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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企业技术难题信息汇总表 ①

中华-邮 邑 &神州无同类

序号 企业 技术难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扬州兴发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LED光 袁、遒璐照明技术提升 蚍兴桃 lBaOs27gsOG

2 扬州文迭胶业有限公司 密封胶性能捉爿 唐采江 13gO1。。B5sB

3 扬州天恒澈光灯饰有限公司 澈光灯技术提升 庵 旭 131Bzll315⒛

4 扬,H苏安物联传璐科放有限公司 基于云计箅的智能流虫监泔系统的技术开发 月健链 186528觑 6

5 扬州松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跤气的吸附裁体更新 沈鸩平 lBg9zsO9Bsll

6 扬卅市浙开电力实业公司 小功率 (!胛左右〉直漉永磁电机定子工艺 于海涮 18652773708

7 扬州市源炜机电制逍有限公同 电动车制动器加工的技术苡础 裒译贤 15262209777

8 扬州市伊兴机佃有隈公司 提亩汽油机、柒油机泵体排放标准、
=艺

镲稷 陈酱山 lBg砣“⒛ss

9 扬川市伊兴机械有限公司 谴铝合佥材料研发的技术参赦 陈普山 13962542855

扬州市新潜电机有限公司 斩能源电动汽宰电机关馁技术 吴 虹 ∶8778480】 57

扬州市立达树脂有限公司
分散剂、分散能力提高皓锬术闷趱、防撺银剂、

附蓍力等技术问翘
唐玲玲 )51焖姒扭gsΙ

扬州市康乐机械有限公同 新型综合胡l练机的结构设计 许 军 13852502812

扬州市谏乐机械有眼公司 钢瞥热鸾与钎焊自动化 张 卫 138弓 255B458

扬州市佥诺尔不锈钢有限公司 嘈强不锈钢材料耐搐、耐瘸蚀性 师林垄 13??3811966

扬州市金诺尔不锈钢有限公日 电气化镦道硌应板谭接技术平毖皮闹趑 佥 菘 15358550288

扬州市华翔有笆佥屠有限公司 跤旧铅 I+无各化处理及综含利用 宋 Ⅱ :BGOs2】 sOzs

扬州市华挂机电制逍有限公司 交直流宅机电链设计、机械设计缚技术闵溜 n茂群 189s2558688

扬州市华胜机电斛诲有限公司 Hl∞以上南压商效交漉电动机的开发 饿茂群 18θ 52558589

扬州市红旗电纨制逍有限公司 尿“乙烯电铫料记方的改遴 吴庆炽 137784348灶 ?

⒛ 扬州市茁升机锒獾限公阄
工稷机械及找车座横和电动汽牟琵电糍荧链

挟术与应用
倪逸祆 1382814!9θ 6

扬州市车团甾业甯隈公钾 贫用宙生产、加工专业的技术人才 陈 舒 lsssaasgggg

⒛ 扬州市皤运塑业科技有限公。△ TpE材 料的潋裕i±Vo 刘传庆 1525251?777

扬州市锩运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rPE材料的发漶桂 (发澜 犷30倍 ) 刘传庆 152525】 7777

"
扬州市锩运塑业科技有限公同 PVCJ光老化闷魂 刘传庆 15252517777

扬州市锶运盥业科技有限公司 软质PVC革 埯塑剂防牡出闷趱 刘抟庆 1s口 52517777

“ 扬川市笛运驱业科技股份有限公闾 软质P吼 ,化学交联闷翘 刘传庆 1翎52517777



中华一邮邑 &神州无同类

高邮市企业技术难题信息汇总表 ②

序号 企业 技术难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扬0,市创新包装有限公司 生产线远稷技术支持、机器人控制 徐立敏 I3952553225

扬州市创新包装有眼公司 超轻细粉体定蠹自动包装机关链技术 徐立敏 13952558225

扬州市百仕德礼品工艺有限公司 有色pET涌 片除色 张生泉 IBBs9?δ Osgo

饧州市百仕德礼晶工艺有限公司 新溶剂法再生木浆纤维的研宄与开发 张生泉 13gs刃 sOGl o

扬州时新浆观照明有限公司 太阳能路灯酱电池电能抟换效率捷商 王芙华 13θ O1449310

32 劲州十
=粉

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捩捷祛癌箱的时效问翘 赵圃经 焖 铊铊药∞

$3 扬lW润 明轻工机极有限公司
(解抉超声波预洗瑗捅-体机在生产过租中少

韶/,l脏 新艘痨潞净 刘君基 13905254422

扬州润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LFD光 袁、遣路照明技术提升 朱士宏 1BgO娴 ssO06

as 扬州明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盐酸化学斌剂,负反应多,产品色泽深缚

技术问翘
管孺卿 l3052“ 00llo

扬州明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氨搪的技术开发 师林釜 I380】 448985

各7 汤州坍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光触媒技术 南中明 15952513999

扬州利家科技有限公司 囟控温电缆 张怡隆 9s【 48406812(

扬州科诺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高瑞预混料全自动成套工程生产线技术开发 胨志杈 18796665000

0o 扬州科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虾鳖壳综合利用 华 澉 1sB能850zOB

扬州康宇实业有眼公阋 搿强氨基s托改性模塑料研究 陈地清 13905254208

佗 扬州康宇实业有限公司 纯脲醛树脂产品的成型固化 张建军 132352350llll

03 扬州康宇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能达刭滩 压的标准强度参数 张琏军 13z3523slll× l

扬州康派尔机械科技有暇公司
5Im以 内的徼型孔径自动澌墨方法和孔径桷

圆度的淮确抉速自动溜量
邱小川 152525llllGB8

扬州凯普电子有限公司
纯电动汽车用潜膜电容器南性能、低EsR所

需的电板列出工艺改进
姚融融

饧州锟江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精密铅合全纤维
=维

织逍技术 邓朗松 13773遮 30b娴

扬州金源灯饰有限公司 交通信号灯控制器 赵 迸 13905277598

扬州华瑞电缆有限公司 柔软电缆耐磨耐莺曲卷绕等技术闷题 张宽友 13?73姒 钔娴

扬州鸿信生物制晶有限公司 废弃虾摄党资源化综合利用 杨生挂 18ggdBss6ss

扬州和宇旅游用晶制造有隈公司 碳素鱼竿如何避免导电挂 张海雁 159525054θ 6

s1 扬州和宇旅游用品制邋有限公司 氩弧焊荥面飞溅及表面处理 张海雁 lsq搠sO执 go

扬州和益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劈木机泄涌和控制闷题 孙蹭中 135I173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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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企业技术难题信息汇总表 ③

中华一邮邑 &神州无同类

序号 企业 技术难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扬JH和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新型折叠座槠和怅磁研发中的阋魉 月 妤 o510Bzgas/9?

s0 扬州冠王机诎有限公司 新材料在产品中的应用 全砖年 84567779

扬,H大劲电机制邋有限公司 电机关键技术与应用 季 劲 lBs宛仂∞ OB

龙脑碾明檠团有眼公司 琵光、驱动控制、大功率欷热 豆囡飞 187sasG田 i1

乐甜仕江苏饲料有限公司 抗生素曹代品,控制仔猪胶泻及其他痰箱 王伟民 laOgoBsle8【

乐甜仕江苏饲料有限公司 抗菌脂肽的应用推广 王伟民 lBgO0g51Bg2

江苏跃马钢管剞造有眼公司
拟弓l遘解决商频懑应加热更加节能安全,

使用寿命长
钱 军 15358550263

ω 江苏芬发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大功率LED光 衰 戚绲林 13901448228

江苏颅泰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交趣信号灯技术提升 猷 勇 【3Bs27sllOB8

江苏双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秸秆或稻壳灰为原料的技术开发 徐 迅 1sB翎 5sg镅 o

ω 江苏赉锩电气有眼公司 特种电绒研发 季 看 13llmgguuB

“ 江苏赉穗电气有限公司 产品质量进-步提升技术 李 宵 1aOs+ggMdo

江苏赉德电气有限公司 核电龃 类技术 李 宵 ⒔l,G0qq。 nso

“ 江苏赛锩电气有眼公司 军工电筑技术 李 青 13l,s0gO妞 51

臼 江苏龙源先铮电气有限公司 智勖摸块化有源电力节能沈波装王
丁 艺

1BgOl‘ u4g【 zl

江苏科惫达机械有限公司 纯电动防烙无轨胶轮车鼓术 崔东山 13θ 05254957

⒆ 江苏开元太阳能照明有限公司 大功率LED的 研发 季 饺 18852758074

江苏全润龙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风能、发电机组、哪 互补复合电源 郛 云 lBzszssT10g

江苏全润龙科技有眼公司 发电机纽噪紊的掉剞 郭 云 lgz诩ssz1Gg

江苏佥苹机电有限公司 产品软硬件关链技术 张 燕 13773314693

,a 江苏佥飞达电动工具有眼公司 无刷苴流电机研发 吴延华 lagO1狃 9gg8

,0 江苏金飞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铝合全询热处理 吴延华 13BO1+49gg3

江苏全飞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钮电池快速充电及大容Ⅱ存储技术问烟 朱佥宝 13511?80248

% 江苏堆能电级救份有限公司 如何提商钢丝的超高强度与韧桂的南度统- 乔文玮 13905257gOB

″ 江苏华能电纨股价有隈公司 如何保证超南强皮钢丝扭转穹曲的性能符合要求 乔文玮 BgOszszgO8

江苏华能电筑股份有限公同 如何提高高强度钢丝的在特殊环挠下的耐腐佳能 乔文玮 1BeOs257gO8



中华一邮邑 &神州无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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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企业技术难题信息汇总表 ④

序号 企业 技术难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江苏华能电缀般份有限公司 如何减少高强度钢丝在日常使用中内应力的形成 乔文玮

江苏伴能电纨般份有限公司 如何处理商魏辋丝在热处瑷过程中的珠光体婀形庇 乔文玮

江苏华能电皱救份有限公司 高碳钢sWRH″
^钢

丝热处璁、热铰锌技术 乔文玮

江苏华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承猗搡涮电级钥馁热处理关锒技术 乔文玮

江苏华富储能新技术股份有眼公司 锂硫电池新型正裰介孔材料研克 周寿熘

江苏华尔石英材科救份有限公司 石英坩埚上料、成型设备自动化 刘福鸿

江苏迪生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⑾ 光蓑、逍路照明技术提升 张爱蹿

江苏传艺科技有限公司 糜妫辩膜产品抗折伤 瞥围志

江苏裰光电纨有限公司 电力电级的导体 李桃林

江苏溥际环线工程科技有眼公司 超芦波干努除 (抑 〉尘技术 月永军

汶苏博际环蠛变袒科技有限公司 转炉媒气的安全亩效回收方法 月永军

江苏宝尔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大功雍1ED光 衰 朱国华

江苏宝尔特光电科铰有限公司 大功瘁LEll光哀 朱圆华

江苏奥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鸟黎废特别深的皮革专用愿色染科、染料研发

和化萦分柝人才 顾开田

江苏突酱莱医疗用晶有限公司 商撺度医用红外线体媪计溜温技术 林芝诤

商ms市迅达工稷机枳褒团有限公司 工俚机械用液庆件技术开发 陈  勇

亩邮市馓特 电机广 馓型油泵 杨志来

南皤市微特电机厂 馓型l胛电源变换貉技术 扬志来

高略市天大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混凝土废水廒渣再利用 吴小军

商勰市四方机械有限公司 破碎机诫设备及甜麽琨侉的生产 (锤锻 ) 孙加瑟

商瑚市盛t捎 防科技有眼公司 铝合全锵迪工艺改酱 宋 篷

菡邮市荣渭机掀电子有限公司 耐高温冲莳钳板防腐全厨材料 吴-赠

高嘟市力度混凝土有限公司 怏速锱便检溅原材料骨料中的蚀集料 王玉新

南邮市力搏机床附件厂 数控电动旌辨￥台驱动控剃播 灵廷飞

浅邮市恒辉机械有限公司 旋挖钻机动力头、旋挖钴机都件开发 陆长替

商娜市蔺远助剂有限公司 盐裰盐槽蒯敏术镫求 商攥华

商螂市商裘机械制谄有限公圊 娅何突破传统材料雀生产过程中的局限馁 唐炳波

漪邮市南袁机械制烛有限公司 眢能涂胶包装机的技术改进 慕 犭、镏

蔺邸市rp倌物梳有眼公司 鲁能冷链饧联与物流传硌技术 谢:亿

洒ull华 兴石汕袈备有眼公 ifl 淅型石抽电动钴机的研波 陈如鸿

蔺郎弼和光电器材有限公司 双蝴低频内耦合的涩癸镫艴控制的嵌流皤 祁广艳 lsBbBθ$焖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