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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市八大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库名单 

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 

1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2 南京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玄武区 

3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4 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 玄武区 

5 江苏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秦淮区 

6 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雨花台区 

7 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8 江苏零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邺区 

9 南京嘉环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10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11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玄武区 

12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南京联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鼓楼区 

14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5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6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秦淮区 

17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18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19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六合区 

20 南京中新赛克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21 江苏原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邺区 

22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3 亚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2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南京壹进制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5 南京百敖软件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6 江苏荣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7 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28 江苏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院 江北新区 

29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玄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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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30 江苏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人工智能 

1 字节跳动（南京）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鼓楼区 

2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3 南京网觉软件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4 南京甄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5 南京云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鼓楼区 

6 南京华捷艾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7 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8 南京极智嘉机器人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9 创新奇智（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南京汇川工业视觉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江宁区 

11 江苏南大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建邺区 

12 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南京大鱼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4 南京旷云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中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6 南京云思创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玄武区 

17 江苏智行未来汽车研究院 江宁区 

18 南京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究院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南京南数数据运筹科学研究院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0 江苏鸿程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研究院 江北新区 

21 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 栖霞区 

22 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3 赛昇信息技术研究院 建邺区 

24 开放智能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5 江苏谷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邺区 

2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南京人工智

能芯片创新研究院 
江宁区 

27 海飞科（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邺区 

28 江苏南京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邺区 

29 南京三百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鼓楼区 

30 南京清湛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医药与生命健 1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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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康 
2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南京先声东元

制药有限公司） 
玄武区 

3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江宁区 

4 南京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5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6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7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

司 
栖霞区 

8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9 南京优科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1 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 溧水区 

12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14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5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玄武区 

16 南京迈瑞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江宁区 

17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8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金陵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0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1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22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3 南京巨鲨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鼓楼区 

24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25 南京普爱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26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7 南京斯瑞奇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高淳区 

28 南京华威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栖霞区 

29 南京景瑞康分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30 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智能制造装备 
1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江宁区 

2 舍弗勒（南京）有限公司 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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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3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4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5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有限公司 江宁区 

6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7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8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9 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江苏六维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11 南京高精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江宁区 

12 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13 南京华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宁区 

14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宁区 

15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6 
中船重工鹏力（南京）智能系统有限公

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7 南京金鑫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溧水区 

18 南京大量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六合区 

19 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0 中航工业南京伺服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江宁区 

21 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2 南京苏美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3 南京宁庆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江宁区 

24 
南京英尼格玛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5 江苏泰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26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高淳区 

27 南京工大数控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8 南京景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29 南京合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30 南京优倍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集成电路 
1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浦口区 

2 中兴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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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3 南京国博电子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4 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5 江苏长晶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6 展讯半导体（南京）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7 新思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8 晶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9 南京中感微电子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0 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玄武区 

11 南京矽力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玄武区 

12 南京高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4 南京华瑞微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浦口区 

15 创意电子（南京）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6 南京矽邦半导体有限公司 浦口区 

17 南京泰治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18 南京杰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19 南京凯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浦口区 

20 江苏华创微系统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1 南京天易合芯电子有限公司 浦口区 

22 南京芯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3 希烽光电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4 南京芯视界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5 龙芯中科（南京）技术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6 华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浦口区 

27 南瑞联研功率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8 诺领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9 芯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30 江苏北联国芯技术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智能电网 

1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南瑞继保电气、南

瑞继保工程、南瑞南京控制、国电南瑞

科技股份、南瑞帕威尔有限公司等）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分公司 市级 

3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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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4 乐金化学（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5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鼓楼区 

6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ABB）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7 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8 
南京汽轮电机长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江宁区 

9 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0 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宁区 

11 南京大吉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浦口区 

12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1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京线路器材有限

公司 
六合区 

15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6 格力电工（南京）有限公司 江宁区 

17 南京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8 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0 西门子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1 南京电气绝缘子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2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3 南京东大金智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4 南京市嘉隆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5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6 南京电研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7 环宇集团（南京）有限公司 江宁区 

28 南京海兴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9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30 佳源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轨道交通 

1 南京中车浦镇城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江北新区 

2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3 中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浦口区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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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4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5 南京地铁集团 玄武区 

6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7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8 南京轨道交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江宁区 

9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1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2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13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4 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中铁宝桥（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6 江苏中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17 南京洛普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18 蓝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合区 

19 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六合区 

20 南京雷尔伟新技术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1 南京瑞发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江北新区 

22 南京宁北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玄武区 

23 南京中兴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溧水区 

24 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鼓楼区 

25 南京五洲制冷集团有限公司 江宁区 

26 南京中盛铁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溧水区 

27 南京高精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8 南京华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29 南京苏铁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30 南京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雨花台区 

新能源汽车 

1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江北新区 

2 南京乐金化学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3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 溧水区 

4 蔚然（南京）动力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5 莱斯网信（中电科 28 所） 秦淮区 

6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溧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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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产业链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区（开发区） 

7 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8 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六合区 

9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院 江宁区 

10 江苏塔菲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11 蔚然（南京）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南京协众汽车空调集团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南京乐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4 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15 南京领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16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 

17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建邺区 

18 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南京普斯迪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0 南京慧尔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21 南京博士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溧水区 

22 南京容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宁区 

23 江苏云快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邺区 

24 南京美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区 

25 南京隼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6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7 南京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溧水区 

28 长安马自达有限公司 江宁区 

29 南京中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30 南京英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溧水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