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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推进“中国制造 2025”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公布宁波市第二批 

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区县（市）经信局，各管委会经发局： 

为贯彻落实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和《宁波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工程三年攻坚行动计

划》，进一步做好我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工作，促进一批企业

成长为细分领域单项冠军，我市组织了第二批市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培育企业遴选。根据相关条件，经企业自愿申报，各区县（市）

经信部门推荐，市经信委审核，遴选出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等 71 家企业为宁波市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现



 

将名单予以公布。 

各区县（市）经信部门要加强对培育企业的指导服务和政策

扶持，培育企业继续发展壮大。企业要专注于产品领域的创新、

产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竞争力；要认真落

实企业培育发展方案各项举措，进一步提高产品市场地位，力争

成为行业冠军。 

 

附件：宁波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单（第二批） 

 

 

宁波市推进“中国制造2025”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8年12月19日    

 

 

 

 

 

 

 



 
 

附件 

宁波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单（第二批）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属地 

1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石墨负极材料 海曙区 

2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潜水电泵 海曙区 

3 宁波博日机械有限公司 电脑横机三角模板 海曙区 

4 宁波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水表 海曙区 

5 宁波忻杰燃气用具实业有限公司 球阀 海曙区 

6 宁波御坊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角鲨烯软胶囊 海曙区 

7 宁波开诚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餐厨垃圾预处理系统设备 海曙区 

8 赛特威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式报警器 江北区 

9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铜棒材 江北区 

10 宁波瑞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塑料头梳 江北区 

11 宁波艾克姆新材料有限公司 预分散母胶粒 江北区 

12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辊道减速机 江北区 

13 宁波江北激智新材料有限公司 光学增亮膜 江北区 

14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柱塞液压泵 江北区 

15 宁波江北宇洲液压设备厂 高压液压阀 江北区 

16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床垫 江北区 

17 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树脂 镇海区 

18 宁波昌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汽车天窗导轨 镇海区 

19 宁波汉博贵金属合金有限公司 继电器触点用银氧化锡氧化铟线材 镇海区 

20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碱锰电池 镇海区 

21 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丙烯酰胺 镇海区 

22 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有限公司 羊毛纱 镇海区 

23 宁波明欣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低温压力容器 镇海区 

24 宁波海宏液压有限公司 液压螺纹插装阀 镇海区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属地 

25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自主品牌轿车 北仑区 

26 浙江腾龙精线有限公司 特种用途不锈钢丝 北仑区 

27 宁波力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不锈钢梯级 北仑区 

28 宁波思特雷斯金属防护材料有限公司 金属板带衬纸 北仑区 

29 宁波顺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合模机 北仑区 

30 宁波美乐雅荧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荧光棒 北仑区 

31 宁波凯荣船用机械有限公司 船舶专用起重设备 北仑区 

32 博格华纳汽车零部件（宁波）有限公司 正时链系统 鄞州区 

33 宁波万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户外休闲遮阳伞 鄞州区 

34 宁波市鄞州亚大汽车管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动软管接头系列 鄞州区 

35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电子换档系统 鄞州区 

36 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调音台 鄞州区 

37 宁波合力机泵股份有限公司 往复式高压注水泵 鄞州区 

38 宁波纬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等速驱动轴 鄞州区 

39 宁波欧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电梯层门 鄞州区 

40 中淳高科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鄞州区 

41 宁波爱音美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高保真拾音器（智能电容麦克风） 鄞州区 

42 宁波中和汽配有限公司 汽车轴承滚针 鄞州区 

43 宁波市鄞州通力液压电器厂 液压阀用电磁铁 鄞州区 

44 宁波方力密封件有限公司 汽车内燃机水封 鄞州区 

45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螺杆主机 奉化区 

46 宁波霖华塑胶有限公司 高阻隔盘（置肉盘） 奉化区 

47 宁波泰格尔陶瓷有限公司 透明氧化铝陶瓷管 奉化区 

48 宁波铝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不锈钢亮饰条 奉化区 

49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割草机 余姚市 

50 宁波长城精工实业有限公司 钢卷尺 余姚市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属地 

51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锂镍锰氧化物（三元材料） 余姚市 

52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打火机 慈溪市 

53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微型齿轮减速电动机 慈溪市 

54 慈溪太阳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针织机械输纱装置 慈溪市 

55 宁波锦辉指针有限公司 （乘用车）仪表指针 慈溪市 

56 宁波太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烟气处理多相反应器 慈溪市 

57 宁波慈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颌面产品 慈溪市 

58 宁波兴伟刀具有限公司 美工刀 宁海县 

59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机铁芯高速级进冲压模具 宁海县 

60 宁波海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跑步机 宁海县 

61 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汽车真木饰件 象山县 

62 宁波华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汽车中型金属嵌件前端模块 象山县 

63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铜带材 杭州湾 

64 宁波菲仕运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节能注塑机用伺服电机 杭州湾 

65 宁波中源欧佳渔具股份有限公司 鱼线轮 杭州湾 

66 浙江沁园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家用净水器 杭州湾 

67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硅片 保税区 

68 赛尔富电子有限公司 LED 冷链照明灯具 高新区 

69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多工位自动冷镦机 高新区 

70 宁波电工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银合金触点 高新区 

71 宁波圣瑞思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智能缝制设备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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