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2019年第五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1 厦门市三特兴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 厦门护航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 厦门威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 厦门威尔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 佰模伝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 厦门铂士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 厦门普利得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8 厦门博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 厦门飞德利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0 厦门新游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 厦门搜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2 厦门钜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3 厦门华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4 厦门浩添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5 厦门积硕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6 盛发环保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7 厦门启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8 厦门市纵达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9 厦门市巨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0 厦门市虹约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1 厦门宇臻集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2 鹏南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3 厦门庚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4 厦门英诺尔充源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5 厦门物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6 厦门竣扬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7 厦门惠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8 厦门市金泰金研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9 厦门伊格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30 厦门博聪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1 厦门森威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2 厦门德冠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3 海德星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4 厦门亿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5 厦门信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36 英麦科（厦门）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7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8 厦门西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9 准动网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0 厦门朗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1 新诺北斗航科信息技术（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2 厦门福信光电集成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3 厦门明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4 厦门中塔日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5 厦门维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6 厦门市世纪网通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7 厦门帝恩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8 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9 厦门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0 厦门龙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1 欧思迈（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2 智恒（厦门）微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53 厦门图特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4 厦门凤凰创壹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5 厦门亿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6 厦门农丰园大棚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7 厦门金瑞镒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8 厦门碳帝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9 厦门和信华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60 厦门博意达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61 厦门鑫飞扬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2 三维泰柯（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3 厦门华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4 厦门市朝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65 特士勒（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66 厦门市东合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67 福建拓尔通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8 厦门天海图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9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厦门宏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0 厦门天机自动化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1 厦门英诺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72 厦门英诺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73 厦门市凌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74 中鲨动物保健品（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75 厦门实启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76 厦门华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77 厦门市天泉鑫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8 厦门速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9 厦门市合佳兴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80 厦门聚维优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81 厦门本素药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82 厦门沸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3 拾联（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4 厦门快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5 厦门房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6 厦门三优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87 厦门德浦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88 厦门科汛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9 厦门智协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0 厦门福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1 厦门爱谱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92 厦门十方圆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93 厦门微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4 厦门市全新彩钢结构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95 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6 厦门畅博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7 厦门市卓励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98 厦门蓝湾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99 厦门云顶伟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0 厦门富力或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01 厦门创信亿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2 厦门容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3 厦门创信元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04 简极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5 厦门迈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6 厦门通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07 厦门安达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08 厦门意姆特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9 厦门启和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10 厦门市朗星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11 厦门图魅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2 厦门恺岚一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3 厦门嘉益安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4 舒榻（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15 厦门信德科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16 厦门玮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17 利威光源零件（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18 厦门马斯威电气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19 厦门丽龙彩印刷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0 厦门朗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21 厦门欧圣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2 厦门坤凌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3 厦门沙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4 厦门著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25 厦门市指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26 厦门业盛电气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7 弓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8 厦门市菲尼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29 施爱德（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30 厦门环缘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31 麦迪驰杰（厦门）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