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年度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示名单 

企业名称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画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林源热交换器有限公司 

无锡市金达成套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东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采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德宁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蜜蜂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意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钱桥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和森科技有限公司 

山形印刷（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市宏源弹性器材有限公司 

无锡悟莘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红豆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江阴市钧益特种钢丝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翔盛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富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汇联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乐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欣帆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飞翎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鑫峰电缆有限公司 

无锡宝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睿鸿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启德水务有限公司 

江苏极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大德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乔森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韩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市凯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宜兴华永电机有限公司 

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诚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顺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朴业橡塑有限公司 

无锡福艾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东方船研高性能船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融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雪浪数制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鸿海龙船机有限公司 

三能器具（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奇天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沙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奥特凯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太平针织有限公司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利晶微电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无锡正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红豆电信有限公司 

无锡新畅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市明杨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中正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远翔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安普瑞斯（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小太阳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宜兴市天石饲料有限公司 

江苏太湖慧云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布里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邦能超声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恒宇网业有限公司 

江苏骥鑫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 

竹田（无锡）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昌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莱恩科技有限公司 

帝尔激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市海联舰船内装有限公司 

无锡专心智制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好力泵业有限公司 

无锡斯帝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长城窑炉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和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赛勒罗亚车业（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京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斑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慧眼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长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迈泽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耐波特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超通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因为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德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海升高压泵有限公司 

奥朗博佳羽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安森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宏晨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三和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塬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极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聚慧科技有限公司 

盛隆资源再生（无锡）有限公司 

翼龙半导体设备（无锡）有限公司 

瑞盛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优耐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鑫宝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宜兴博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长宜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润冶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海宝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通亦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安腾机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恩梯量仪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隆鑫共享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垦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煤电缆有限公司 

无锡倍安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荣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市龙润法兰有限公司 

三浦橡胶（无锡）有限公司 

菲诺染料化工（无锡）有限公司 

金枫林电器（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艾立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睿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科里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嘉立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贝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中电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剑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东宇东庵（无锡）热处理有限公司 

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钜芯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安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芯河半导体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氟士德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国平油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鼎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光峰光电（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江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华能电热器材有限公司 

无锡晋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数字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保时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恒达水上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领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东邦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添力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金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博利达换热器有限公司 

国合绿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无锡书谱尔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恒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东杰纺机专件有限公司 



无锡观合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无锡凯夫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创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睿控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爱博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宏湖微电子有限公司 

宜兴市宇友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江阴市德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宜兴市华井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澳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捷成睿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豪丽坤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东方长风船用推进器有限公司 

江苏中鼎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天柠管道有限公司 

江苏亿翔云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金洋铝业有限公司 

江苏新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博华机电有限公司 

江阴市海达电机冲片有限公司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乾朗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通茂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尚宁光电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海菲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跃科智能制造（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雄宇集团吊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卡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东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友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华能电缆有限公司 

无锡广兴东茂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神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华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高晟成型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格瑞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奥普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飞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博顺带业有限公司 

无锡灵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高特高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博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艾普柯微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无锡固亚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卡德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安和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光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光群雷射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煤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申牌万向轮有限公司 

无锡圣达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桑普电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精新粉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圣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朗锐茂达铸造有限公司 

拉普拉斯（无锡）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尼美达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泰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矽杰微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工邦振控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中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柯马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佳盛高新改性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宝顺不锈钢有限公司 



芯百特微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精益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汇田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三钧线缆（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中朗宏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海隆石油钻具（无锡）有限公司 

伊萨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江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宜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新立织造有限公司 

无锡市正隆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德申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市方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迈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金羊管件有限公司 

无锡锡钻地质装备有限公司 

无锡创想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无锡新而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恒泰电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欣盛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易至泰精密电子配件（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华友微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市伟达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荣盛嘉美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无锡锋速钢丸有限公司 

江苏华册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兴港铝业有限公司 

江阴市康乾车业有限公司 

无锡高特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博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源通轴承有限公司 

健翌精密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德新钢管（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市东吴石化成套有限公司 

无锡锡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宝德金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沃森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鼎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德刚精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富朗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普尔换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感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远望神州软件有限公司 

乐星汽车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麦默真空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观为监测技术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华玉铝业有限公司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玖安卡（江苏）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祥盛纺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巨力电动平车有限公司 

宜兴奕安陶瓷有限公司 

江苏四方威凯科技有限公司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恒业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无锡万华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车联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澳科水利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永衡铝业有限公司 

无锡华测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赫普轻工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鑫巨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蓝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市阳生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凯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华纳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三石电子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业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莱姆顿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华牧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圆方半导体测试有限公司 

无锡华毅管道有限公司 

无锡市海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深度感知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无锡锐泰节能系统科学有限公司 

无锡盛邦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轻大百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宏远药业有限公司 

无锡能电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领测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宝安电缆有限公司 

江苏奥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四方无锡锅炉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英阀业有限公司 

无锡金龙川村精管有限公司 



江苏易诺威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宇新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中晟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贝特自动门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盛旭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博耳（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 

无锡市神光电缆有限公司 

江苏胜开尔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博泛特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天禧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琳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徐氏巨龙（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亚飞换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奥富来车轮有限公司 

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工程装备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圣迈亿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羿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嗯哇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亚迪流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市来仕德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星微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正佳自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正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飞展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沐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无锡沃德倍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云工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旭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铃派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小刀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格能微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联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鼎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精亚风机有限公司 

江阴宏创动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安睿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嘉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联云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维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亨达电机有限公司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恒峰塑玻有限公司 

瀚云科技有限公司 

海洲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锡压压缩机有限公司 

江阴恒兴涂料有限公司 

无锡泰伯服饰有限公司 

无锡科铭新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亚士德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烨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无锡威卓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无锡芯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万奈特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九众九机器人有限公司 

无锡科伦达化工热力装备有限公司 

无锡胜脉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北化新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百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嘉德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华立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宜兴市鸿锦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高润杰化学有限公司 



无锡华瀚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通源纺机有限公司 

无锡航天江南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泛博纺织有限公司 

无锡南方智能物流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远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江苏诺森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群欢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商城市配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亚之捷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无锡市申锡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美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市龙腾管件有限公司 

无锡市绍纺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恒宇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为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旌凯中科超导高技术有限公司 

纽豹智能识别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弗斯门控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盛鸿智能安防设施有限公司 

无锡晶龙华特电工有限公司 



无锡市润富减震器材有限公司 

无锡市源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迪奥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朗珈软件有限公司 

无锡佰特尔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台翔电子发展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谱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超洲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