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度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拟认定名单

序号 所属区 企业名称

1 东丽区 艾瑞斯股份有限公司

2 津南区 艾赛孚消防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3 宝坻区 邦缔实业（天津）有限公司

4 武清区 北油电控燃油喷射系统（天津）有限公司

5 蓟州区 创远亿德（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6 滨海新区 岱纳包装（天津）有限公司

7 北辰区 德克玛（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北辰区 德士达（天津）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9 滨海新区 鼎正新兴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10 滨海新区 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 滨海新区 高利尔（天津）包装有限公司

12 西青区 卡本复合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13 宁河区 科德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

14 滨海新区 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15 滨海新区 普拉那(天津)复合制品有限公司

16 武清区 仟佰億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17 滨海新区 三代光学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8 西青区 善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9 滨海新区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0 西青区 替科斯科技集团天津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21 滨海新区 天津爱码信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22 东丽区 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23 滨海新区 天津安华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 滨海新区 天津安力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25 滨海新区 天津奥博特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26 静海区 天津奥维斯乐器有限公司

27 武清区 天津百诚阀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8 滨海新区 天津保富电气有限公司

29 宝坻区 天津北玻玻璃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30 武清区 天津贝特尔流体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31 津南区 天津宾高宜科技有限公司

32 西青区 天津博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3 蓟州区 天津博雅全鑫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34 滨海新区 天津布尔科技有限公司

35 滨海新区 天津成科传动机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6 东丽区 天津锤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7 东丽区 天津达璞瑞科技有限公司

38 西青区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39 津南区 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40 津南区 天津德明福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41 河东区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42 东丽区 天津鼎燕科技有限公司

43 武清区 天津东宇顺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44 宁河区 天津丰盈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武清区 天津佛尔豪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46 津南区 天津甘泉集团有限公司

47 西青区 天津狗不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8 滨海新区 天津光电比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9 河西区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0 静海区 天津光威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和平区 天津广正测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2 津南区 天津海格丽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 滨海新区 天津海河标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54 西青区 天津海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 滨海新区 天津海泰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6 津南区 天津汉工科技有限公司

57 滨海新区 天津汉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8 滨海新区 天津航联迪克科技有限公司

59 武清区 天津航宇卓然科技有限公司

60 滨海新区 天津和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1 滨海新区 天津宏基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2 西青区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63 滨海新区 天津华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4 静海区 天津华能变压器有限公司

65 滨海新区 天津华派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

66 西青区 天津怀仁制药有限公司

67 滨海新区 天津汇智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8 静海区 天津加美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9 武清区 天津佳视智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0 西青区 天津江津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71 津南区 天津杰科同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2 西青区 天津杰泰高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73 西青区 天津金中马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74 滨海新区 天津津亚电子有限公司

75 河北区 天津津裕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76 西青区 天津景州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77 蓟州区 天津九州大地饲料有限公司

78 武清区 天津军星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79 滨海新区 天津开发区精诺瀚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80 静海区 天津康博轻钢制造有限公司

81 滨海新区 天津坤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 武清区 天津鲲鹏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83 滨海新区 天津朗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4 武清区 天津镭恒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5 西青区 天津立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北辰区 天津龙驰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87 滨海新区 天津龙创世纪汽车设计有限公司

88 武清区 天津美森电子有限公司

89 静海区 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90 滨海新区 天津纳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 武清区 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92 宁河区 天津宁赛科技有限公司

93 河北区 天津鹏安数迅科技有限公司

94 东丽区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95 滨海新区 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96 北辰区 天津七所高科技有限公司

97 津南区 天津奇昌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98 东丽区 天津清智科技有限公司

99 蓟州区 天津仁德科技有限公司

100 滨海新区 天津戎行集团有限公司

101 滨海新区 天津瑞岭化工有限公司

102 滨海新区 天津赛恩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3 北辰区 天津三源电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4 北辰区 天津森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滨海新区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 滨海新区 天津升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07 津南区 天津施特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武清区 天津市艾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09 南开区 天津市爱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0 滨海新区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1 西青区 天津市百成油田采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12 北辰区 天津市北方阀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113 东丽区 天津市渤海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114 宝坻区 天津市晨辉饲料有限公司

115 武清区 天津市诚瑞丰科技有限公司

116 静海区 天津市大陆制氢设备有限公司

117 静海区 天津市富顺德实业有限公司

118 滨海新区 天津市海棠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9 滨海新区 天津市昊航复合管业有限公司

120 津南区 天津市浩迪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121 武清区 天津市鹤鼎工贸有限公司

122 河东区 天津市红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3 北辰区 天津市华夏电缆有限公司

124 静海区 天津市金凤来仪科技有限公司

125 北辰区 天津市金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26 宁河区 天津市金盛源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127 津南区 天津市津海天源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28 北辰区 天津市久跃科技有限公司

129 武清区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130 滨海新区 天津市蓝十字膜技术有限公司

131 东丽区 天津市朗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2 滨海新区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

133 静海区 天津市热处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134 西青区 天津市仁合峻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5 北辰区 天津市尚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6 滨海新区 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7 滨海新区 天津市淘客科技有限公司

138 西青区 天津市天宝楼食品研发有限公司

139 静海区 天津市天大北洋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140 东丽区 天津市统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141 宝坻区 天津市现代天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42 津南区 天津市新玻电力复合绝缘子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43 武清区 天津市鑫兴散热器有限公司

144 西青区 天津市鑫亿泵业有限公司

145 静海区 天津市永康食品有限公司

146 河北区 天津市之井科技有限公司

147 西青区 天津市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8 津南区 天津市中泰创展科技有限公司

149 滨海新区 天津斯坦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50 滨海新区 天津天地伟业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151 滨海新区 天津天丰泽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2 静海区 天津天海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153 北辰区 天津天士力圣特制药有限公司

154 静海区 天津天旺崇正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55 滨海新区 天津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6 武清区 天津通和饲料有限公司

157 津南区 天津同创达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58 滨海新区 天津突破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159 东丽区 天津伟景诺兰达科技有限公司

160 宁河区 天津沃川水处理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61 北辰区 天津先知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2 滨海新区 天津纤测道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3 宝坻区 天津现代天骄水产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164 西青区 天津小出钢管有限公司

165 滨海新区 天津药物研究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66 津南区 天津耀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7 滨海新区 天津壹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8 滨海新区 天津艺虹智能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9 滨海新区 天津易启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0 津南区 天津银河阀门有限公司

171 静海区 天津永利达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172 武清区 天津云瑞地毯股份有限公司

173 滨海新区 天津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4 滨海新区 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5 北辰区 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

176 滨海新区 天津中环新宇科技有限公司

177 滨海新区 天津众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78 静海区 天津卓宝科技有限公司

179 宁河区 天津卓越建筑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0 滨海新区 突破电气（天津）有限公司

181 滨海新区 西软（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2 宝坻区 小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 北辰区 小护士（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4 滨海新区 亚琛联合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85 滨海新区 依脉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86 滨海新区 易景环境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187 滨海新区 因诺微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88 西青区 优利康达（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89 滨海新区 云账户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190 西青区 中安广源检测评价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91 滨海新区 中恩（天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92 河西区 中国机房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193 武清区 中际联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94 西青区 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

195 东丽区 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196 宝坻区 中投（天津）智能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197 滨海新区 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