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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已建两年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序号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属地

1 福建榕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2 福州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3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4 福建省金得利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5 福建联迪商用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6 福建国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7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8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9 福州瑞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0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1 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2 福建睿能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3 福建嘉园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4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5 福州丹诺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6 福建云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鼓楼区

17 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台江区

18 智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台江区

19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0 福建省苍乐电子企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1 福建财茂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2 福建邮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3 福建瑞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4 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5 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6 福建联合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7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8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29 福州宜美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30 福州春伦茶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31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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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属地

32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33 福建鸿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34 福州辰星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35 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36 福建富兰光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仓山区

37 福建富士通信息软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38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39 福州钜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0 福建华科光电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1 福州高意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2 福建思嘉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3 福州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4 福州天一同益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5 福建博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6 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晋安区

47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48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49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0 福人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1 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2 福建实达电脑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3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4 福建省凯特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5 福建省冠林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6 福建天晴数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7 福建伊时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8 福州万德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59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60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61 福建省大地管桩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62 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63 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64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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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属地

65 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66 福建金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马尾区

67 福州市华冠纺织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68 福建省长乐市华源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69 福州德盛织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0 福建锦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2 福建省长乐市长源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3 福建省金纶高纤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4 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5 福建省长乐市金源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6 福建东龙针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7 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8 长乐聚泉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79 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80 福建兴航机械铸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81 福建省鑫港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82 长乐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83 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84 金强（福建）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乐区

85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86 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87 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88 福建省南少林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89 福建恒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0 福建祥龙塑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1 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2 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3 福州市闽海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4 福建福铭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5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6 祥兴（福建）箱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7 福建天马科技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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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属地

98 福建宝利特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99 福州坤彩精化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0 福建永强力加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1 福建奋安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2 福建晟扬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3 福建友谊胶粘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4 福清市新大泽螺旋藻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5 福建福清冠良汽车配件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6 福建经纬新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清市

107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08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09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0 福建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1 福州明芳汽车部件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2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3 福州诺贝尔福基机电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4 福州六和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5 福州瑞华印制线路板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6 福建三盛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7 福州联泓交通器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侯县

118 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连江县

119 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连江县

120 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连江县

121 福建世纪电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连江县

122 福州小神龙表业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闽清县

123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罗源县

124 福建歌航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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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已认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序号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所在

地区

1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鼓楼

2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清

3 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 福清

4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清

5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仓山

6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马尾

7 福建天晴数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天晴数码有限公司 马尾

8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马尾

9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 马尾

10 福建锦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建锦江科技有限公司 长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