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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发展 
2021 年工作要点 

 

为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九次、十次、十一次全会要求，聚力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加快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根据《无锡市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特制定 2021 年工作要点。 

一、发展目标 

工业互联网持续发展，新增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2 个、星

级上云企业 50 家；制造业智能化步伐加快，100 个重点智能化

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240 亿元，新增省级智能车间 30 个，新增国

家和省各类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标杆（项目）22 个。 

二、重点任务 

1. 完善政策体系。深入开展调研，认真听取企业意见，结合

我市产业实际，完善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扶持政策。鼓励各地

区进一步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和举措，开展好项目推进、标杆示范、

企业上云、生态构建等工作。（智能制造推进处，各市（县）区

工信部门） 

2. 推进智能装备发展。智能制造关键装备、核心部件形成一

批突破，力争新增省首台套重大装备 3 项。（装备与消费品产业

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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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装备数字化改造。扩大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应用规模，

推进设备互联，推动 250 家企业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

级。（智能制造推进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4. 推进工业企业数据应用。支持企业开展工业数据集成应

用，增加工业数据采集、清洗、管理、分析投入，实现多源异构

数据的融合及存储，推进 30 家企业建设工业数据集成应用项目。

（智能制造推进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5. 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鼓励重点企业建设面向自身

及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滚动培育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 10 个，

推进平台赋能产业链，探索培育产业供应链协作平台，新增省重

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2 个。（智能制造推进处，各市（县）区工信

部门） 

6. 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鼓励电子商务在工业领域应

用，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强链拓市。培育发展一批面向不同工业

场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 APP，加快 5G+工业互联网应

用，持续推进“千企上云”，加快企业业务、产品和设备上云步

伐，新增省星级上云企业 50 家，其中四星级及以上上云企业 30

家。（智能制造推进处、信息化与软件服务处、物联网规划服务

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7. 推进工业互联网标杆建设。推动企业基础设施、业务应用、

产品设备、平台系统等广泛连接工业互联网，开展工业互联网集

成应用，形成一批解决方案，支持红豆集团、南理工江阴校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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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加快进程，培育一批工业

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新增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5 家。（智能制

造推进处、信息化与软件服务处、物联网规划服务处，各市（县）

区工信部门） 

8. 推进智能化项目建设。加快企业智能化项目建设，进一步

支持企业建设安全生产在线监测、风险管控系统，实施高危行业、

高危工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100 个重点智能化建设项

目完成投资 240 亿元，支持一批智能化建设项目。（智能制造推

进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9. 推进智能化示范建设。推动企业积极申报国家和省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应用项目，创建标杆企业，发展灯塔工厂和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建设智能工厂培育库，新增省级智能车间 30 个，

新增市级智能车间 60 个。（智能制造推进处，各市（县）区工信

部门） 

10. 推进解决方案服务商建设。支持解决方案服务商发展，

健全智能制造服务资源池，培育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20

家，新增省智能制造领军服务机构 5 家。（智能制造推进处，各

市（县）区工信部门） 

11. 推动技术创新。组织开展智能制造关键技术攻关、标准

与规范研制工作，实施一批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

深入推进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进一步发挥江南大学无锡

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无锡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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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促进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工程中心等创新平台功能，培育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创建

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10 个。（技术创新处、智能制造推进处，

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12. 推进人才引育。依托太湖人才计划，加强国内外工业互

联网和智能制造人才引进培养。鼓励产教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和

高校联合建立智能制造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培育“数字工匠”，

探索推进产教融合型智能制造企业建设，健全智能制造专家库，

积极引进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人才。（产业人才与合作处、智能

制造推进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13. 推进模式业态创新。鼓励企业围绕产业集群共性制造环

节建设共享工厂，探索灵活服务满足产业集群共性制造需求，发

展共享制造新模式；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利用新技术手段，提供远

程维护、故障预测、性能优化等服务，促进高端装备领域企业实

现服务化延伸；鼓励企业采取“众包”模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装备）攻关和创意研发，发展 C2M 数字工厂，新增服务型制

造示范企业 5 家；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智能制造，提

升协作水平，形成信息集聚、数据融通的区域产业新优势，争创

省“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特色产业基地 1 个。（智能制造推进处、

运行监测协调处、技术创新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14. 完善基础设施。加快 5G 网络建设，推动企业内外网改

造，夯实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全面建设低时延、高可靠、广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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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基础网络，提高网络互联互通和适配能力，推进阳光、红豆、

富仁等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推动远东、物联网创

新中心等已建节点加快推广应用，加强信息安全防护，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提升工业企业工控安全防护能力。（物联网规划服务

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15. 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区域合作，鼓励企业加入长三角工

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领域协会、联盟，依托世界物联网博览会、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等做好无锡企业和产品推广工作；支持智能制

造城市发展联盟等进行区域一体化生态共建共享，开展智能制造

领域供需对接活动，推广智能制造优秀解决方案，争取中国智能

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在我市举办供应商大会。（智能制

造推进处、产业人才与合作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16. 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宣传工作，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项目积极给予信

贷支持，创新金融解决方案；鼓励企业建设展示中心、体验中心；

支持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协会、信息技术应用协会等社会团体开

展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人才培训、项目合作交流与宣传，通过

形式多样的丰富活动，全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开展宣传，带动

更多企业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投入。（智能制造推

进处、办公室、企业发展服务处，各市（县）区工信部门） 

 

附件：1. 2021 年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发展目标任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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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序号 考核内容 
计量 
单位 

全市 江阴市 宜兴市 梁溪区 锡山区 惠山区 滨湖区 新吴区 
无锡 
经开区 

1 
完成重点智能化建设 

项目投资 
亿元 240 54 18 2 52 50 8 55 1 

2 新增省智能车间 个 30 5 4 1 4 4 2 9 1 

3 

新增省星级上云企业 家 50 8 6 2 10 10 2 10 2 

其中：四星级及以上 家 30 5 4 1 6 6 1 6 1 

4 
新增标杆类企业 

（项目） 
家 22 4 3 1 3 3 2 5 1 

注：标杆类企业（项目）包括国家和省工业互联网标杆企业（项目）、智能工厂（项目）、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领军服务机构，

灯塔工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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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序号 企业名称 平台名称 地区 

1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双良智慧云平台 江阴市 

2 江苏富仁工业物联网有限公司 富仁工业物联网平台 江阴市 

3 江苏格罗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格罗瑞纺织工业生产管理云平台 梁溪区 

4 无锡微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Masterlink CPS9.0 机加工协同智造云 锡山区 

5 江苏中智软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惠山工业云平台 惠山区 

6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Miracloud 天奇工业互联网平台 惠山区 

7 江苏蓝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蓝创 Squirrel 工业互联网平台 滨湖区 

8 无锡芯软智控系统有限公司 芯软云工业互联网精益智造平台 新吴区 

9 无锡美林数联数据有限公司 领航工业互联网平台 新吴区 

10 塬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塬数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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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培育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1 江苏安科瑞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市 

2 新智机器人技术服务（江阴）有限公司 江阴市 

3 江苏江顺精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阴市 

4 无锡市赛格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 

5 江苏俊知智慧网络有限公司 宜兴市 

6 无锡必创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梁溪区 

7 江苏金易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区 

8 无锡晓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锡山区 

9 江苏新光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锡山区 

10 大唐融合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惠山区 

11 无锡中车时代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惠山区 

12 无锡恒久安泰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惠山区 

13 无锡锡能锅炉有限公司 惠山区 

14 无锡黎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惠山区 

15 无锡爱尔华精机有限公司 滨湖区 

16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滨湖区 

17 无锡钧普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18 江苏锡恩智能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吴区 

19 中科海拓（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 

20 无锡九霄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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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培育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1 江苏博大数控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江阴市 

2 江苏大隆凯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 

3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江阴市 

4 无锡市中鼎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宜兴市 

5 江苏前锦炉业设备有限公司 宜兴市 

6 无锡奥科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梁溪区 

7 连城凯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区 

8 海润达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锡山区 

9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锡山区 

10 无锡百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惠山区 

11 无锡尚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山区 

12 德意佳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惠山区 

13 江苏迪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山区 

14 九众久机器人有限公司 滨湖区 

15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滨湖区 

16 江苏南瑞恒驰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滨湖区 

17 无锡中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新吴区 

18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新吴区 

19 江苏伊施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20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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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智能车间培育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1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 

2 威茨曼金属制品(江阴)有限公司 江阴市 

3 江阴市万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 

4 江苏星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江阴市 

5 江苏耀坤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 

6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江阴市 

7 江阴市万和设备自动有限公司 江阴市 

8 江阴长仪集团有限公司 江阴市 

9 江阴苏达汇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 

10 江阴市华宙智能纺织有限公司 江阴市 

11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 

12 江苏宝得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 

13 江苏安科瑞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市 

14 江阴塞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江阴市 

15 江阴市强力化纤有限公司 江阴市 

16 环晟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宜兴市 

17 光大环保能源（宜兴）有限公司 宜兴市 

18 江苏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宜兴市 

19 无锡高是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宜兴市 

20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市 

21 江苏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市 

22 宜兴威尼特集装袋有限公司 宜兴市 

23 江苏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 宜兴市 

24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市 

25 无锡乐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 

26 无锡威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梁溪区 

https://www.qcc.com/firm/e49ea179f7bdf078f465f36fc6e27a0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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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27 恩纳基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梁溪区 

28 无锡积高科技有限公司 梁溪区 

29 利晶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梁溪区 

30 东亚电力（无锡）有限公司 锡山区 

31 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锡山区 

32 科瑞茉（无锡）日用品有限公司 锡山区 

33 宝玛医疗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锡山区 

34 高德（江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区 

35 无锡顶锋日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锡山区 

36 无锡维尚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区 

37 无锡吉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锡山区 

38 乐星汽车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锡山区 

39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锡山区 

40 无锡麟力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区 

41 蜂巢能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锡山区 

42 江苏瑞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区 

43 无锡聚丰数控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锡山区 

44 无锡新维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惠山区 

45 无锡京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惠山区 

46 嘉科（无锡）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惠山区 

47 无锡永凯达齿轮有限公司 惠山区 

48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惠山区 

49 永豪（无锡）压铸有限公司 惠山区 

50 美乐科斯电子制造（无锡）有限公司 惠山区 

51 无锡梦燕制衣有限公司 惠山区 

52 无锡荣能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惠山区 

53 无锡英鹏新能源有限公司 惠山区 

54 无锡万斯集团有限公司 惠山区 

55 无锡众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惠山区 

56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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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57 无锡市华通气动制造有限公司 惠山区 

58 无锡宝露重工有限公司 惠山区 

59 无锡众联能创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惠山区 

60 无锡锡南铝业技术有限公司 滨湖区 

61 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滨湖区 

62 魅力厨房(无锡)食品有限公司 滨湖区 

63 罗森博格（无锡）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滨湖区 

64 无锡市海卓力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滨湖区 

65 无锡市冠云换热器有限公司 滨湖区 

66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滨湖区 

67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吴区 

68 利纳马汽车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69 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新吴区 

70 全讯射频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71 绿点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72 远纺工业（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73 爱克发（无锡）印版有限公司 新吴区 

74 无锡创明传动工程有限公司 新吴区 

75 无锡康明斯涡轮增压技术有限公司 新吴区 

76 乐星电气(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77 苏伊士水务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78 无锡威孚施密特动力系统零部件有限公司 新吴区 

79 无锡斯考尔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新吴区 

80 无锡珀金斯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81 无锡晶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吴区 

82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吴区 

83 芦森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84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吴区 

85 无锡范尼韦尔工程有限公司 新吴区 

86 江苏东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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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87 无锡日托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88 亨沃机械设备（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89 无锡东元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新吴区 

90 无锡市美泰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新吴区 

91 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92 英飞凌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 新吴区 

93 佛吉亚（无锡）座椅部件有限公司 新吴区 

94 无锡天芯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95 无锡芯启博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区 

96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经开区 

97 江苏芯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 

98 无锡盈达聚力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 

99 无锡市方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经开区 

100 无锡市恒通电器有限公司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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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企业智能化建设重点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1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12 英寸中段硅片制造和 3D 芯片集成加工 2016-2022 20000 江阴市 

2 联动天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储能用锂离子电池生产一期项

目 
2019-2024 10000 江阴市 

3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36 亿颗高密度集成电路及系统级封装模块项

目 
2019-2021 30000 江阴市 

4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棒材深加工项目 2019-2021 25000 江阴市 

5 江阴长庚高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功能性聚酯（PET）薄膜及聚酰胺薄膜新型包装材
料生产项目 

2019-2021 30000 江阴市 

6 江阴新杰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专用材料与等离子清洗设备研发生产项目 2020-2021 20000 江阴市 

7 江苏深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冷储运设备及智能装备项目 2019-2021 20000 江阴市 

8 江阴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高精重载齿轮箱组装项目 2020-2021 25000 江阴市 

9 江苏卓尔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6 万吨光电通信专用新材料项目 2020-2021 20000 江阴市 

10 
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康复工程技术装置生产项目 2020-2021 10000 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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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11 江阴康瑞卫智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精密零部件制造一期项目 2020-2021 50000 江阴市 

12 
中联重科建筑机械（江苏）有限责

任公司 
华东智能制造及出口基地项目 2020-2021 80000 江阴市 

13 江阴骏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骏友电子材料项目 2020-2021 85000 江阴市 

14 江阴申桦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高端密封技术研发项目 2019-2022 10000 江阴市 

15 江阴市三良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橡胶新材料项目 2019-2021 20000 江阴市 

16 江苏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智能化传动系统项目 2020-2022 10000 江阴市 

17 江阴泓潮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石英材料项目 2020-2021 20000 江阴市 

18 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回转式减速器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2020-2021 30000 江阴市 

19 江阴中绿化纤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项目 2020-2022 10000 江阴市 

20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 年产 4 万吨高端压力容器项目 2018-2021 20000 江阴市 

21 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用大硅片项目 2018-2022 100000 宜兴市 

22 环晟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高效叠瓦太阳能电池组件项目 2020-2022 50000 宜兴市 

23 宜兴威尼特包装袋有限公司 重型纸塑复合包装袋及集装袋生产项目 2020-2022 15000 宜兴市 

24 江苏嘉耐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洁净钢用低碳环保型耐火材料扩能项目 2020-2021 8000 宜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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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25 无锡四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控制板项目 2020-2022 8000 宜兴市 

26 利晶微电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MiniLED 及 MicroLED 生产车间智能化建设项目 2020-2023 20000 梁溪区 

27 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产业基地二期项目 2019-2022 180000 锡山区 

28 鹰普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航空零部件 100 万件技术改造项目 2018-2022 58200 锡山区 

29 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板智造项目 2019-2021 20000 锡山区 

30 高德（江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增年产 50 万平方米高密度互连印刷电路板的技
改项目 

2020-2023 10000 锡山区 

31 蜂巢能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蜂巢能源无锡技术中心项目 2020-2022 20000 锡山区 

32 海润达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检测设备及液压伺服设备研发生产项目 2019-2021 6100 锡山区 

33 统盟（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印刷电路板技术改造项目 2018-2021 10000 锡山区 

34 无锡鑫宏业特塑线缆有限公司 新能源特种线缆研发中心及智能化生产项目 2021-2022 10000 锡山区 

35 无锡吉冈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机械零部件及模具生产加工项目 2021-2023 11900 锡山区 

36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有限公

司 
智能装备制造中心项目 2021-2023 15000 锡山区 

37 爱景智能装备（无锡)有限公司 节能工业物联网及智能化制造中心项目 2020-2022 10000 锡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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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38 帝尔激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精密激光设备生产项目 2019-2021 26500 锡山区 

39 江苏利特尔绿色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46000 吨包装材料绿色智能制造项目 2019-2021 10000 锡山区 

40 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智能化仓库及高压造影注射器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2021-2022 11500  锡山区 

41 无锡市正隆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零配件生产线技术改造 2018-2021 8000 锡山区 

42 连城凯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云协同分布式网络的集中监控系统 2020-2022 5000 锡山区 

43 
拉普拉斯（无锡）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 
半导体研发制造项目 2019-2021 27000 锡山区 

44 无锡吉成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2 英寸集成电路先进制程项目 2020-2021 20000 锡山区 

45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 万条高性能智能化全钢子午胎建设项目 2018-2021 10000 锡山区 

46 无锡宝顺不锈钢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智能化建设一期项目 2020-2021 5000 锡山区 

47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制造中心智能化工厂改扩建项目 2020-2021 20000 锡山区 

48 鹰普（中国）有限公司 年产汽车零部件 35000 万件技术改造项目 2020-2022 30000 锡山区 

49 无锡明恒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年产 15 万台混合动力变速箱建设项目 2019-2022 20000 惠山区 

50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

惠山工厂 
16L 发动机建设及天然气试验能力提升项目 2020-2022 20000 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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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51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减速电机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2020-2021 15000 惠山区 

52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尾气后处理系统智能生产扩能项目 2020-2022 15000 惠山区 

53 江苏苏嘉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型耐火材料集中管控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2019-2021 6000 惠山区 

54 无锡欧之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高端家具面板柔性制造项目 2019-2022 10000 惠山区 

55 
无锡市中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 
年生产汽车减震器 2500 万套项目 2020-2021 7000 惠山区 

56 无锡市荣能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3.5GW 金刚线切片智能车间  2019-2021 6300 惠山区 

57 无锡烨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合金材料部件智能工厂技术改造项目 2019-2021 30300 惠山区 

58 无锡华光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汽车冲压焊接总成 1000 万套及行李架 150 万
套项目 

2019-2021 20000 惠山区 

59 无锡舜邦机械有限公司 年产 7.26 万吨大型风电设备配套零部件产业化建
设项目 

2020-2021 25000 惠山区 

60 江苏京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京运通大尺寸硅片项目 2021-2022 30000 惠山区 

61 无锡华生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元器件用材料的研发与制造 2020-2021 6500 惠山区 

62 江苏高特斯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视觉机器人制造及试验和检测服务项目 2020-2021 15000 惠山区 

63 无锡市天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高档印刷品包装材料二期项目 2021-2022 12000 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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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64 江苏申华锦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蓄能电热装备，电加热装备及配件的智造加工 2019-2021 19000 惠山区 

65 无锡兴烨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精度创新型离合器生产线 2019-2020 14000 惠山区 

66 中航卓越锻造（无锡）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高端石化用锻件及大型环件深加工生

产线项目 
2020-2021 12000 惠山区 

67 无锡力升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组件研发制造项目 2020-2021 17400 惠山区 

68 江苏力维数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工业 4.0 家具行业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项目 2020-2021 70000 惠山区 

69 无锡市申锡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船舶管理设备的研发、制造建设项目 2020-2021 15000 惠山区 

70 无锡欧谱纳燃气轮机科技有限公司 轻型燃气轮机制造项目 2020-2023 37000 惠山区 

71 无锡银臻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60 万吨 SED 项目 2019-2021 20000 惠山区 

72 无锡正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正创新零售智能制造项目 2020-2023 50000 惠山区 

73 无锡泰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降噪设备二期项目 2021-2021 10000 惠山区 

74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热端特种合金材料及部

件建设项目 
2019-2021 24000 滨湖区 

75 无锡创彩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 600 吨聚酰亚胺薄膜建设项目 2019-2021 40000 滨湖区 

76 无锡市振华亿美嘉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105 套自动模具、200 万套冲压件建设项目 2020-2022 25000 滨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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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77 无锡闻讯电子有限公司 闻泰无锡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2021-2023 20500 新吴区 

78 欧司朗光电（中国）有限公司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二期项目 2019-2022 5200 新吴区 

79 睿博无锡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柏丽家居亚太总部项目 2021-2022 30000 新吴区 

80 绿点科技（无锡） 有限公司 手机零部件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2020-2021 6600 新吴区 

81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高值化循环利用及新能源

车用高能量密度三元材料项目 
2021-2022 30000 新吴区 

82 闻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闻泰无锡 5G 智能终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2020-2021 49000 新吴区 

83 联合汽车电子无锡厂 联合汽车电子三期项目 2019-2021 20000 新吴区 

84 无锡时代天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天使研发中心及 3D 打印基地项目（一期） 2020-2021 8000 新吴区 

85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亚科技三期项目 2020-2023 20000 新吴区 

86 无锡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高端高密通信用 IC 载板二期项目（W2 项目） 2020-2023 25000 新吴区 

87 无锡朗贤轻量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99 套汽车轻量化模具和 1288 万件汽车轻量

化零部件项目 
2019-2022 121300 新吴区 

88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10 万辆/年）与动力电池（10 万套/
年）高值化循环利用项目 

2020-2022 30000 新吴区 

89 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 年产 PC 用晶显示模组 216 万台 2020-2021 25600 新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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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起止年月） 

2021 年拟
投资额 地区 

90 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精密冲压模具智能生产线建设项目 2020-2022 15800 新吴区 

91 利纳马汽车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年产 40 万套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系统总成项目 2019-2023 8500 新吴区 

92 博世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 燃料电池研发中心项目 2020-2022 24500 新吴区 

93 无锡市江松科技有限公司 自动化设备生产线项目 2021-2022 15000 新吴区 

94 无锡市保时龙公司 
年产 1.2 亿件计算机键盘、鼠标及精密零部件智能

制造项目 
2021-2023 18700 新吴区 

95 无锡格瑞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年产 40 万套汽车零部件与 35 万套宇航军工精密
部品件项目 

2020-2022 31500 新吴区 

96 无锡汤姆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汤姆森智能包装制造装备项目 2020-2022 10000 新吴区 

97 无锡三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车间及辅助用房生产建设项目 2021-2021 20000 新吴区 

98 约克空调无锡有限公司 约克空调新厂扩建项目 2021-2022 15000 新吴区 

99 北京中石伟业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高导热石墨膜新产线建设以及智造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 

2021-2023 5000 新吴区 

100 无锡万华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智能化建设项目 2021-2023 10000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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