题的物联网云平台。通过对物联网联网芯片的研发和改进，使

其具有适应物联网应用场景的 AI 能力，如自适应联网能力、链路

数据压缩能力和安全增强加密协议等。同时配合对现有的云资源的

深度合作和定制，打造了全新的流量计费方式，提供了端到端的

IaaS、PaaS 能力，能极大的降低物联网的流量成本，提供帮助企业

用户轻松驾驭高并发场景的能力。同时针对中小客户初创企业，提

供开源的芯片计算能力、物联网发现协议等基础物联网连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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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提供云到端的一键部署、一键升级，端到云的高并发连接的管

理等整体解决方案。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医疗机构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物联网链接设备管理平台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赵强 

联系电话： 

1861652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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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绽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绽点团队来源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于 2016 年，实收资本 100

万，提供数字营销、互联网产品、工业产品、消费产品设计开发及

用户体验工程咨询等服务，公司技术从在网页端运用三维技术的

webgl，到跨平台设备上应用三维、粒子、VR、AR 等技术的 Unity

开发，结合创意设计进行效果展示。 

体验技术方面从 iOS、Android、PC、Mobile Web 端进行跨平台开发，

在产品设计方面，从技术、体验、视觉方面，拥有多年的用户体验

研究、咨询、落地的项目经验，并在创业产品的经验支撑下，给予

产品相应的商业模式上的引导的“一站式”完整服务，客户有奔驰、

宾利、广汽、上汽、香奈儿、欧莱雅、百特、强生等。 

产品简介： 

绽点提供全方位的产品服务。包括产品策略、用户研究、交互与界

面设计到多平台开发。专注于移动 App 的设计与开发，并在数字展

会等大型数字互动项目上也有深入研究。经验丰富的产品和设计团

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方向，强大的 Native 和 Unity 开发团队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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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与创意提供了有力支持。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通过与当地高科技园区，大型展览馆，汽车产业园，汽车企业，帮

助用户实现产品用户体验研究、咨询、落地以及互动展示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

工业产品、消费产品设计开发及用户体验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张小芳 

联系电话： 

136019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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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制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制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浦东金桥开发区，是一家

专门为生产制造型企业服务，专业从事制造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的高

科技公司。专注于为生产制造企业打造信息化工厂、智能化生产提

供服务。 

产品简介： 

制程大师制造信息管理系统（简称制程大师 MES）是上海制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依托制程大师 MES 系统平台，针对客

户环境和需求的特殊性，进行定制化开发。是面向所有生产制造企

业的，基于生产过程的精益生产管理系统平台。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有制造信息管理系统需求的生产制造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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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制造信息管理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马迪 

联系电话： 

1500219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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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智幻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智幻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华东师大科技园的一家新兴高

新技术企业，现拥有一支年轻有实力的高学历高新技术人才团队。

公司以研发高科技技术项目和高科技技术产品为主，同时跟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东华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实验室强强合作研发国家高

端的新技术。公司拥有多项研发专利技术、软件著作 权和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智能产品。 

目前公司主要以成熟的多媒体互动展览展示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

虚拟现实技术为主，并辐射国家重点实验室，军事以及各项技术项

目研究，以此推动公司不断发展强大。公司秉承专业、诚信、服务

至上的理念，为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不断努力。 

产品简介： 

影院系统、互动展示系统、增强显示系统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有影院系统、互动展示系统、增强显示系统需求的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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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增强虚拟显示技术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李艳玲 

联系电话： 

158019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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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中智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中智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4 年 12 月，注册资金

500 万，是一家专注于医院信息管理软件产品开发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目前设有专门研发机构，拥有一支专业技术强、实践经验丰富

的技术团队，已研发出几项重要科研成果：住院系统、药品管理系

统、中智医院信息管理软件 V1.0 及中智医院信息管理软件 V2.0，

后两项都申请取得了计算机软件着作权。公司还拥有一支既懂技术

又懂市场开拓的销售团队，具备很强的市场营销推广能力，公司人

员总数也由成立时的 6 人发展到现在的 41 人。就整体状况来讲，

公司目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公司将在已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自身的优势，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壮大创新团队，增强公司实力，

努力发展成为业内较具品牌影响力的医院信息管理软件供应商。 

产品简介： 

医养结合一体化平台将医院、养老机构数据互通，互享，互联，融

合互联网、蓝牙技术、云计算、3G 移动通讯、大数据挖掘分析、

远程会诊、音视频传输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技术参数统一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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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标准化、专业化、亲情化的健康检测、分析、评估、干预等

服务，依据对采集的各种数据及趋势图表的智能分析，提供健康评

估和养老建议，医院可根据养老机构提供的老人健康数据，有效进

行病情分析、病情诊断，提供健康在线咨询，视频健康讲座。同时，

养老机构根据老人医院就诊结果，定制合理吃药提醒，护理服务，

康复治疗，为医养结合提供了从就医到养老的一体化云服务平台。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医疗机构及医疗卫生部门 

二、政策扶持 

专项科技政策扶持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智慧 医疗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叶天军 

联系电话： 

1500018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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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卓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上海卓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研发、市场、销售、技术、客

户服务与储运等多个部门组成的专业从事智能化周界防范报警系

统产品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领先的周界报警系统供

应商及安防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可靠的周界报警系

统产品和安防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简介： 

智能化周界防范报警系统产品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有智能化周界防范报警系统产品需求的政府和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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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智能化周界防范报警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张瑶 

联系电话： 

1891828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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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释普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iLabService 成立于美国新泽西州，总部位于上海，并在杭州、硅谷

设有办公室是一家专注于助力各行业实验室运营管理数字化转型

的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公司。 

产品简介： 

iLabService 使用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简化实验室运营管理，节约

时间和成本。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实验室数字化需求的科研部门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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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实验室数字化运营管理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李康 

联系电话： 

1590075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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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万维云视（上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万维云视（上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立体显示技术领域，是

一家科技驱动型互联网公司。 万维云视从事研发裸眼 3D、VR、

AR 等立体显示设备，以及立体内容制作与转制等相关配套产业，

为用户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立体显示整体解决方案，旨在打造完整

的立体显示生态圈。 

产品简介： 

万维云视裸眼 3D 产品，以领先的裸眼 3D 立体显示技术，在广告

传媒、展览展示、科研教育、 科普、医疗、地产、娱乐等不同领域

的应用，给观众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及全新的感官体验。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 3D、VR、AR 等立体显示设备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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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 3D、VR、AR 等立体显示设备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张志成 

联系电话： 

1801865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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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唯智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唯智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中国成立

较早，规模较大的智能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领军企业，同时也是中国

专业的供应链 SAAS 公有云平台（物流链）的运营商。 

专注于物流链全程管理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供应链决策、供应链咨

询、供应链执行、以及供应链优化等领域。唯智凭借丰富的行业经

验和专业的 IT 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以最优质的服务助力客户使用

信息化手段提升物流管理效率、节约成本、为全面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创造价值。 

产品简介： 

云 TMS 运输管理服务：物流运输的全程监控。 

云 ROS 路径优化服务：统筹规划路线，节约运输成本。 

云盒追踪服务：货物的在途信息管家。 

云 WMS 仓储管理服务：基于供应链的仓储管理服务。 

月台预约服务：合同使用月台资源，提供仓库作业效率。 

易速配服务：免费的推荐服务，快速选择优质承运商。 



 

122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物流信息化需求的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区域性的智能供应链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秦蔚文 

联系电话： 

1381826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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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悦锦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悦锦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简称 RIKING），是一家专业的

金融监管软件系统集成供应商。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总部位于上海，经过多年的诚信经营与业务创新，目前已经分

别于深圳、长沙、北京和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并为国内外几十家

金融机构提供成熟可靠的监管合规软件解决方案。自 2015 年起，

RIKING 连年稳居外资银行金融监管报表解决方案的市场占有率第

一名。 

产品简介： 

RIKING 的产品与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监管合规”、“支付清算”、“风

险控制”和“金融业务咨询”、“系统集成”等五大业务板块，共计

四十多个产品，其中监管合规软件产品涵盖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

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及警察总署等监管机构的全部监

管合规解决方案，协助金融机构轻松满足所属地的监管合规要求。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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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接当地金融机构 

二、 政策扶持 

人才政策支持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建立金融大数据研

发基地。 

项目联系人： 

王红霞 

联系电话： 

1332195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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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专注于光电成像和机器视觉技术研发

与应用的科技型创业团队，是智能成像与图像处理、虚拟现实与增

强现实的产品制造和方案供应商。利用光电成像和机器视觉领域积

累的技术优势，焦虚拟现实/增强技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一体

化虚拟增强现实解决方案。 

产品简介： 

虚拟现实（VR）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 

机仿真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或智能设备生成模拟环境，可以使用 

户沉浸其中的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 

体行为的仿真系统。 

目前已经在医疗康复、工业辅助、家居体验、虚拟旅游、培训教育

行业有产品在销售。 

技术团队成员来自于中科院及国内外重点高校，均具备博士、硕士

学历，形成了高水平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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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有 VR+AR 应用、商业航天、医疗康复以及智能成像设备

产品需求的政府和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及人才政

策支持，公司拟打算在当地建设 VR+AR 应用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王立言 

联系电话： 

1391828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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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中视动盈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企业简介：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7 月，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国家广电总局直属

单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投资的文化全产业链公司中

视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是一个集影视 IP 开发、

后期特效制作、VR MR 新媒体内容制作的影视、广告制作科技公司。

公司拥有优秀的后期制作人员。 

产品简介： 

一、交互式智慧广告系统 

1、概要 

本户外联网广告平台，与传统的户外广告仅能够展示图文与视频广

告不同，在原有的传统广告展示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人机互动、

AI、AR 等先进技术与模块，让户外广告机不仅仅拥有展示作用，

更是一台互联互通的交互中心。通过交互模块，可以让广告展示更

有趣，颠覆传统广告广而告之的功能，转变为用户在互动中接收广

告信息，从看广告变为玩广告，增加了广告潜在价值与客户认同，

提升了广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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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端智慧交互广告系统 

本户外联网广告平台，具有丰富的前端交互功能，融合了最新的

AR、AI 科技，将丰富的交互体验整合到了前端广告系统中。 

3、硬件 

本户外联网广告平台的硬件系统除传统落地广告机的大屏和智能

操作系统外，整合了多种具有智慧交互功能和数据采集功能的定制

化硬件。包括多种前后摄像头、人体感应摄像头、WIFI 数据采集

器等先进硬件。同时配有 55 寸交互式触摸大屏，可以更好的展示

广告内容。 

3、软件交互系统 

本户外联网广告平台的软件系统整合了丰富、先进的 AR 与 AI 技术

包括：脸部识别系统、人体识别系统、手势控制系统、数据实时采

集系统等。 

脸部识别系统可以帮助广告主制作例如替换用户眼镜、饰品、虚拟

美妆等功能，同时还能够采集用户的年龄、性别等属性数据。 

人体识别系统可以帮助广告主制作更具有互动性的交互式广告展

示，例如：交互式游戏、虚拟换装系统等，同时还能采集到用户的

身高、体型等属性数据。 

手势控制系统可以丰富广告机的人机交互模式，拓展了除传统的触

摸操作外更多的交互可能。 

数据实时采集系统可以将经过广告机的用户，通过大数据 AI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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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对广告机周边人流进行系统的大数据分析，得到更精准的目

标用户群体画像，提升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价值。 

4、后端智慧交互广告系统 

本户外联网广告平台除了具有丰富的前端交互功能外，后端系统也

具有传统广告机不具有的智慧分析和投放系统，包括：DSP+RTB

传统广告投放系统、AR 广告内容定制系统、大数据分析报表系统

等。 

DSP+RTB 传统广告投放系统，针对广告主在线查询可投放的广告

机位置、时间段、可投放内容等，可对广告机的广告资源进行分时

段竞价投标。并可查询和查看投放数据统计报告。 

AR 广告内容定制系统，根据客户具体需求，定制 AR 广告内容，并

对接 DSP 系统。 

大数据分析报表系统，根据采集的原始图像，视频，MAC 地址等

数据将与第三方合作后产生的用户画像数据与 DSP 系统对接，生成

投放数据报告。 

二、智慧城市 

本户外联网广告平台不仅仅是具有广告功能的户外联网广告机，同

时具有丰富的交互与大数据分析功能，可以提升城市的智慧化程

度，帮助政府采集和收集各种数据信息和智慧城市功能拓展。 

1、人群数据采集与分析 

通过本户外联网广告平台我们可以全天 24 小时采集广告机位置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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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500 米半径内的人流数据特征等大数据信息，并能通过实时的视

频采集数据生成大数据报告，帮助政府部门定位附近位置的人群特

征和社会生态。 

2、AR 街景导览与展示 

通过 AR 技术，可以展示广告机周围 360 度范围的街景，并对街景

进行实时的虚拟信息叠加。让广告机可以同时提供可交互的实时户

外导览地图的智慧功能。帮助提升城市功能和城市形象，方便市民

更好的了解周围社区和商区信息。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交互式智慧户外广告布局及投放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策，公

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交互式智慧广告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程敏 

联系电话： 

183017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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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海南长科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海南长科集团有限公司经海南省三亚市工商局等记注册成立，公司

注册资本 19.6 亿元，主要从事房地产，金融，教育，文旅，体育等

业务。海南长科集团秉持“承载万物，筑岸理想”的发展理念，致

力于布局全国，多领域，多产业投资，跨界整合，业务范围覆盖地

产，金融，教育，文旅，健康，酒店等多个领域。目前亿四川，海

南大深圳湾为主，未来将布局全国 20 余个重点省市，管理资产规

模将达到数百亿元，销售总值上千亿。 

产品简介： 

长科集团携手成实外教育有限公司，项目定位于中西部地区，长科

集团将导入教育产业深度参与当地城市升级，把项目打造成为当地

教育的标杆工程，为地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项目将

打造成集生态健康、全龄教育、历史人文于一体的品质生活大城，

长科集团与成实外教育有限公司愿同意向政府精诚合作，尽快打造

西南标志性和功能示范性项目，并围绕新型城镇化、教育园区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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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加大投资力度和规模 

企业需求：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项目预计总投约 70亿元，占地 1000亩，建筑面积 110万平方米，

绿化面积 30 万平方米。将打造成集生态健康、全龄教育、历史人

文于一体的品质生活大城。 

项目联系人： 

葛嘉琪 

联系电话： 

1838235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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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海南长科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海南长科集团有限公司经海南省三亚市工商局等记注册成立，公司

注册资本 19.6 亿元，主要从事房地产，金融，教育，文旅，体育等

业务。海南长科集团秉持“承载万物，筑岸理想”的发展理念，致

力于布局全国，多领域，多产业投资，跨界整合，业务范围覆盖地

产，金融，教育，文旅，健康，酒店等多个领域。目前亿四川，海

南大深圳湾为主，未来将布局全国 20 余个重点省市，管理资产规

模将达到数百亿元，销售总值上千亿。 

产品简介： 

拟投入 80亿元以打造 “医疗+康养+生态”的模式，构筑宜疗、宜

养、宜居的城市样板区。 

企业需求：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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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项目预计总投约80亿元，依托德仁堂康养与现代医疗，项目集

医疗、康养、养生为一体的综合规划项目，总体量达到100万平米，

项目建成后将为城市带来亮点，并优化整个片区的产业结构，为社

会创造价值 

项目联系人： 

葛嘉琪 

联系电话： 

1838235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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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秦巴母基金（Qinba FOF）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秦巴母基金成立于 2017 年，基金认缴规模 133.8 亿，专门从

事产业基金、城市发展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直投项目等类型的投

资，主要投资行业包括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康养、教育、科技服

务业等，是一支纯民营的高效、灵活、市场化运作的母基金。 

战略合作伙伴分布海内外，项目资源渠道丰富，擅长通过多元化的

资本运作为全球范围内拥有突破性技术、产品和卓越管理团队的创

新企业提供急需的创业资本并协助企业推进项目产业化进程。 

产品简介：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基金＋产业园 

秦巴母基金通过设立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投资于从境外

引进的生物医药技术在中国商业化和产业化的项目,重点关注拥有

专利保护、处于人体临床试验阶段,且在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及具有

显著成本优势的产品和技术项目的成长期企业。包括但不限于:药

物、医疗诊 断、医疗器械、精准医疗、移动医疗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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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设立产业基金的规模 10-50亿元 

根据当地政府产业规划和发展配套，确定产业园面积 

发展规划： 

目前秦巴母基金已与国内部分大中型城市通过产业基金合作

的形式建成优质生物医疗产业平台，并成功引入多个海外创新技

术。秦巴母基金将与更多地方政府携手建立生物医疗产业合作平

台，以秦巴母基金作为支柱组织，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形

成全产业链集群，推进生物医药转化以及商业化进程，推动生物医

药部分项目在国内的设立、研发、生产。协助地方政府构建医药研

发生产一站式、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体系，促进生物医药转化以及

商业化进程，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生物产业生

态圈。 

项目联系人： 

董伟 

联系电话： 

1350948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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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瑞慈医疗集团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瑞慈医疗始于 2002 年，是中国第一批投身综合医疗服务的大型民

营企业。旗下瑞慈医院是改革开放后国内首家综合民营三级医院。

经过长期发展，瑞慈医疗现已涵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健康体检、

养老护理、连锁诊所等板块。各板块按大医疗产业链布局，覆盖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各板块互为补充，协同发展，共享医疗资源，

形成闭环发展的医疗产业链。 

2016 年 10 月 6 日，瑞慈医疗在香港联交所主办成功上市（股票代

码：HK01526）。凭借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瑞慈医疗迅速成为

中国医疗行业一个具有全国高知名度、高影响力的医疗品牌，市场

份额节节攀升。 

产品简介： 

瑞慈医疗集团旗下瑞慈体检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健康体检连锁机

构之一，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健康管理示范基地之一（上海静

安、深圳南山）。 

瑞慈体检致力于把国际先进的健康管理理念和方法系统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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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深度体检”为核心，为中高端人群提供健康体检、健康档案

管理、风险评估、高端定制体检、健康指导等深度健康管理服务。 

专业医疗 协同效应 

依托瑞慈医疗集团大产业链医疗支持，提供全面专业的检后健康管

理、就医援助及综合治疗等服务。 

直营品质 持续创新 

总部位于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坚持直营的发展模式，体检中心覆盖

全国，为消费者提供创新服务品质。 

深度体检 早期筛查 

集合多领域顶尖专家，实现深一度的健康筛查，提升疾病早期检测

率，筛查未来患病风险，提供精准健康管理。 

心动服务 感动瑞慈 

坚持“心动服务 感动瑞慈”的服务理念，倡导人性化医疗服务，

力求创造超越期望的优质体验。 

世界品牌 医疗设备 

瑞慈体检与世界医疗品牌合作，采用先进的医疗设备，实现深一度

的检测。 

三甲医院 资深专家 

依托瑞慈医疗集团强大背景，瑞慈体检拥有丰富的医界专家资源，

理论基础深厚，临床经验丰富。 

高端定制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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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净值人群和社会中坚力量，提供以高端定制体检为起点的

1+N 定制健康管理服务。 

差异产品 儿童体检 

瑞慈诊所（上海）采用国际先进儿童健康体检模式，一对一检查，

由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和护士持续 40 分钟左右系统性地完成，

并提供个体化的诊疗建议和育儿知识指导。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政府及医疗机构合作，建立体检中心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区域性体检中心 

项目联系人： 

顾雪岚 

联系电话： 

1891836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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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锭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上海锭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专业从事战略新兴产

业管理咨询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致力于跟踪国际、国内、区域间的

产业投资、技术转移、政策法规的动态和趋势，研究产业结构调整

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促进产业、园区、企业、政府的“四方联

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合作、院企合作、政企合作、园企

合作，为机构、园区及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先后被评为上

海市科委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市科委科技创新券

服务机构、上海现代城市国际化科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单位、上海

市政协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目前已累计服务

企业 4572 家，建成全球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源库，资源库覆盖全

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入库项目 2 万多项。 

产品简介： 

●产业政策咨询服务；包括提供上海各区县以及市级、全国其他 21

个省份的产业信息及相关政策，包括：当地的产业投资环境、产业

投资信息、人才政策、产业投资扶持政策、科技成果政策、税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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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并配合企业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助商务对接、洽谈

以及后续政策落实。 

●技术转移咨询服务；线上：通过供需双方远程可视化技术、跨平

台智能终端展示系统、在线项目跟踪系统、项目撮合系统等信息化

手段，为“有技术”、“要技术”、“能服务”的三个群体提供信息共

享对接平台。 

企业需求： 

与当地政府共同搭建跨区域科技成果共享经济 O2O服务平台 

跨区域科技成果共享经济 O2O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科技项目、科

技企业提供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和供需方实体对接。平台设计将遵循

“线上线下、良性互动”的原则。通过对接平台聚集多方资源，实

现信息共享、实时对接，最终实现科技、产业、企业的深度融合，

根据客户对技术项目的具体需求，通过独具特色的项目精选程序，

为客户推荐针对性的科技成果、技术专家租借以及技术外包承接团

队，实现从项目技术筛选、配对、价值评估、实地考察、商务谈判、

项目落地以及后续跟踪等技术对接全生命周期服务，并围绕意向项

目提供行业动态、研究文献、技术标准等高价值配套情报。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

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区域性科技成果共享经济O2O服务平台，

平台将实现以下几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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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定向“招商”：通过产业服务团队，导入产业相关领域转移

和扩张型企业。 

2、产业会议的导入：组织行业领域院校所专家、企业技术工程专

家、进行专题、中小型学术与技术研讨，提升当地企业的产

业技术实力。 

3、产业资源的导入：结合产业导入上海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服

务平台、全球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技术转移服务平台、

全球海归协会三大产业资源 

4、产业科研人才引入：结合产业集聚需要，引进国内外有本土化、

市场化、产业化意愿的科研人才进行本地化培育，培育形成

科技创新亮点企业 

5、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为当地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国内外

科技成果资源库，帮助企业通过引进科技成果实现转型、升

级发展。 

项目联系人： 

袁雯婷 

联系电话： 

1731632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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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恒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 

企业简介： 

上海恒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国内先进的主题文

化旅游创智服务运营商，为客户提供集集提供高科技主题乐园规划

设计、产品研制生产与安装调试的全链条服务。研发中心占地面积

4000 平米，并评为奉贤区技术中心，实现展览展示、系统研发、结

构研发等功能，拥有 AR 展示技术系统、裸眼 3D 展示系统、虚拟

穿戴技术系统、主机加托管带宽租用，全息显示设备、AR 展示头

盔等设备。公司专职研发人员 127 人，占总人数的 40.84%。每年研

发投入超过千万，使得公司的高科技研发技术一致处于国内领先。 

恒润数字自成立来荣获 20 多项国家部委、地方科研以及行业奖项，

公司自主研发的明星产品“飞翔影院”入选国家科技部“十二五”

重大支撑项目并夺得“上海市优秀发明金奖”，业内首创、自主研

发的“360 度影视跳楼机”，入选上海科技融合创新示范工程。2014

年“4D 特效影院服务”被推荐为上海名牌，获得上海市科技小巨

人。2016 年获得中国游乐产品创新奖-联动乘骑&旋转互动射击，

MIA 十大领军企业奖；获得年度最佳主题公园高科技产品及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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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称号。2017 年“联动乘骑——流沙河”获得“中国游乐产品创

意设计奖”。 

产品简介： 

4D 影院涉结合高清 3D 卡通、仿真特技，视觉和体感的多重刺激体

验，带领游客身临其境地经历一场奇幻冒险。 

球幕影院，球幕采用全方位的视听环境，观众完全被 360º图像和声

音包围的身临其境的体验。 

飞翔特效剧场是一种悬挂式座椅球幕影院，体验时观众置身于环形

球幕包裹中，双脚离地宛若飞翔空中。 

主题游乐设备及技术服务，包括跳楼机式全自由特效影院、可翻转

式多自由度乘骑影院、黑暗骑乘等三大类九大系列高科技主题游乐

产品。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建设高科技主题乐园，包括跳楼机式全自由特

效影院、可翻转式多自由度乘骑影院、黑暗骑乘等三大类九大系列

高科技主题游乐产品。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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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高科技主题乐园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张臣 

联系电话： 

133219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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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华闵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上海华闵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华东师大科技园孵

化器有限公司参股企业，公司依托高校雄厚的科技研发能力，通过

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将学科研究成果运用到环境事务管理、环境咨

询、环保处理方案设计、环保工程中。“华闵环境”为上海市高新

技术企业，是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产学研基地和实习基地，并拥

有国家环保部颁发的国环评证乙字第 1829 号环评证书，是被国家

认可的上海市环评持证单位之一。 “华闵环境”为上海市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企业，企业股票代码 209996。 

“华闵环境”自主研发获得 20 余项知识产权，获得上海市科委创

新基金和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在环境技术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华闵环境”每一年完成的环境咨询项目和环保工程项目超过

1000 项，是经过广泛市场认可的高质量技术团队。 

“华闵环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拥有一支高素质技术团队，专业

技术人员 40 余名，高工及以上职称 6 名，硕士博士 20 余名，上海

市环保局环评专家库专家 3 名，注册环评工程师 15 名，还拥有注

册环保工程师、注册建造师、环境监理师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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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环境评价、玻璃幕墙光评、排污许可管理等环境咨询服务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环保部门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环境评估、咨询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王爽 

联系电话： 

1376409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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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 

企业简介： 

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是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飞利信”，证券代码“300287”）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创始于 1997 年，是针对轨道交通及智能建筑领域，提供消防、机

电设备、安防及综合监控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和安装、施工、调试及

维护等全方位服务的专业化工程技术公司。 

公司自成立以来，承接了 150 项以上的各类重大工程，如：上海轨

道交通 2 号线、3 号线、4 号线、6 号线、8 号线、9 号线、10 号线、

11 号线、12 号线、13 号线、16 号线、17 号线，哈尔滨地铁 1 号线、

3 号线、石家庄地铁 3 号线，长沙地铁 1 号线、4 号线，重庆轨道

交通 4 号线，成都地铁 5 号线，南京宁天城际轨道交通，浦东长途

电信大楼、上海国际信贸大厦、瑞吉红塔大酒店、上海信息枢纽大

楼、华东师大二附中、澎浦电话局大楼、中国电信综合服务中心、

世博园区、上海电视广播大厦、虹桥交通枢纽港、上海电影博物馆、

古北国际财富中心、中国银行（上海）信息中心、上海中心大厦、

普陀长风 3D 地块商业办公综合项目等大型工程。在实施这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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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始终将“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科技创新、不断进取”的

理念，贯彻于各项工程的全过程，立足于安全可靠、稳定高效的原

则，采用先进、可靠的系统架构，集成具有成功应用业绩的国内外

成熟品牌产品，通过自主创新的核心软件能力及项目管理能力来保

证工程的整体质量和进度，为未来长期稳定可靠的运营奠定坚实的

基础。这些工程的成功实施，不仅获得用户的高度评价，还提高了

市场整体竞争能力。 

产品简介： 

公司是将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

多媒体图形显示技术结合在一起应用于现代化智能建筑中的新兴

技术公司。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主要有： 

大楼设备控制系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区域联网、互

通信息、资源共享； 

消防火灾探测灭火系统有满足与各个报警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的

通信功能； 

智能车辆诱导系统更有效地加强了超声波探测器的抗干扰性能； 

车辆数据采集及引导系统采用超声波技术设备，可用于采集车辆客

流统计监测设备的生产和分析技术；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采用立体视觉以及嵌入式技术，提高产品的识别

精度； 

绿色工程环境监测系统通过传感网、无线网、因特网这三大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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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传输数据，快速便捷地更新实时监测数据； 

车站一体化操作系统集成，顶层集成 PSD、AFC、PIS 系统等专业，

实现对其操作界面的集成和设备监控。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有消防、机电设备、安防及综合监控系统需求的政府

和企业 

二、政策扶持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智能楼宇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宋佳慧 

联系电话：  

1520199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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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枢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 

企业简介： 

上海枢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 月，是一家获得上海市

大学生创新创业资金资助、同济大学在校研究生联合创办的科技型

节能服务公司。融合了物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远程设

备运行监测、预测预警、远程维护、资产管理、智能服务及数据服

务等功能，同时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使客户能够具备设备运行分

析诊断、运维托管、设计优化的能力，发挥设备监管运行数据的数

据价值。 

产品简介： 

枢源能源：融合了物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远程设备运

行监测、预测预警、远程维护、资产管理、智能服务及数据服务等

功能，同时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使客户能够具备设备运行分析诊

断、运维托管、设计优化的能力，发挥设备监管运行数据的数据价

值。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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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有远程设备运行综合管理系统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远程设备运行综合管理系统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吴会来 

联系电话： 

1810182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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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同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上海同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7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桥

梁检测、桥梁加固设计、房屋质量检测、建筑材料与工程质量检测

的综合性咨询公司。是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

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公路科普教育基地、注册商标 2 项、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参与编制国家标准 1 项目、桥梁

隧道工程专项检测资质、公路工程综合乙级检测资质、建设部颁发

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及桥梁工程设计乙级资质、房屋质量检测

资质、工程咨询丙级资质、通过国家计量认证，ISO9001、14001、

OHSAS18001 等认定、上海同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约占上海地区桥

梁检查检测市场 60%以上。 

产品简介： 

目前公司服务业务主要分为：桥梁检测评估、桥梁加固设计、施工

监控、健康监测、数字化管养平台、原材料试验及桩基检测、房屋

检测评估、加固设计和桥梁病害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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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道路与桥梁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刘俊 

联系电话： 

1370187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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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同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 

企业简介： 

上海同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获得上海大学生创业基金会扶

持的大学生科技创业企业，于 2013 年 4 月正式注册成立。公司秉承

“挖掘数据财富，创造绿色未来”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提供绿色建

筑及建筑节能整体解决方案，签署的合同额已突破 250 万元。公司

下设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部、工程及售后服务部、综合事务部。目

前团队由 2 名博士生、3 名硕士生、多名大学生组成,涵盖建筑节能、

新能源应用、计算机应用等多学科专业背景。公司已先后获得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2014 年杨浦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上海市大

学生创业大赛银奖、2015 年挑战太阳能建筑设计与工程大赛二等

奖、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优胜奖。 

产品简介： 

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建筑能效实时监管系统、可再生能源能效在线

管控系统两大建筑能源监测与管理平台，通过运用专业手段对平台

积累的大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致力于提供绿色建筑及建筑节能整

体解决方案，三大主线业务包括：建筑能源系统能效管控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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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护升级、绿色建筑及可再生能源项目设计咨询服务、建筑能源

系统调试与绿色运营托管服务。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政府合作搭建建筑能效实时监管系统、可再生能源能效在线

管控系统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建筑能效实时监管系统、可再生能源能效在线管控系

统的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李帅 

联系电话： 

1804978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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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烨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上海烨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系由留美归国吴珂安,交大吴吉祥,奥地

利 Kurt Kliner 三位资深环境工程博士所带领的跨国联合科研技术

团队结合海峡两岸资深经营管理菁英团队组成，专业从事城市生活

垃圾的处理。研发团队花费近十年的时间针对”中国特色综合型生

活垃圾”进行全面走访和数据调研，经历无数次技术尝试,成功开发

出先进的”热压裂解临界氧化(HSCWO)技术”，达到垃圾处理全流

程”无害化”及”高减量化(减量 90%以上)”处理结果。可以高效

处理:”生活干、湿垃圾”,”餐厨垃圾”,现有”填埋场”陈年生活

垃圾。该技术经过 3 年的实际生产以及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的长时

间检测跟踪和验证，成功达成了技术的固化、垃圾处理的量产化和

成本的市场化。我们的技术及工艺国内领先并与欧美国际上保持技

术同步，是国内除垃圾焚烧技术外真正达到处理结果高标准并实现

市场化运营的技术。 

产品简介： 

城市垃圾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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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艺及技术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1. 分布式部署，占地面积小、建设周期短至 3-5 个月。可在当地环

卫所或垃圾处理中心等现有场地实现就地就近快速布置； 

2. 按照区域垃圾产生量及场地情况，做到处理装置量身化定制。且

由于装置的模块化设计，随着垃圾量的增加，可随时增加装置的日

处理能力； 

3. 技术及处理工艺可做到生活及餐厨垃圾同时在同一装置中处理； 

4. 处理速度快，实现垃圾日进日清、现场无异味、无垃圾堆放问题； 

5. 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达到 92%以上；餐厨垃圾减量化达到 95%以

上； 

6. 实现废水、废气、废渣的三无零排放； 

7. 处理系统为全自动化系统设备,全流程操控由总部后台数据中心

全程时实监管控制,可依照生活垃圾系统所处地理区域生活垃圾成

份差异不同,透过后台数据中心灵活调整工艺流程,快速 100%分解生

活垃圾有机物质； 

企业需求： 

1. 无需政府出资。由政府协调提供场地并签订垃圾处理服务合同以

确定垃圾日处理量及单位垃圾处置费。处理系统由上海烨轩 100%

自行投资及运营。处理过程及排放由政府指定监测机构监测。 

2. 生活垃圾的减量后残渣,由上海烨轩实现循环再利用,政府无二次

处理问题。政府监管残渣处理方式及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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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在不远的未来，上海烨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推进区域性可循环经

济园模式的设计规划，进一步利用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可回收再

利用物资、热能、可利用残渣及沼气等等，真正全方位做到物有所

值、物尽其用。 

项目联系人： 

孙道湧 

联系电话： 

139017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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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优德达城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优德达城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urbanDATA) 于 2004 年 2 月成立于

上海，是知名的城市设计服务商，倡导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获得

建设部甲级专项资质的优实建筑设计事务所也于 2006 年 9 月成立。

业务涉及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和项目策划等

领域。 

公司设计团队由来自于国内外优秀的设计师组成。公司成立至今，

与众多省、市政府和房产公司以及海外企业等国内外客户建立了合

作关系，承接了大量不同规模与尺度的项目。作品以国际化的视野

再现本土文化价值，多次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产品简介： 

城市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策划咨询、文化建筑、住宅建筑、

商业建筑、办公建筑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有城市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策划咨询、文化建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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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商业建筑、办公建筑设计需求的政府和企业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建筑规划、设计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韩峰 

联系电话： 

1391816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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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园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上海园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锭成投资于 2017 年投资的一家的专

注于研究各省市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促进人才、

技术、产业、园区、企业、政府、市场的“七方联动”，为机构、

园区、企业、个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产品简介： 

服务内容包括：产业研究咨询、精准招商、精准招财引智、海外人

才招聘、园区运营以及企业合作服务，目前已累计服务战略新兴企

业 1362 家，其中培育上市企业（含三版）38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162 家，已被并购企业 36 家，吸引各类投资 106 亿元，累计实现税

收超过 100 亿。 

企业需求： 

与当地政府共同搭建跨区域产业合作对接共享交流平台 

包括项目投资、资本合作、股权合作、技术合作、土地交易、技术

交易、各类采购、服务外包等各类有助于当地发展的信息共享合作

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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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当地政府提供当地的招商信息、产业信息、商务成本等信息数

据 

发展规划： 

如当地能提高较为全面的招商信息及产业信息，公司将考虑与当地

共同建立跨区域产业合作对接共享交流平台 

项目联系人： 

张诚 

联系电话： 

189189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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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深圳辉宏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深圳辉宏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发展环保节能循环经济，集研发、

制造、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世界领先的“热平

衡”和“光触媒”高科技专利技术。公司经营范围涉及余热回收综

合利用、空气与水质净化氧化还原处理、工业与民用领域杀菌消毒

服务以及健康产品等。 

产品简介： 

HTM 冷热平衡机组通过回收工业余热,利用 HTM 机组可生产出

4000 吨/天的纯净热水供应给周边的学校、医院、酒店以及大型生

产企业,上述单位的热水锅炉得以停用,节省了大量的天然气和煤炭

的使用，同时也减少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烟灰的排放，

为净化大气环境起到促进作用。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有工业余热回收需求的政府和企业合作 

二、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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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余热回收综合利用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周忆玥 

联系电话： 

1772126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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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亚蔚思（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高技术服务业 

企业简介： 

DreamT 创梦科创是一家专业从事智慧园区，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产

业园区，及智慧小镇及特色小镇，物联网及人工智能运营管理综合

体等项目的策划、咨询、建设、营销招商、智能化运营、产业集聚、

创新孵化、新型人才培养的等综合性的科技产业服务集团。 

产品简介： 

公司已有多起成功案例，项目总投资额均为5亿左右，分布于江浙

地带，主要有智慧园区、特色小镇建设、智慧产业、工业园区、美

丽乡村建设、智慧社区等；合作企业有金茂集团、绿地集团、阳光

城集团等。  

项目优势：  

1、提供系统化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从策划-规划设计-开发建设-项

目指导-产业引进-项目孵化-项目运营管理一条龙解决。  

2、具备产业运营和发展造血功能。打造的不仅仅是智慧服务、环

境优美，更重要的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还有服务和素质的

提升。有创业的平台能导入系列的产业和盈利项目，使其具备造血

功能。  



 

168 

3、国际化专业的科技团队。公司实现的是倒金子塔管理模式和现

代互联网思维理念，根据项目需要能够灵活调动各个专业人士参与

项目的策划和运营。 

企业需求： 

项目建设流程：  

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开发建设--项目申报--产业引进与孵化--项目

运营。  

项目需求：  

占地需求：创新实训基地2000-10000平米，带动面积50000-200000平

米  

运营模式：政府委托运营5-10年，共同投入建设长期发展平台  

其他需求：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可委托管理 

发展规划： 

在当地建立创新实训基地2000-10000平米，带动面积50000-200000平

米。 

项目联系人： 

蒋毅灵 

联系电话： 

1364191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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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鸿惠（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鸿慧（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 3310 创新

创业基地从美国引进的留学生王晓惠博士后研究院创办，公司用全

球最先进的生物技术持续开发分子检测诊断产品，提供优良的健康

检测服务，为人类重大疾病（如癌症）的先进 5P 医疗（预测、预

防和个体化医疗，参与和促进健康）提供更快捷、高效和精确的诊

断方案，以期达到更加有效的治疗结果、减少患病、致命疾病的人

数，让更多人远离癌症。现有员工 12 人，全部为大专以上学历，

技术研发 5 人，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公司“5P”医疗被新华社和上

海电视台先后报道，公司相继被评为 2014 中国经济最具发展潜力

企业、2014 行业最具影响力领军企业、诚商中国-百佳诚信建设示

范单位。 

产品简介： 

基于肿瘤液体活检技术的远程癌症分子检测服务平台通过远程采

样技术、免提 DNA 直接快速 qPCR 肿瘤液体活检技术、All-in-One，

SmartDx，In-Situ GPS Dx 等技术实现样本室温保存和运输，从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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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制备样品简便一体化（定位采样+富集肿瘤 DNA 信息，全细胞

不损失+快速上机），不仅可检测 ctDNA，还可检测外泌体、CTC、

自噬体来源的DNA，全部保留并富集了肿瘤发展过程中DNA信息，

实现小分子 DNA 检测，液体芯片 LUMINEX 试剂将多达 90 个基因

位点的检测在一孔中一次完成。不用单孔检测单个基因位点或少数

几个位点，实现高通量、高效率、高性价比。大量基因检测一孔一

次完成大大降低成本。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能够推动和使用癌症的早期筛查和预防的机构，如养老、大学、体

检、疾控中心。 

二、 政策扶持 

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液体活检研发基地 

项目联系人： 

王晓惠 

联系电话： 

1831713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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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基谱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基谱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谱生物”）是一家

集基因检测、分子诊断、免疫诊断、微生物检测、生化检测、数据

分析、司法鉴定与健康管理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医学高科技公

司。基谱生物以来自哈佛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顶尖

学府的院士专家教授团队为依托，凭借生物医学领域专业的综合科

技实力，致力于构建百万中国人群基因组数据库和精准医学数据

库，并在此基础上，提供适于中国人群的精准医学和健康管理服务。 

产品简介： 

儿童全能基因检测、心脑血管疾病基因检测、200 多项肿瘤易感基

因和肿瘤用药检测项目、安全用药、全基因组测序、遗传疾病检测、

过敏性疾病的基因检测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医疗机构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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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基因检测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朱雷寅 

联系电话： 

1390188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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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爱的发制药集团是以研发为主导的国际化药物释放技术公司，公司

拥有一系列的药物释放技术平台，可以满足从传统小分子到生物大

分子递送的各种要求，基于其全球的 5 个研发中心和 4 个生产基地，

62 组全球性的专利保护，爱的发为客户提供从研发、注册到生产的

全方位服务。 

目前，公司已经拥有超过 1600 项的市场授权，为 50 多个化合物开

发了不同的配方，爱的发将产品授权客户，在 70 多个国家上市，

包括诸多知名跨国公司在内的超过 200 家制药企业选择爱的发作为

他们信赖和合作伙伴。 

作为第一批中法合作的制药企业，上海爱的发成立于 1995 年 11 月，

基于其创新的药物释放技术，上海爱的发在中国开发和上市了一系

列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包括可行性研究、工艺放大、临床实验、注

册和工业化生产的全方位服务；作为中国药物释放产业的领军企

业，上海爱的发通过提高现有产品的治疗效能和竞争力，帮助合作

伙伴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专利保护，而所做的提高和改进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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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超过生产规范国际标准的要求。 

企业需求：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项目联系人： 

徐富坤 

联系电话： 

18918219926 

 

  



 

176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澳华光电内窥镜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上海澳华光电内窥镜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国内最大的内窥

镜研发和制造企业之一。目前，澳华产品已远销世界各地，国内分

支机构也遍布 15 个城市。今天的澳华已成为专业的内镜产学研平

台。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务工作者携手澳华，共同研究新技术新设备，

与澳华一同点亮中国内镜之光。公司生产的电子上消化道镜、电子

结肠镜、支气管电子内镜系列产品则占国产市场的 60%-80%，产品

不仅质量上达到国际上同类产品水平，而且在价格上,至少要比国外

进口的低一半以下，适合国内的市场经济，节约大量的外汇。 

产品简介： 

上海澳华光电内窥镜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医用光纤内窥镜、医用电

子内镜、工业光纤内窥镜、工业电子内镜以及各类内窥镜周边配套

产品。例：冷光源、图像处理器、内窥镜附件等。旗舰产品 AQ 系

列内镜系统正式投入市场。AQ 系列作为国内首款高清染色内镜系

统，不仅填补了国产内镜在高端市场的空白，更进一步巩固了澳华

在内镜行业的领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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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用方面产品为：纤维胃肠镜、支气管镜、鼻咽喉镜以及微

型 CCD 图像耦合系统产品电子胃镜、电子肠镜、电子支气管镜、

电子鼻咽喉镜等以及高度整合的一体式和功能强大的分体式图象

处理控制中心等。 

（2）工业方面种类繁多，可以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制各类

不同尺寸不同用途的内窥镜，诸如紫外探伤、红外、煤矿镜等。这

些无损伤探测仪已广泛应用于汽车、船舶、发电、公安、航空、航

天、煤炭等领域。 

企业需求： 

需要对接当地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内窥镜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沈利华 

联系电话： 

1390195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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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国龙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国龙集团是由美国 GLOBAL HI-TECH CORP 公司在华投资，

以“创高科技绿色农业生物技术企业”为目标，融汇国内外高新科

技力量、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办的新型高科技生物技术企业。 

    国龙集团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留美博士钟诚带领下，以生物学家团队为基石，立足于上海，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现共辖有上海国龙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

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国龙生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高龙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州高龙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国龙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国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沂国龙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厦门城绿生物环保有限公司等 9 家子公司和 1 个上海高

农科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拥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技术完备

的研发实验中心和完善合理的质量管理体系，逐建形成了以生物高

科技研发与应用、生产与销售、生物技术输出与进出口贸易的综合

型现代化农业生物国家高新科技企业。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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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饲料添加剂、生物安全产品、预混合饲料产品、生物饲料产品、

养殖环保、后喷涂设备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政府共建县级农牧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园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

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县级农牧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园 

项目联系人： 

钟诚 

联系电话： 

180179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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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嘉望内窥镜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上海嘉望内窥镜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医用光纤内窥镜、医用电

子内镜、工业光纤内窥镜、工业电子内镜以及各类内窥镜周边配套

产品。 

产品简介： 

纤维胃肠镜、支气管镜、鼻咽喉镜以及微型 CCD 图像耦合系统产

品电子胃镜、电子肠镜、电子支气管镜、电子鼻咽喉镜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医疗部门合作 

江、浙二省寻找上海周边城市，离上海车程 1 小时左右，企业选址，

希望在那里建厂生产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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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医用内窥镜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联系人： 

黄善荣 

联系电话： 

13764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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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罗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上海罗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信息化建设的解决

方案。产品包括荷兰 Rogan-Delft PACS/RIS, 集成化的医疗网络信

息系统，数字化视频通讯系统和先进的临床辅助诊断软件工具。罗

根医疗是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的软件企业，也是国内领

先的专业手术室 IT 设备、信息记录与传播设备的制造商。多年来，

公司致力于满足医院在各种临床场景下对信息管理、视频传输的需

要，其所提供的医疗一体化设备能实现现代手术室数字化集成、资

料记录和存储管理、手术视音频通讯以及与医院现有 HIS/PACS 等

信息系统的无缝结合。公司的使命是把行业内最前沿、最先进的手

术室信息科技带给中国的医疗机构用户，并提供全面的项目咨询、

设计实施、设备安装和售后服务。 

产品简介： 

Rogan Zillion PACS/RIS 全院级/跨区域级影像信息系统： 

系统整合多个影像科室患者资料：通过将医院放射科及各功能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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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内镜、病理、核医学、心导管等）所有 DICOM 影像设备

接入网络，可以实现在全院范围内影像的任意调阅、分析并进行诊

断，提供数字影像企业级网络存储管理功能。 

Rogan PACS 是业界唯一能提供“云计算”技术的 PACS 公司，产品

特别适用于大型医院，确保了影像数据的高速传输和稳定性。利用

多个资源网络提供 PACS 服务的好处是：服务器组性能非常稳定和

强大；不用投入昂贵的高档服务器；服务器或存储的数量可以随需

求提高而增加；强大的扩展性可以保护医院前期硬件的投资。 

第一个提供真正 64 位技术的 PACS 浏览器，影像的传输速度数倍

于传统产品。服务器端影像直接在影像工作站内存中打开，无需首

先传输到影像工作站本地硬盘，保证资料的安全性，防止未授权拷

贝。 

先进的胶片按需集中打印技术可以实现直观的所见即所得打印排

版，排版可长期保存及调用，同时节约胶片成本，简化胶片发放流

程,实现消耗统计。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医疗机构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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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智慧医疗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赵能全 

联系电话： 

1350170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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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杏翔计算机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上海杏翔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 400 万是一

家专业从事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化、数字化、软件研究与开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现共有员工 25 人，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研究

开发工程师 12 人，拥有 300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拥有软件著作权

12 项，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主要经营内容包括 2 个部分，

第一医疗软件开发，目前已有电子病历系统、LIS 检验实验室管理

系统、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医学影像存储和通信系统、核

医学信息系统等产品。第二为客户提供 PACS 方案，公司凭借自身

出色的技术力量和丰富的经验，和我们与 GE、SIEMENS、PHILIPS

等业内各大厂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可以为用户定制符合用户实

际情况的 PACS 方案，让用户无后顾之忧的关注其核心业务，为医

疗信息化作出贡献。第三医疗器械，我公司为客户提供医用磁共振

设备、医用 x 射线设备、医用核数素设备和数字化医疗的相关设备、

软件、材料。公司正在通过直销、捆绑销售或代销的方式为全国 10

多家医疗机构提供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产品，目前公司已经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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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客户有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新华医

院、上海华山 PET 中心、上海 455 医院高端体检中心、江苏徐州市

中心医院 PET-CT 中心等。 

产品简介： 

基于单光源的便携式超薄高配准血管投影仪是用于皮肤以下 10mm

范围内表层血管的识别，应用 850 波段的红外线波照射人体皮肤，

手背组织对接收到的光进行散射，一部分近红外光通过半透半反片

进入 CMOS 镜头，另一部分包含手背信息的可见光则无法通过半透

半反片；CMOS 把接收的图像实时传送到控制板，并进行锐化处理，

然后输到微型投影仪中，输出的可见光无法通过半透半反片，经过

反射投射到手背相应位置，实现静脉再现，同时装置使用半透半反

片，透射近红外光，反射可见光，可以排除杂散光和投影出的可见

光对于成像质量影响。辅助医护人员进行静脉注射，化验抽血，静

脉点滴、微整容等工作。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医疗美容机构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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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血管投影仪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联系人： 

桑发兵 

联系电话： 

1381684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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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雅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上海雅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册于华东师范大学高科技园区，是一

家以医疗技术开发和医疗器械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司以“科技造福人类健康”为经营理念，以微创医疗技术和

现代生物医学材料开发为主要特色，结合传统医学的核心元素，创

新性地发展了一系列传统而有现代的微创治疗产品，用于临床疼痛

科、骨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疾病的治疗。公司拥有多项技术专

利，专利产品“微创埋线针”作为中医领域的创新产品已经占有较

高的市场份额，并拥有多个可吸收缝合线的全国代理权。随着国家

对中医医疗器械的重视和大力扶植，雅泰医疗把握市场先机，迅勐

发展。 

产品简介： 

微创埋线技术是传统针灸医学的再次创新。传统的针灸治疗方式是

使用针灸针刺激穴位，通过短暂多次的经络刺激和效应积累发挥治

疗疾病作用，而微创埋线技术是应用一次性微创器械将生物可降解

线体注入人体特定部位或穴位，通过注入的线体在经络穴位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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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刺激发挥疾病治疗作用。微创埋线技术以传统医学理论为基

础，同时结合了现代解剖学和生物材料学，成为适用于临床治疗的

一种创新性治疗方法。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医疗卫生部门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资金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区域人流量达到发展要求，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

际业务，公司拟打算在当地建立微创埋线医院。 

项目联系人： 

郑萍 

联系电话： 

13585979102 

 

 

  



 

190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宗欣生态（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企业简介： 

宗欣生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致力于投资天然植物香料、生态环

保、有机农业和生物技术等。公司依托尖端科技，秉承独立精神，

专注于天然素材的研发，崇尚自然、健康、杰出。 

公司在中国玫瑰最大原产区建立了"希茜玫瑰庄园"——采用"契约

种植"的方式，从选苗到种植都采用了手工培育、标准管理。这里

的原生态环境也为庄园的生态种植标准管理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宗

欣生态应用现代生物技术，使希茜庄园的玫瑰及产品成为天然、纯

净、健康和环保的象征。 

目前公司所有玫瑰系列产品的原料皆产自希茜玫瑰庄园。生态种

植、手工采摘、传统蒸馏、玫瑰鲜花富硒，同时该玫瑰品种为国家

规定的原产地保护标识产品。 

产品简介： 

芳香植物提取技术咨询与服务、芳香植物护肤品系列、玫瑰鲜花饮

品系列。公司获得公司荣获 GREAT CHEF’S GALA LUNCH 名厨

盛宴荣誉证书、公司玫瑰花汁饮品获 SIAL CHINA 2014 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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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公司在中国玫瑰最大原产区建立了"希茜玫瑰庄园"——采用"

契约种植"的方式，从选苗到种植都采用了手工培育、标准管理。

这里的原生态环境也为庄园的生态种植标准管理打下了良好的根

基。宗欣生态应用现代生物技术，使希茜庄园的玫瑰及产品成为天

然、纯净、健康和环保的象征。目前公司所有玫瑰系列产品的原料

皆产自希茜玫瑰庄园。生态种植、手工采摘、传统蒸馏，玫瑰鲜花

富硒同时该玫瑰品种为国家规定的原产地保护标识产品。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农业及工业用地，在当地建立玫瑰花种植、生产、加工基

地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配套产业基金支持，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当地建立玫瑰花种植、生产、加工基地。 

项目联系人： 

龚雅弦 

联系电话： 

1391896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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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邦鼓思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Bongos（邦高鼓）是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擅长的

手鼓。费曼先生作为量子电动力学奠基人和 Bongos 演奏者兼具了

科学家的执著和艺术家的浪漫。感悟于此，我们创始人以 Bongos

命名公司，希望邦鼓思科技在研发的征途中能不忘生活的真和趣。

我们以智能研发起始，致力于为您带来更加闲适舒心的生活。目前，

公司已经在机器人智能导航、路径规划、嵌入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方

面形成了独有优势并拥有多篇专利。产品包括室外厘米级 RTK 高

精度定位模块、嵌入式人工智能模块、民用智能草坪机器人、军用

/商用物流安防机器人系列。 

产品简介： 

室内外机器人平台：适用于智能商场、无人仓储物流等商业级智能

应用场景。 

Conga 草坪机器人：家庭用全智能草坪机器人，一键剪草，省心省

力。 

Rik Pro GNSS 卫星坚固型接收机：极短的 RTK 收敛时间和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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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级精度解算输出。可双天线输入，提供精密航向。   

Byngo 嵌入式人工智能模块：使用邦鼓思自行研发的数据融合算法，

为机器人定位、导航、路径规划的实现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集成

人工智能算法 IP，易于工程师二次开发。 

企业需求：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

服务型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联系人： 

陈越凡 

联系电话： 

1391638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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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海尔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海尔斯拥有世界首条蜂巢轻质墙体自动化生产线。年生产蜂巢轻质

墙体 100 万平方米，年产值 1.2 亿元，蜂巢轻质墙体是由上海同济

大学建筑、结构、环境、声学、机械等学科权威专家联手打造，有

国外知名企业联合参与试制，是我国一项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为

上海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全国大型公共节能建筑工程推荐品牌，

全国质量诚信 AAAAA 级质量诚信企业；产品拥有十项国家技术专

利，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技术与工艺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它是

建筑内墙材料上的又一次革命。蜂巢轻质墙体的生产推广应用标志

我国新型墙体革新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产品简介： 

蜂巢轻质墙体是目前世界最轻、最新的墙体材料（每平方 18 公斤），

以草木纤维为原料编制仿生的蜂巢结构形式；碳源量与碳排放仅为

现有常用产品的 3%-1%；是全新的生态、低碳建材。其价格比传统

材料低 20%左右，先进施工方法比传统材料砌装施工速度快 7-20

倍，得房率比传统材料增加 3.7%，可减少结构投资 5%-8%，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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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程总造价 10%-15%。优越的抗震性能，便于设计方案优

化;HDMI Splitter Shopping online 地震高裂度区的宿迁，高层建筑如

采用该产品，设计中将不再考虑减震设施。无论是隔音、保温、抗

压强度、节能、节地等方面都榨油机优越于目前国内其它墙体材料，

施工简便，可回收再利用，可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住建部门以及建筑企业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海尔斯装配式建筑环保产业园。 

项目联系人： 

袁卫婷 

联系电话： 

1376138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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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电力投资运营及

提供一站式光伏配件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江苏省重点发展和培育的

国际知名品牌，中国新能源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公司始建于 2006

年 3 月，并于 2011 年 8 月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简称：

爱康科技，股票代码：002610）。 

产品简介： 

爱康科技已累计运维的并网清洁能源电站约 1GW，处在国内同行

业民营企业的前列。其传统业务——光伏配件制造，涵盖太阳能电

池铝边框、光伏安装支架、光伏焊带等产品，常年保持行业领先的

发展态势。同时，其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新能源电站维护、检测、

评级、售电和碳资产开发、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运营等业务，全方

位打通能源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 

园区综合能源大数据服务中心整体解决方案整体架构自下而上分

为基础设施层、数据采集层、平台层及业务应用层。基础设施层形

成基础骨架，中间数据采集层形成神经脉络，实现综合能源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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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传输管理和智能调控；上层智慧能源综合管控平台支撑顶层

业务应用层，形成生命器官，提供数据采集、能源交易、能源托管、

大数据增值等服务。降低各个能源系统综合管理平台的重复建设，

减少价值实现的成本，体现能源互联网共性，实现综合能源效益最

大化。 

企业需求： 

有意愿一起响应国家能源互联网政策，融合园区现有资源基础，因

地制宜建设园区光伏系统、余热余压利用系统、储能、微网，利用 

“互联网+”思维，将园区打造成为“安全、智慧、生态、服务、

共赢”的综合能源互联服务典型示范区的所有工业园区 

发展规划： 

如当地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建立园区综合能源

大数据服务中心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陈治平 

联系电话： 

1391645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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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纳拓润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纳拓润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最具实力的合成润滑产品供

应商之一  

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渐转移，越来越多的高端制造企业选择落户于中

国。设备制造商正面临着零部件磨损问题的挑战，选择正确的润滑

产品，从而延长部件的使用寿命已经成为制造企业的目标。  

纳拓润滑专注于摩擦问题的解决，为中国成为高端装备的制造强国

贡献自己的力量。  

纳拓客户名单上的每个名字，都代表“双赢合作”，悉心维护的每

一个细节。“信任” 这两个字，是视设备为生命的工业企业客户们，

能够给予纳拓的最高赞誉，因此许多世界 500 强企业也选择和纳拓

长期合作。  

纳拓润滑，每年为超过 1000 家客户提供润滑产品和服务。 

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合成润滑材料研究，研制的中高粘度合成聚�-烯烃

（PAO）和烷基化芳烃（AN）两大系列产品是中国唯一、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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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生产中高粘度 PAO（美孚与科聚亚）和烷基化芳烃（美孚、雪

弗）的企业，同时是亚洲唯一、世界第二家（美孚）同时生产 100℃

运动粘度在 10~150cSt 之间的中高粘度 PAO 和 5-23cSt 之间的烷基

化芳烃的企业，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在中高粘度合成聚

�-烯烃（PAO）和烷基化芳烃领域中国企业以及亚洲企业“零”的

突破，由于采用的合成方式以及材料具有独创性，其倾点与粘度指

数均优于国外产品。柴机油 S 极能系列开创了国内柴机油六万公里

换油里程先河，目前，这些产品已在中国立足，并在亚洲及欧美成

功打开市场。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盾构、食品、制药、风电、航空航天、冶金、矿山、

水泥、造纸、汽车制造等特种行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特种润滑油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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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 

陈慧 

联系电话： 

1381715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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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南京快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公司专注于智能短途出行的技术驱动创新型企业，先后获得了新东

方创始人徐小平、京东集团等公司数千万投资，致力于打造 5 公里

出行首选代步工具，目前公司有多款智能代步工具，开发有独轮车、

扭扭车、电动滑板车等，产品拥有超过 20000 名国内用户，同时还

出口欧美、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年销售额 2 亿元，

公司拥有超过 50 项专利，公司创始人上榜福布斯亚洲 30 岁以下 30

位人物。 

产品简介： 

目前公司有多款智能代步工具，开发有独轮车、扭扭车、电动滑板

车等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旅游部门合作，公司产品可实现景区、公园租凭或者共享业

务 

二、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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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智能代步工具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联系人： 

董剑成 

联系电话： 

1395168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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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德真工贸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德真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优特钢/模具钢/模具钢的企业。

公司先后获得 2013-2014 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2013 年度青浦区专

利申请优胜奖、2014-2015 年度上海市先进私营企业、2014 年度青

浦区专利申请优胜奖、2015 年度青浦区专利申请优胜奖、上海市诚

信创建企业等众多荣誉资质。 

产品简介： 

汽车横梁支架、汽车仪表盘骨架横梁、汽车转向柱支架、汽车驾驶

舱横梁支架、汽车中央通道支架、汽车前端盖等，公司研发的产品

生产模具结构紧凑，操作灵活，建造成本低，可节约组装时间，减

少加工所需机器及人员数量，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生产效率以及加工

精度，研发的产品检测工具提高了产品质检效率和质量。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汽车生产企业 

二、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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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汽车模具生产、加工基地。 

项目联系人： 

周文涛 

联系电话： 

1390185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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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奉义龙电子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奉義龍電子有限公司 成立於 2001 年，是中國最早一批專業從

事物聯網通訊及智能計量儀表研發、生產的高科技企業。上海奉義

龍電子有限公司是中國電工儀器儀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單位會員，

獲得 2010 年中國最佳自主創新企業稱號。經過 15 年的發展，奉義

龍電子已成為國內主要的智能通訊模塊、智能電度表,智能水表和智

能燃氣表制造出口商。 

自成立以來，奉義龍電子在一直緊跟計量儀表及自動抄表領域的世

界先進技術，不斷提高產品品質，豐富產品功能。公司生產的電度

表系列包括：有功無功電度表，預付費電度表，總線電度表，電力

線載波電度表，多費率電度表，多功能電度表等。智能水表系列包

括：脈沖發訊水表，預付費水表，總線直讀式水表，多費率水表等。

智能水、電表都配有單機版和網絡版的管理軟件。 

智能燃氣表系列主要有家用膜式燃氣表、帶機械溫度轉換裝置的燃

氣表、智能無線遠傳燃氣表、光電直讀閥控燃氣表、直讀式遠傳燃

氣表、射頻卡智能燃氣表、工業燃氣表、工業可燃氣體泄漏報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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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家用燃氣泄漏報警控制器、射頻卡熱能控制儀、智能儀表管

理壹卡通（指水、電、氣、熱量四表合併一卡管理）以及燃氣表 LCD

模塊,控制模塊等系列產品。 

為滿足客戶對產品品質的要求，奉義龍電子在產品設計和制造上不

斷提高，精益求精。我們不斷推出新產品，以保證我們在同類產品

上的相對優勢。公司投入大量資金對生產設備加以升級， 目前公

司的生產線配備有 CP40LV 貼片機， SEM668 全自動印刷機，

Win4005 波峰回流焊等。並建成了國內一流的電表測試實驗室， 擁

有 ESD 靜放電發生器， 電快速脈沖群發生器，雷擊浪湧發生器，

示波器，高低溫實驗箱等設備。 

产品简介： 

智能電度表,智能水表和智能燃氣表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与当地有智能電度表,智能水表和智能燃氣表需求的电力部门及企

业合作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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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智能電度表,智能水表和智能燃氣表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康红喜 

联系电话： 

1362187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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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高铁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高铁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元月，注册资金 2000 万，

是伴随着中国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大发展应运而生的一家集设

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公司，致力于复合材料在铁路

与城市轨道交通应用。公司总部和研发基地位于上海市，并在浙江

建德、嘉善、桐乡以及江苏扬州设有生产基地。公司产品主要包括

接触轨产品系统、疏散平台系统、复合材料电缆支架、复合材料螺

栓、混凝土锚固系统以及复合材料鱼尾板和轨枕等。 

公司拥有专业研发和产品设计团队，以铁路和轨道交通的需求为专

业方向勇于探索，不断创新，致力于向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服

务和解决方案。公司产品拥有十二项专利、四项产品获得省(部)级

鉴定，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简介： 

括疏散平台悬臂刚支架、地铁区间疏散平台、扶手固定件、绝缘腕

臂支撑装置、倒锥体型防开裂定型化学锚栓、悬臂梁支架、复合材

料鱼尾板等多个产品，其中复合材料疏散平台、平台步板、扶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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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固定件、酚醛支架、防护罩、电缆支架、平台、悬梁臂、倒锥

体型防开裂定型化学锚栓、复合材料鱼尾板均通过了国家权威部门

的耐火、耐腐蚀等性能检测，产品客户包括：中铁电气化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地铁公司、中铁二局电务工程有

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并在天津地铁 2 号线机场延

长线铺轨、上海轨交 11 号线、青岛三号线、上海十一号线、福州

一号线、天津地铁 2 号线机场延长线铺轨等工程项目中进行应用，

效果良好。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轨道交通建设部门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轨道交通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加工基地。 

项目联系人： 

沈海杰 

联系电话： 

135249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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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高压油泵厂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高压油泵厂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高压轴向柱塞泵和轴向柱

塞油马达的企业，是国内最早研制 CY 系列高压轴向柱塞泵的企业

之一。1981年本公司的 MCY14-1B、SCY14-1B、YCY14-1B、PCY14-1B、

CCY14-1B、DCY14-1B油泵获得了液压行业唯一的国家银质奖。公司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生产高压轴向柱塞泵的专业制

造技术和管理技术，品种齐全，市场份额大，产品质量可靠，产品

常被国家重点工程广泛使用。本公司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创新形成了

公司自主知识产权 20余项和拥有多项专利。 

   上海高压油泵厂生产的各类 “ 上高牌 ” 商标高压轴向柱塞泵

和轴向柱塞油马达，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航天、船舶、轻工、

建筑、市政建设等领域；并承接设计、制造成套液压总成，在国内

享有良好的信誉。 

产品简介： 

上海高压油泵厂是生产轴向柱塞油泵和油马达的专业企业，已积累

了数十年的技术经验，质量水平较高，产品具有材质精良、设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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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结构紧凑、性能码数高、寿命长、可靠性高及维护保养方便等

优点。因此，我厂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一直较高，目前为 40%左右。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工业、农业、航天、船舶、轻工等领域有高压轴向柱

塞泵和轴向柱塞油马达需求的企业 

二、政策扶持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高压轴向柱塞泵和轴向柱塞油马达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蔡晓峰 

联系电话： 

1391710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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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汉润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汉润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汉润，是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工

程技术设备成套专业公司。  

嘉兴分公司位于嘉兴市新丰镇，主要经营各类冷镦线圈的加工、批

发及零售，材质有 1006、1008、1022、195、235 等，公司在新丰镇

拥有自己的拉丝厂,为周边用户提供线圈胚材及拉丝成材,公司也拥

有自己的冷镦车间，所以在冷镦材的选择、试用、规模使用上有自

己独到的技术及经验。 

产品简介： 

公司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各类专业工程技术专家及经营管理人才，

以“服务”“信誉”赢得用户。公司实行工贸结合、技贸结合、内

外贸结合，立足于国内外两个市场，大力发展国内外的商务合作。 

公司的钢贸部门下属宁波分公司及嘉兴分公司,今年内拟开拓舟山

及温州基地。 

宁波分公司位于宁波鄞州钢材市场，专业从事各类不锈钢板、管、

棒等切割、批发配送业务，我们依托众多高效采购渠道和国有及民



 

213 

营钢厂的良好合作关系，保证了价格优势，我们实行仓储批发与终

端零售切割相结合的联动销售模式，灵活的付款方式，为您提供最

便捷、最有效的材料采购服务。我们主要经营的品种有:不锈钢板材、

法兰毛坯板、不锈钢棒材、不锈钢管、不锈钢冷拉光亮棒、扁钢、

方钢、六角钢、不锈钢热轧角钢、槽钢；钢种有: 304、321、316、

316L、309S、310S、1Cr13、2Cr13、3Cr13、201、301、302、303、

1Cr17Ni2(431)、9Cr18(440C)、9Cr18Mo(440B)、2205、17-4PH、904L

等。宁波分公司在江苏无锡设有仓库，备有大型剪板机、大型数控

等离子切割机，可切割 3-200mm 各种厚度的各种不锈钢圆形、方形、

三角形、异形等，可按图纸切割！ 

企业需求： 

公司关联有一家生产企业，产品主要替代进口，使用单位一般为纺

织设备生产单位，技术目前在国内是唯一的，目前产品主要销售到

日本和韩国，再由日本或者韩国的销售商卖给中国境内的纺织机械

产品生产单位，主要应用于纺织机械的 高速织布机(喷水或者喷气

织布机)的 钢筘、棕丝 等使用。 

发展规划： 

如果有相对应的企业或者工业园，合作方式可以是合作生产、合作

销售，或者技术转让，合作研发，多种方式均可。 

项目联系人： 

贺小军 

联系电话： 

1381610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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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禾泰特种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禾泰特种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0月，位

于中国上海桃浦都市型新材料研发基地。是由多名顶尖特种合成润

滑材料研发专家与工程师团队共同打造的集研发、生产、OEM加工、

技术咨询与服务的特种润滑整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定位于中国

市场最专业的特种合成生物可降解润滑剂、食品级润滑剂和特种节

能环保新材料应用方向的高科技公司之一。 

禾泰研发团队拥有 12 名专职研发、分析专家与工程师，自成

立起即非常注重科技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与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是

迄今为止行业内本土品牌在技术研发、创新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方

向最多的特种合成润滑剂高科技公司。 

产品简介： 

致力于为中国市场食品、制药、风电、航空航天、冶金、矿山、水

泥、造纸、汽车制造等特种行业提供全方位的特种合成节能环保润

滑材料、技术咨询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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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食品、制药、风电、航空航天、冶金、矿山、水泥、

造纸、汽车制造等特种行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特种润滑油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王瑞霞 

联系电话： 

1381704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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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回天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回天），系创业板上市公司回

天新材的全资子公司，1999 年落户松江。2004 年，回天新材将集团

管理总部由湖北迁至上海回天，又于 2010 年将集团技术中心设立

在上海回天。 

上海回天现占地面积 33228 平方米，建筑面积 37563 平方米，固定

资产 7 亿元，员工近 300 人。 

公司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多次获得松江区民营企业先进单位，

纳税先进企业，松江区十大纳税内资企业，松江区专利示范企业，

松江区工业技术创新先进集体，诚信达标企业，2017 上海民营制造

企业 100 强，2017 北极星杯”中国最受欢迎光伏十大品牌等荣誉。

并且本公司是工程用胶粘剂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粘接技术协会理

事单位、全国环氧树脂应用技术学会理事单位，中国电源学会会员

单位、上海光电子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员

单位、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成员单位、松江区科技企业联合

会副理事长单位，在同行业中起着先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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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公司产品中 SMT 贴片胶、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用胶、脱硫防腐行业

用胶、风力发电行业用胶均替代了国外进口，是国内首家生产该类

产品的内资公司，在国内市场中占有领先地位，上海回天科研人员

研发的太阳能用高强度有机硅粘接密封胶，通过在 107 硅橡胶中配

加高补强填料和合适的交联与偶联体系，完成了超高强度有机硅粘

接密封胶的技术攻关工作（目前 UL 测试阻燃等级达 94V-0 级，为

全球最高）。产品性能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企业需求： 

需要对接当地 SMT 贴片行业、太阳能电池板行业、脱硫防腐行业、

风力发电行业的企业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特种胶粘剂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沈文斌 

联系电话： 

13524574476 

 

  



 

218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建顾减震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建顾减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结构减隔震系统解决

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同时也是荣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优胜企

业之一。拥有本行业超强的技术团队，研发骨干均具有名校博士学

位，且具有丰富的项目实战经验。 

产品简介： 

建筑减震产品，如粘滞阻尼器，屈曲约束支撑等；隔震产品，

如天然橡胶支座，铅芯橡胶支座和高阻尼橡胶支座等，建筑减隔震

产品的合作科研、工程技术咨询、建筑减隔震产品开发、生产、销

售以及售后服务在全国范围的推广。 

建筑减震产品和隔震产品是目前国家大力推广的高新技术。其

抗震原理为利用阻尼器吸收地震能量，控制建筑的地震反应；以及

利用隔震支座形成隔震层，将地震能量在下部消散，防止或减少传

入上部结构的能量，从而保护上部结构。在国家推动下，全国各地

的减隔震产品应用案例正在逐步增多，实践证明减隔震产品的合理

使用确实可使建筑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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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行业发展前景巨大。结合行业的发展，公司拟建立统一的减

隔震研发、生产、检测基地，替代原有的生产基地，实现产品的快

速生产、检测，满足国内项目需求，同时也逐步用于出口。 

企业需求： 

一、市场对接 

业主单位，设计院，钢结构单位，钢结构/橡胶生产厂家。 

二、政府对接 

厂房应为工业用地，同时具备大环评，希望能够协助我方办理后续

相应的环评手续。 

三、产业基金 

需要提供 1000 万的产业基金配套 

四、产业政策 

专项人才扶持资金 

五、产业化需求 

项目一期需要厂房 8000 平方米，二期需要厂房 10000 平方米,单栋

厂房拟 2000-4000m2 最佳，整体大面积厂房也可以，内部二次隔断。 

发展规划： 

本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发展拟分两期进行，一期投资约 3000 万，主

要用于采购研发生产设备，拟实现年产值 2-3 亿元，二期投资 5000

万，拟实现产值 5-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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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 

闵志华 

联系电话： 

1381697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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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金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金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使用先进的润滑技术服务现代

制造业，主力研发微量润滑系统和各种合成润滑油，为先进的制造

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润滑节能解决方案，减少润滑油液的使用和能源

的消耗，减少润滑油液对环境的排放污染，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和

使用寿命。 

上海金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经过 10 年努力，

已经形成成熟良好的市场销售网络、销售管理团队、产品技术研发

团队和比较完整的产品链，并且储备了未来市场的相关技术。公司

为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上海市专利试点企业，普

陀区科技小巨人企业，国家标准参与制订单位，同时承担国家火炬

计划、科技部和上海市科委创新基金、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

多项国家和上海市科技项目。参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金属切削加

工绿色制造系统平台建设。 公司目前已经申请发明专利 80 多项，

授权发明专利 45 项；荣获 2 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立项，1 项国家创

新基金和 2 项上海市创新基金项目，2 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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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荣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三等奖、上海市科技企业创新奖、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全国工商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 

先进的润滑技术是节能战略的核心技术，几乎所有运动的设备都需

要润滑，本公司力争成为国家提倡的绿色加工、先进制造的排头兵。

绿色制造的优秀服务商。 

产品简介： 

节能微量润滑系统、环保微量润滑油、环保微量切削防锈液、环保

脱模添加剂、环保结晶器润滑油等。其中产品“油水气三相节能微

量润滑系统（KS-2107）”获“上海市节能产品”称号，2016 年公司

先后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三等奖”、“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中国工商联科技进步二奖奖”等荣誉，2017 年公司获“上

海市专利示范企业”，公司参与 2 项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并参与

工业和信息化部“。参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金属切削加工绿色

制造系统平台建设”。本公司项目产品已在包括中国中车、中国铝

业、上海大众在内的国内 800 余家大中小型金属加工企业使用，节

能减排、环境保护效果显著。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金属切削加工企业 

二、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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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环保微量润滑油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张乃庆 

联系电话： 

1391830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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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康阔光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公司是由世界光器件知名专家，上海千人计划获得者黄勇博士于

2013 年 1 独资创立。自成立以来，其研发的核心团队结合黄勇博士

过去近 30 年来在光纤技术和光电子器件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

工艺技术，将特种光纤技术领域的成熟技术应用于高压输电系统的

电流测量，确立了开发全光纤电流互感器（FOCT）的项目，并获

得了国家科技部 863 重大专项资助。公司成立之初，就攻克并圆满

完成了其核心材料-特种螺旋高双折射保椭圆光纤的开发。这类光纤

的成功开发，彻底解决了光互感器的工艺一致性问题，温度补偿问

题，抗振动问题和长期老化问题，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使本公司

开发的 FOCT 达到了该领域世界的领先水平。 

本公司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家采用了自主独立开发的电流传感光

纤生产全光纤电流互感器的公司，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解决了四分

之一波片的工艺一致性问题的公司，彻底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技术

瓶颈，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一家采用柔性传感光缆通过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武汉）测试的公司。这一技术的突破，使得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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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断开电流母线或 GIS 罐体情况下，就可以现场短时间内安装全

光纤互感器，摒弃了采用传统传感光纤环的概念，使得同一台的互

感器，可同时满足不同电压等级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安装、维护及

现场检验的成本。这是全光纤电流互感器在 GIS 应用中的必然的发

展趋势。利用这种特种光纤，所开发的 AIS-FOCT 性能稳定性也同

样有巨大的提高。 

产品简介： 

公司开发的系列光纤电流传感器/互感器多次已经通过国家电网授

权的权威机构型式试验测试、一年以上的长期稳定性测试，并在

2016 年正式实现在±800kV 灵绍直流工程灵州换流站挂网运行。已

经成为了国家电网全光纤电流互感器的主要供应商之一。除此之

外，公司还生产与各类光纤传感器所配套的保偏/非保偏光纤耦合

器和起偏器等。2017 年又开发成功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型保

偏光纤熔接机，打破了 30 年来国外保偏熔接机在国内市场的垄断

地位。 

企业需求：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20 亩土地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226 

发展规划： 

如上海周边能提供一定的土地、产业基金及产业政策，公司将考虑

在当地建立光纤电流传感器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联系人： 

许宗幸 

联系电话： 

1338620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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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科涅迩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科涅迩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学成像测量技术的

高新技术研发企业。主要产品有成像式亮度色度计、眩光亮度计、

显示器 mura 测量设备、近场分布式光度计等产品。 

产品简介： 

光学成像定量检测系统采用先进的亮度、颜色、空间角度等成像校

准技术，可以实现道路眩光、室内眩光、室外光污染的定量测量；

在显示器检测领域实现 LED、LCD、OLED 以及车载 HUD 产线自

动化检测。主要检测项目有亮度、色度、均匀性、屏幕缺陷、成像

畸变等。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成像式亮度色度计、眩光亮度计、显示器 mura 测量设备、

近场分布式光度计等产品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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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光学成像测量技术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阮鹏飞 

联系电话： 

1831704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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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纳克润滑技术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纳克润滑技术限公司创始于 2003 年，创立之初至今始终致力

于合成润滑材料的技术革新和应用研究，与我们的客户共同成长。 

经过近十多年的发展，上海纳克连续被上海市科委评定为上海市高

新技术企业和浦东新区企业研发机构，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其

中多项被列为上海市高新技术转化项目，并 2 次获得国家创新基金

支持。2013 年与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成立了“先进润滑材料联合

实验室”，致力于先进润滑材料的研发和应用研究。 

在中高粘度聚 a 烯烃（PAOs） 和烷基萘（AN）领域，纳克拥有核

心专利技术。目前，上海纳克公司在国家级化工园区上海化学工业

区投资建设的 2.5 万吨合成基础油生产基地已商业化运营，为国内

外客户提供高品质的 Sinosyn®PAOs 和 SynNaph®AN产品，成为世

界新的选择。 

产品简介： 

在低粘度 PAO 技术领域，由于国内现有供应能力的企业均使用三

氯化铝催化体系，其聚合机理和特点决定了，用这种催化体系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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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产品，无法达到美孚、英力士、雪佛龙等公司使用三氟化硼技

术体系所生产的产品品质。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努力，上海纳克拥

有基于三氟化硼催化体系生产万吨级全系列低粘度 PAO 工艺包，

已具备建设规模化产业装置的基本条件。 

在超高粘度 PAO 技术领域，均采用茂金属催化技术体系,其典型产

品如 PAO65,PAO150,PAO30O，上海纳克已经在上海开始使用此技

术生产同等质量的商业化茂金属 PAO 产品,并创新地生产出超高粘

度 PAO600 和 PAO1000 两个粘度级别产品，填补了这个粘度等级领

域的世界性空白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润滑油生产、加工企业以及有特种润滑油需求的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润滑油基础油的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顾芳芳 

联系电话： 

1366184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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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琪瑜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琪瑜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照明电子和分布式能

源电子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的新型科技型企业。公司坐落于上

海嘉定区浏翔公路 1920 号，占地十余亩，厂方近万平米，并在江

苏无锡锡山经济开发区建有现代化生产基地。 

公司照明电子产品主要有各类 LED 灯具电涌保护器，LED 驱动电

源，LED 灯具智能控制系统和照明电容器等。产品主要供应德国，

荷兰，美国，日本等国际著名品牌和国内知名品牌公司使用，并已

取得 VDE，UL，CE 等国际认证。 

公司拥有全套高度自动化的精密制造装备，其中关键装备由日本，

瑞士，意大利，韩国引进。公司已建立自主开发团队，配有完善的

电子开发实验室和高压实验室，可以满足公司各类产品的开发需

要，并可按客户要求定置开发产品，目前公司拥有电容器生产线一

条，年产量 4000 套。 

公司已于 2015 年 10 月登陆新三版资本市场，证券代码 833902，资

本市场发展将对企业发展和产品开发提供强大的支撑。公司将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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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亦专亦精”之经营理念，竭诚为客户提供有效服务。 

产品简介： 

LED 灯具驱动电源、浪涌保护器、HID 灯具电容、太阳能路灯驱

动电源。这些产品均通过了公司内部质量部门的严格检测，其中

《HID 灯具电容》通过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检测，产

品已在飞利浦、江苏昊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权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使用，产品质量良好，

受到广泛好评。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市政道路照明工程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能产生一定量的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灯具电容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阮明华 

联系电话： 

1391654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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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儒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儒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1 年 6 月，一家成长型的

生物科技创业公司，主要从事临检及生物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包

含设备和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作为生命科学领域专业的供应

商，公司产品已经被国内诸多知名企业，高校所选用。 

产品简介： 

自动移液工作站系统，包括生物应用机器人执行模块、自动控制技

术、数据共享、管理云平台等，满足现代实验室对高通量、高精度

液体处理，适用实验微量液体分配，能够从 96 孔板，384 孔板，1536

孔板中精准移液 0.1～200 μL，其特点有：①产品模块化，定制化。

②云端共享、上传、下载工作流程，建立工作流程网上商店。通过

USB 可以转移工作流程，更新程序。③无线控制，及总线控制的板

卡系统。产品通过中科院上海查新中心查新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移液器包括拉压传感器、吸头移液器，通过智能化改造，产品可自

行升级，记录运行状况，通过手机远程操作。产品可实时检测出环

境温度、气压变化值并控制活塞移动距离，提高移液控制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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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对外界环境的抗干扰能力，减少系统成本。 

企业需求： 

一、 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生物医药类的企业以及科研院所 

二、 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补助资金 

税收减免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产品生产制造基地 

项目联系人： 

刘亭立 

联系电话： 

1592144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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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申菲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申菲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上海

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和经营者群体合股组成的企

业。主要经营生产激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高科技产品有: 激光

光盘母盘玻璃基片系列、集成电路掩模版玻璃基片系列、Wafer 超

薄玻璃基片系列。 

公司占地面积 7500 平米，建筑面积 5000 平米，拥有各类规格玻璃

基片生产线 4 条、二氧化碳激光管生产线二条。现产品已涵盖激光、

集成电路、光电子、微电子产业领域，产品的 90%出口美国、荷兰

菲利浦、东南亚、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获得 ISO9001-2000 版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9001-14000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并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科技企业和上海市科技企业

精神文明单位。 

产品简介： 

激光光盘母盘玻璃基片系列、集成电路掩模版玻璃基片系列、Wafer

超薄玻璃基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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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在当地有激光光盘母盘玻璃基片、集成电路掩模版玻璃基片、Wafer

超薄玻璃基片需求的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立特种玻璃基片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张驰 

联系电话： 

15225920805 

 

  



 

237 

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TOPXGUN)，是全球专业的无人机飞

行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提供商。公司目前 100余

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 60%以上，技术核心团队均来自南航、北航

等航空专业院校及军用无人机研究所，拥有丰富的无人机行业经验

和产品研发能力。 

拓攻提供行业无人机飞控系统定制服务及解决方案，目前已涵

盖航拍、农业、物流、测绘、安防等领域，致力为您打造精准智控。 

拓攻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创

新，形成健康良性的无人机产业生态系统，推动无人机行业持续发

展。 

产品简介： 

拓攻飞控产品线覆盖飞控产品、飞控相关配件和行业飞控定制

方案。飞控产品包括：通用版飞控 T1 系列产品，农业植保专用飞

控 T1-A，以及行业级 RTK精准飞控套件。拓攻飞控产品均采用最优

姿态跟踪和自适应控制算法，支持市面上所有多旋翼无人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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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强磁场干扰、失控保护和断桨保护等功能，且兼具一体化设

计，便于安装使用。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教育部门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无人机生产制造基地 

项目联系人： 

唐蓉 

联系电话： 

1861632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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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纬而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纬而视科技是专业大屏幕数字拼接显示系统的推进者与先行者，经

过十几年的专业经营及产品技术自主研发，发展成为一家集可视化

人机交互系统、各种类型的数字显示系统的综合性视觉行业软硬件

自主品牌原厂商企业，为客户提供一流专业的解决方案，提供优质

的专业服务，并提供最佳客户体验。  

纬而视科技以中国上海为生产基地，业务涵盖国家基础设施、工业、

科研、政府、商业等领域，客户遍及电信、金融、政府、交通、能

源、水利、航天、电子、制造、科研和教育等各个行业。 

纬而视科技根植于视觉行业、锐意创新进取，立志为视觉行业创造

与众不同的价值。 

产品简介： 

纬而视科技研究开发出多项国际领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公司在在新一代激光光源显示技术、云计算图像处理、超短焦

光学投影引擎、微投影、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IPV6 的嵌入

应用、人机交互产品、可视化软件、钻石硬屏小间距 LED 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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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领域已经走在行业的前列，并具有多项核心技术，拥有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软件著作权三十多项。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有大屏幕显示需求的政府及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钻石硬屏小间距 LED 显示屏及超短焦光学投影引擎的应用与

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王娅雯 

联系电话： 

1381833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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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兴罗特种密封件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公司生产金属、非金属，四氟、石墨、橡胶制品杂件五大件标准和

非标准密封件。主要配套于汽车、船舶、化工、柴油机、轮胎、及

机械设备，部分产品替代了进口配件。 产品有金属缠绕垫片、金

属包垫、齿型圈、八角垫、四氟包垫、橡胶四氟包垫、紫铜包垫、

石棉制品、非石棉制品、橡胶制品（氟、硅、丁晴、三元乙丙、聚

安脂、阻燃型）。旋转唇骨架油封达到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由于坚

持客户的需要就是我们追求的宗旨，产品质量可靠，价格合理。 公

司产品的配套单位有上海大众、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柴油

机厂伊维公司、东维公司，乘用、载重、大众汽车轮胎厂，金山石

化，天源、氯碱、衢洲化工，上海、沪东、江南、外高桥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等，先后与国内外 20 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定点配套协

作关系，产品销往欧洲、非洲、日本和美国等国家。 公司将一如

既往，努力发挥领先的技术水平，生产一流的优质产品满足客户的

需求，这是我公司永远的目标。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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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金属、非金属，四氟、石墨、橡胶制品杂件五大件标准和非标

准密封件。主要配套于汽车、船舶、化工、柴油机、轮胎、及机械

设备，部分产品替代了进口配件。 产品有金属缠绕垫片、金属包

垫、齿型圈、八角垫、四氟包垫、橡胶四氟包垫、紫铜包垫、石棉

制品、非石棉制品、橡胶制品（氟、硅、丁晴、三元乙丙、聚安脂、

阻燃型）。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对接当地汽车、船舶、化工、柴油机、轮胎、及机械设备等企业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并在当地产生一定量的有效订单，公司拟打

算在当地建设特种金属及密封件应用与服务中心。 

项目联系人： 

张晖 

联系电话： 

139161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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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旭和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旭和环境旗下有上海旭和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旭和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上海旭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部基地设在上海市漕河泾

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区。自 2003年 12月引进日本国三菱重工业株

式会社在烟气脱硫（FGD）系统中的石膏真空皮带机技术起，先后

为国内外超两百个电厂提供石膏脱水机及改造、维护服务，成为火

电厂烟气脱硫行业中的重要企业。2013年 8月 1日，又成功引进三

菱重工的“三菱污泥干燥机”生产技术，并与三菱重工一道开发了

适合中国污泥特性的产品，实现了“三菱污泥干燥机”的国产化转

型，为中国的污水处理厂配套技术先进、运行维护成本低的污泥处

置设备，为环境保护事业贡献力量。 

产品简介： 

真空皮带脱水机：降低系统阻力，减少橡胶皮带驱动的功率，在同

等条件下，旭和真空皮带脱水机的驱动功率是其它品牌的 1/4。橡

胶带为无裙边设计，从而没了裙边因反复拉伸与收缩造成的疲劳破

坏，并减少驱动功率。 橡胶带更换周期一般为 5~6 年。驱动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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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紧辊的表面为鼓形设计，起到了自动纠偏的功能。减速机的选型

为摆线式，它的减速比大，功率小脱水机配套所需真空泵的抽气量

是同行的 2/3。真空箱：真空箱与真空箱上的摩擦部分选用耐磨性

能好的特殊材料制作而成。延长了使用寿命，又提高了真空箱密封

效果。喂料器：采用特殊结构，使浆料均匀无冲力，该技术已申请

专利。系统消耗：设计优化，结构合理，脱水系统能耗比同类产品

节能 30%以上。石膏含水率：石膏的含水率指数优良，符合国际要

求。皮带机在加工厂组装完后发货，保证了皮带机的安装精度。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需要对接当地大型脱硫企业对接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人才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支持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有一定量的实际订单，公司拟打算在当地

建立真空皮带脱水机应用与服务基地 

项目联系人： 

黄丽萍 

联系电话： 

180171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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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上海宗棠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我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 月，注册资金 2000 万，系以军品为主兼顾

民品开发的高科技生产型企业。公司主要从事气动和液压行业的产

品开发和生产，出要提供军用雷达充气机、氮气机等。2014 年取得

军工三级保密资质，2016 年通过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简介： 

传统的阀门都是由人手动操作来控制流体压力的，我公司研制的基

于模糊 PID 控制的电子压力智能控制器则是根据电信号提供压力

控制。由于电子压力控制器的控制信号通过网络传输，且控制器本

身具有自动调节功能，故非常适用于需对压力自动控制的场合，以

及易燃易爆流体的远程控制。其接受的电信号既可以是模拟电流/

电压信号，也可以是数字通信信号，其控制模式既可以是开环控制，

也可以是闭环控制。 

我们相信，随着该产品的应用，传统的手动控制阀门将逐渐被替代，

如果能够大规模生产，产品的成本将大幅降低，将真正走进我们每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从高精尖的火箭燃料阀门到每一个家庭厨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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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控制阀门，都将是该产品的潜在市场，因此该产品的应用前景

将不可限量。 

企业需求： 

一、产业对接 

通过与当地 军工、气体工厂、汽车、半导体工厂 

二、政策扶持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

电子压力智能控制器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联系人：  

程欢 

联系电话： 

1330177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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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推介登记表 

企业名称：  

小迩美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先进制造 

企业简介： 

小迩美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专注于外骨骼机器人技术的研发、

生产 

产品简介： 

外骨骼机器人是融合传感、控制、信息、融合、移动计算,为作为操

作者的人提供一种可穿戴的机械机构的综合技术。本文简要介绍了

军事领域外骨骼世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是指套在人体

外面的机器人，也称“可穿戴的机器人”。 

企业需求： 

专项产业扶持政策 

产业引导基金 

税收减免 区域性的合作伙伴 

发展规划： 

如当地产业链结构完整，且当地能提供一定的产业基金及产业政

策，公司将考虑在当地建立外骨骼机器人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联系人：孙耀 联系电话：188018180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8322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B%E5%8A%BF/3695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