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2019年第三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1 厦门又一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 新意科创（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 厦门爱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4 厦门基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5 厦门世纪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 厦门多米诺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 厦门海实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 奥立德轻型带（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9 厦门鼎运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 厦门银旭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1 厦门钰鸿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2 厦门帝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3 厦门健财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4 格雷诺（厦门）开关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5 厦门高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6 厦门圣天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7 厦门协四方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8 厦门金双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9 厦门普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0 厦门纳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1 厦门吉象吉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2 厦门砺德光电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3 福建联冠汇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4 厦门达易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5 厦门知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6 厦门肽王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7 厦门绿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8 任我游（厦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9 厦门中软卓越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0 厦门星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1 厦门微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2 厦门信通慧安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3 汉纳森（厦门）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4 厦门陆威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5 厦门尚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6 厦门诺康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7 厦门云开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8 立胜（厦门）塑胶管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9 厦门贝多卫浴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0 脉斯固（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1 厦门今日旅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2 厦门达科塔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3 厦门联掌慧智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4 厦门互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5 坤成商软(厦门)资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6 厦门易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7 尤扬电器制造(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48 淘鞋(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9 量道（厦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50 厦门汉旭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51 厦门简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2 卡贝乐（厦门）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3 厦门美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4 厦门市科环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55 厦门南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6 厦门港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57 厦门市普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58 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9 厦门盈瑞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60 厦门腾诺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61 厦门影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62 厦门瑞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3 厦门超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64 芭芭拉（厦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65 厦门市图巴机器人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6 厦门东骏佳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67 厦门易钱商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8 厦门立新洗染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9 厦门市超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0 厦门英特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1 蓝海（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72 厦门天卫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3 厦门宇客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4 厦门市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5 厦门科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6 厦门四方德信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7 厦门芯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8 厦门博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9 厦门万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80 厦门通耐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81 翼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2 厦门意行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3 微泰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4 厦门三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5 厦门美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6 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87 厦门美稞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88 厦门加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89 伟裕（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90 厦门金欣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91 厦门领航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2 厦门市七星通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3 厦门吉科卫浴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94 厦门虹瑞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95 厦门民航凯亚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6 厦门捌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7 厦门益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98 厦门睿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9 厦门蓝风映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00 厦门知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01 厦门惠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2 厦门义旭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03 厦门捷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04 厦门海西医药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05 福建讯盟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6 厦门格林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07 厦门市得尔美卫浴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08 厦门亿升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09 厦门圣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10 厦门市派对屋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11 厦门马恒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2 厦门市环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3 厦门银固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4 厦门中构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5 海森林（厦门）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6 厦门威迪康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7 厦门海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8 厦门熙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9 厦门市巨龙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0 厦门十一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1 厦门揽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2 厦门立马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23 好家（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24 厦门立达信照明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5 厦门瞳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26 厦门碧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7 厦门万佳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8 厦门投融汇网络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9 厦门三板斧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30 汇精（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31 福建祥云科创新型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32 厦门鑫康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33 厦门巧亿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34 厦门冠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35 厦门丽邦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36 厦门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37 厦门奥泰科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38 厦门加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39 厦门汇盛生物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