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2018年第二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1 吉林省中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2 吉林省中云数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3 吉林省中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4 吉林省锐迅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5 长春市海正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6 长春万成生物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7 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8 长春希迈气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9 长春市容晟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10 吉林省圣宜达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11 长春阔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12 大唐东北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13 吉林弘正天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14 吉林澳奇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15 吉林省现代中药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高新区

16 长春瑞光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17 长春赛诺迈德医学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18 吉林云亭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长春市泽安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 长春市志敏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21 吉林省澳东软件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22 吉林省汇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净月高新区

23 长春天一信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净月高新区

24 吉林北望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净月高新区

25 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净月高新区

26 长春市金麒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27 吉林省祥云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28 长春易加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新区

29 长春米络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新区

30 长春中科远创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新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31 长春市海威思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32 长春合成兴业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33 吉林桐源生态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34 吉林省绿色食品工程研究院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35 吉林省慧辰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36 长春市汇丰达成网络资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37 吉林省达仁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38 德惠市伟达米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

39 吉林省花立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40 闻鼓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41 吉林省中实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42 吉林省万和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

43 长春市鹏腾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44 上海坦达轨道车辆座椅系统(长春)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45 吉林新金尔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46 吉林省爱信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47 吉林省鑫和嘉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48 吉林省森祥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49 长春市胜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50 长春池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51 吉林省科创中小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52 吉林省金恒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53 吉林省银河水利水电新技术设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54 吉林加合安高能电容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

55 吉林新金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

56 吉林泷鑫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57 吉林市华瑞米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58 吉林北斗航天卫星传输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59 吉林市永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60 吉林省海恒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61 吉林省鑫应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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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吉林市碾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高新区

63 吉林市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高新区

64 吉林省蚁神动漫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65 吉林百纯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66 吉林华丰有机硅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67 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

68 吉林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

69 吉林省诚毅车桥悬挂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

70 吉林吉诺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

71 吉林省正轩车架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

72 辽源市鹰力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

73 东辽县日月星有机肥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

74 辽源飞跃工模具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

75 辽源新金祥纺织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

76 吉林省德盟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77 辽源市信长城信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78 辽源市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79 辽源东北袜业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0 辽源东北袜业大学生科技园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1 吉林省智信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2 辽源市优品内衣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3 辽源市东诚袜品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4 吉林省鹿人袜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5 辽源东信纺织研究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6 辽源市绵情袜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7
吉林省东北袜业垂直采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8 辽源市杰牌印染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89 辽源市中城市民卡运营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90 辽源市浪迪袜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经济开发区

91 吉林省乐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92 辽源微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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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吉林省爱回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94 吉林省金玉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95 河南康联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96 吉林省天亿食品供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97 辽源市公众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98 吉林省享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99 吉林省齐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0 吉林省世能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1 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2 辽源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3 辽源市瑞意粮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4 吉林省晟林汽车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5 吉林省中天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6 吉林上东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107 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

108 公主岭市响水镇益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市

109 吉林省元鼎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市

110 吉林省嘉瑞沥青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市

111
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九正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市

112 吉林省福泰厨具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市

113 吉林省浩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市

114 四平恒锐工具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

115 四平市天正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

116 通化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117 通化吉通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118 吉林双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119 通化百泉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120 通化永成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国家医药高新区

121 抚松丰泽农业种植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122 吉林省参达塑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123 吉林省露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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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中科遥感（白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

125 吉林和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

126 吉林三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

127 松原市前进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

128 松原市三缘光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129 松原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130 乾安县鸿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

131 吉林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

132 吉林延边朝药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

133 延边山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

134 延边龙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高新区

135 延吉市理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

136 延边维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

137 吉林省众恒光电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