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2019年第六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1 厦门艾欧特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 厦门中传物联网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 厦门达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4 厦门市博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5 厦门海橡塑胶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6 锐骐（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 厦门普锐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8 厦门瑞德利校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9 厦门金名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 厦门信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 厦门昊琦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2 超趣（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3 厦门云之拓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4 厦门诺博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5 厦门松德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6 贝克兰（厦门）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7 厦门锐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8 厦门优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9 厦门易帕通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0 厦门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1 福建壹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2 厦门博尔信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3 厦门翰普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4 厦门市数字引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5 厦门永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6 睿科仪器（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7 厦门市维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8 厦门中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9 厦门市格绿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0 厦门征成膜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1 厦门纳诺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2 厦门元夏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3 厦门日升建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4 厦门信达光电物联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5 厦门申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6 大米（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7 厦门市湖里星光金属制品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8 厦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9 厦门金亿通管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0 厦门豪帝卫浴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41 厦门市福新源卫浴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42 厦门易景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3 厦门柠萌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44 福建鹿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5 易联众智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6 跑动（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7 厦门视锐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48 科技谷（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49 厦门星客服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0 厦门泓庚航海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1 厦门天华浩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52 厦门卓思创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3 厦门全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4 法信公证云（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5 厦门三眼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56 厦门中诚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7 厦门水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8 厦门魔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9 易联众（厦门）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0 厦门旺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1 厦门蓝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2 厦门星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3 奥谱天成（厦门）光电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4 摩尔元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5 厦门汇鑫元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6 厦门庚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7 厦门云来通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8 厦门振为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9 失控（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0 厦门帝嘉云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1 厦门雪锦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2 厦门华阳中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73 厦门市中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4 厦门泛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5 厦门米乐萌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6 厦门宝益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7 厦门亿赛膜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78 厦门合众天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79 厦门信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0 厦门市执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81 厦门市舜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2 河马社区（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3 厦门市蓝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4 厦门锐祺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85 厦门北豪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86 厦门创同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7 厦门比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88 厦门文天数码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89 厦门思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0 厦门铠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1 厦门书生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2 厦门奥拓美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3 厦门迈维斯货架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94 厦门国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5 厦门安达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96 庸博（厦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97 博益宁（厦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98 厦门亿力天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9 厦门市英泰尔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0 中缝（厦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1 厦门铅笔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2 厦门火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3 厦门晶欣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4 易联众民生（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5 厦门唯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6 厦门工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07 德必碁生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08 厦门信昇达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9 厦门佳普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10 厦门众智创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11 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12 厦门南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13 厦门中学西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14 厦门创匠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5 厦门城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