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9年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建议名单

类别 方向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双创”
平台+要素

汇聚

1.企业级“双
创”资源汇聚

平台

1 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全球化可定制全价值链快消食品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双创服务平台

2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起重装备资源汇聚协同管理创新

3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棉纺智能制造“双创”示范平台

4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华大智造信息化建设项目

5 成都泰聚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云物联网络平台研究开发

6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焊客e家技术众创平台

7 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 史丹利智慧工厂项目

8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乳制品制造协同创新平台

9 山东中煤工矿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机械制造行业亿矿云平台

10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深度定制与即时体验的服装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11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家用炊具数字化制造双创平台建设

12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端云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

13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顾家生态平台

14 江苏雨润肉食品有限公司 基于SAP的食品一体化信息系统平台

15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工业互联网平台

16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平台

17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交通终端制造“双创”平台

18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定制服装电子商务系统的开发与建设

19 宏杰内衣股份有限公司 宏杰内衣制造管理“双创”平台

20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技术“双创”平台

21 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 面向高端铝材精深加工的协同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示范

22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亿纬锂能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工厂平台

23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融合工业互联网创新服务平台

24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智能制造创新平台建设

25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农业装备管理平台

2.产业链级“
双创”资源汇

聚平台

1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双创+绿色智能铸造”示范平台



类别 方向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双创”
平台+要素

汇聚

2.产业链级“
双创”资源汇

聚平台

2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康佳面向智能家电集聚区工业互联网“双创”平台

3 海尔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基于COSMOPlat的长三角产业链协同一体化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双创”平台试点示范

4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双创”服务平台

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双创”平台建设

6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重装云制造平台

7 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 绿色纤维及功能面料产业链“双创”平台

8 中航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协同双创服务平台

9 山东中煤工矿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机械制造行业亿矿云平台

10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商用车产业链协同制造平台

11 道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智运通工业互联服务的企业供应链双创平台

12 斐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服务装产业链“双创”资源汇聚平台

13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14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毛衫纱线产业协同创新平台

15 福建中海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海创云”平台的工业互联网“双创”平台

16 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COSMOPlat房车行业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造“双创”平台

17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的云润智慧水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18 沈阳梵天智能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脉搏制造-智能工业服务平台

19 中通服创立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CS开放物联网平台

20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的轮胎制造“双创”平台

21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电源产业制造业“双创”建设

22 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 G.654e光纤新产品研发创新项目

23 成都积微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积微物联 CIII 产业互联网平台

24 河南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基于钢铁产业链的一体化双创云平台

25 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天津忠旺铝及铝合金加工材产供销系统-2#线

26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面向危化品行业的“双创”赋能平台

27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端云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

28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海西制造”高端装备云制造服务平台

29 北京华铁广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 广通云集IVR通信系统



类别 方向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双创”
平台+要素

汇聚

2.产业链级“
双创”资源汇

聚平台

30 唐山报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云上钢铁”钢铁行业电子商务平台

31 十堰亿脉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汽配行业智慧云商双创平台

“双创”
平台+能力

开放

3.基于互联网
的研发设计能
力开放平台

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的推土机及关键零部件研发设计及制造“双创”平台示范建设

2 宁波创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纺织服装创新云平台

3 福建中海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海创云”平台的工业互联网“双创”平台

4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富士康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5 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装备制造业“双创”平台——科脉创新工厂能力建设与应用示范

6 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 船舶企业研发设计资源集成共享平台

4.基于互联网
的制造能力开

放平台

1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双创+绿色智能铸造”示范平台

2 紫光云引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基于紫光UNIPower的研发设计能力开放平台

3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金蝶工业互联网“双创”平台

4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的推土机及关键零部件研发设计及制造“双创”平台示范建设

5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江南电缆经营全流程互联网融合创新平台

6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特定区域（长三角汽车零配件集聚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7 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平台

8 盛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盛隆电气开放式“双创”平台建设

9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恩精工基于工业互联网云制造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0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造能力开放平台

11 湖北国瑞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的汽车装备研发和制造共享平台

12 西安中服软件有限公司 基于中服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制造能力开放公有云平台

13 陕西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西安工业云运营
中心）

西安工业云平台

14 内蒙古航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航天云网资源共享中心

15 武汉制信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资源与制造能力共享与协作服务云平台

16 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司 基于主食工业化产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双创平台

17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重装云制造平台

18 莆田学院 智能工业与现代化加工制造平台

19 银川华信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备值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共享平台

5.基于互联网
的孵化能力开

放平台

1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焊客e家技术众创平台



类别 方向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双创”
平台+能力

开放

5.基于互联网
的孵化能力开

放平台

2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陕煤集团科创服务平台（陕煤集团双创中心）

3 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天津忠旺铝及铝合金加工材产供销系统-2#线

4 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经开产业园能源互联网“双创”平台试点示范

5 北京启迪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启迪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巩义项目

6 中国（绵阳）科技城工业技术研究院 绵阳科技城制造业孵化综合服务平台

7 合肥荣电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荣电小微企业双创孵化平台

8 宁波博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博洋创客157创业创新“双创”平台

“双创”
平台+模式

创新

6.“双创”平
台+研发设计
模式创新

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双创”平台建设

2 河北欧耐机械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芯机械“双创”平台+模式创新

3 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滚动轴承协同研发设计双创平台

4 四川德华皮革制造有限公司 德华皮革智能生产系统研发及示范项目

7.“双创”平
台+组织管理
模式变革

1 山东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云商大宗商品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2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塑料成形行业制造模式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3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双创+绿色智能铸造”示范平台

4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智能制造双创服务平台

5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五矿新能源材料“双创”示范基地

8.“双创”平
台+生产制造
模式变革

1 昆山同日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物流高端装备健康管理产业链双创平台

2 新凤鸣集团湖州中石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纤维新材料高效柔性智能化生产管理创新的双创平台

3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乳制品制造协同创新平台

4 方快锅炉有限公司 锅炉远程监测云服务平台

5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散料输送装备行业智能化远程运维服务平台

6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特定区域（长三角汽车零配件集聚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7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环境友好新型农药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

8 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司 基于主食工业化产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双创平台

9 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全球化可定制全价值链快消食品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双创服务平台

10 福建泉州顺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顺美双创平台

11 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4.0创新中心

12 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平台

13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亚威“智云”的机床行业及其下游产业双创平台



类别 方向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双创”
平台+模式

创新

8.“双创”平
台+生产制造
模式变革

14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纯硅基新材料生产协同制造“双创”平台项目

15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的轮胎制造“双创”平台

16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NPI柔性智能制造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17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分布式光伏发电监控运维平台

18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生产制造全过程“双创”平台项目

19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强度紧固件智能制造“双创平台

20 广东鑫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面向工业互联网的板件智能检测设备

21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水处理智能服务系统

22 四川锐腾电子有限公司 高可靠继电器产业链资源整合双创平台

23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乳制品生产协同制造双创平台

24 江苏仅一联合制造有限公司 面向智能包装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服务平台

25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精工BIM信息化项目管理平台

26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基于KingFusion的智能制造系统“双创”平台

              
“双创”
平台+区域

合作

                 
9.“双创”平
台+区域合作

1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制造业云服务创新平台

2 青岛海创汇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海创汇云大企业区域共享创业平台

3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康佳面向智能家电集聚区工业互联网“双创”平台

4 杭州先导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未来科技城创新药物成药性评价公共服务平台

5 吉林省万易科技创业咨询有限公司 创宝网公共服务平台

6 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天津忠旺铝及铝合金加工材产供销系统-2#线

7 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经开产业园能源互联网“双创”平台试点示范

8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特定区域（长三角汽车零配件集聚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9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面向智能制造的线上线下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

10 台州市工业互联网产业有限公司 台州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

11 唐山百川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百川制造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12 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业“双创”互联网+知识产权双创融合服务示范平台建设项目

13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五矿新能源材料“双创”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