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空调器生产制造智能工厂

2 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 美的滚筒洗衣机智能工厂

3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先进晶圆加工智能工厂

4 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先进存储器智能工厂

5 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动力锂电池智能工厂

6 安徽雷鸣科化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炸药智能工厂

7 今麦郎饮品（淮北）有限公司 软化纯净水生产智能工厂

8 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 瑞风商务车智能工厂

9 安徽天祥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配方颗粒提取物智能工厂

10 泰盛（宿州）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高端生活用纸“互联网+智能制造”智能工
厂

11 安徽红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化法制备氨基酸系列产品智能工厂

12 海控三鑫（蚌埠）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超白光伏玻璃智能工厂

13 安瑞科（蚌埠）压缩机有限公司
基于PLM平台的压缩机远程运维服务型智能
工厂

14 五河县顺鹏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优质小麦专用粉智能工厂

15 太和县大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铅物联网智能工厂

16 淮南市富华服饰有限公司 服装智能裁剪缝制智能工厂

17 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电缆生产智能工厂

18 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水性涂料生产智能工厂

19 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单晶组件智能工厂 	

20 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强度笔记本电脑结构件模组智能工厂

21 安徽中至信家居有限公司 个性化定制家居生产智能工厂

22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xIn3Plat的冷轧“ALL
IN ONE”智慧工厂

23 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型高温材料智能工厂

24 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回转支承智能工厂

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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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徽奥克斯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奥克斯空调智能工厂

26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高端流体物料储运装备智能工厂

27 德力西电气（芜湖）有限公司 低压断路器智能工厂

28 芜湖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汽车内饰件智能工厂

29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空心胶囊制造智能工厂

30 广德亚太汽车智能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汽车制动盘精密加工智能工厂

31 安徽詹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坚果食品智能工厂

32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抗菌湿巾智能工厂

33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大脑的磷复肥智能工厂

34 池州方达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新材料生产智能工厂

35 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封装测试智能工厂

36 安庆帝伯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基于5G应用汽车粉末冶金零部件智能工厂

37 安徽天翔高新特种包装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纳米新型环保接装纸智能工厂

38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高质高效全流程纺纱智能工厂

39 黄山旺荣电子有限公司 高端继电器智能工厂

40 黄山市阊华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键合工艺模块智能工厂

41 黄山小罐茶业有限公司 茶叶加工离散型智能工厂

1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多类型光伏组件制造数字化车间

2 通威太阳能（安徽）有限公司 光伏晶硅电池片数字化车间

3 合肥至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车身覆盖件数字化车间

4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畅饮常温酸奶数字化车间

5 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易拉罐汽水饮料数字化车间

6 合肥海源机械有限公司 高端工业车辆车桥及油缸数字化车间

7 安徽锐能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总成及管理系统数字化车间

8 安徽光阵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摄像头模组封装数字化车间

9 合肥和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轻量化叉车零部件数字化车间

10 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司 数字化中式面点数字化车间

数字化车间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1 合肥微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平面显示及半导体设备备品备件数字化车
间

12 安徽壹太电气有限公司 家电注塑件数字化车间

13 合肥市菲力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低频电子变压器数字化车间

14 合肥凯邦电机有限公司 直流电机数字化车间

15 安徽宏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空调零部件数字化车间

16 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食用油包装数字化车间

17 安徽好运机械有限公司 叉车生产数字化车间

18 安徽诚创机电有限公司 家电金属结构件精密制造数字化车间

19 爱博斯塑料(合肥)有限公司 吹塑成型与仓存一体数字化车间

20 安徽海神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特型干黄酒制造数字化车间

21 安徽大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多主栅高效智能组件数字化车间

22 合肥市通得力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直流电机定子绕线数字化车间

23 安徽安泰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高端印刷品数字化车间

24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供水成套设备数字化车间

25 安徽康明斯动力有限公司 发动机智能装配数字化车间

26 合肥创佳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汽车门锁生产数字化车间

27 合肥艾普拉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高聚物可视数字化车间

28 合肥高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显示背板数字化车间

29 安徽意华电器有限公司 洗衣机智能排水电机数字化车间

30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高端数控成形机床数字化车间

31 安徽武鹰制衣有限公司 职业服装生产数字化车间

32 合肥蓝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尿素传感器生产数字化车间

33 合肥搬易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搬易通叉车数字化车间

34 合肥市春华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车位铆焊及精加工数字化车间

35 安徽黑钰颜料新材料有限公司 特种炭黑数字化车间

36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高效光伏逆变器数字化车间

37 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色选机钣金数字化车间

38 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电网配用电产品数字化车间

39 安徽金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航空复合材料及汽车零部件数字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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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CL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智能冰箱数字化车间

41 中建材（合肥）新能源有限公司 光伏镀膜盖板玻璃数字化车间

42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制丝数字化车间

43 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空调数字化车间

44 合肥晶威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SMD-JL型石英晶振数字化车间

45 合肥丹盛包装有限公司 水性印刷瓦楞包装产品数字化车间

46 合肥巨一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集成化电桥总成系统制造数字化车间

47 安徽中科都菱商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器钣金数字化车间

48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选煤数字化车间

49 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 手机用微特电机数字化车间

50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新型坯纱生产数字化车间

51 安徽华润金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蟾素提取制备数字化车间

52 思朗食品（淮北）有限公司 饼干生产数字化车间

53 安徽品优电池有限公司 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数字化车间

54 安徽盛美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活性肽生产数字化车间

55 安徽斯瓦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加工数字化车间

56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立体发酵智能酿造数字化车间

57 安徽双轮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勾储一体化数字化车间

58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中药提取数字化车间

59 亳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智慧煎煮数字化车间

60 安徽省兰飞化纤织造有限公司 高目电子丝网织造数字化车间

61 安徽养生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酵素GMP数字化车间

62 安徽省蒙城县恒瑞面粉有限公司 面粉生产数字化车间

63 安徽宿州鹿鹿食品有限公司 功能性饮料数字化车间

64 安徽华为硕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数字化车间

65 宿州闼闼晨瑞木业有限公司 实木复合门数字化车间

66 安徽兴华电缆有限公司 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及包装制品数字化车间

67 宿州市鸿正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高档军官礼服生产数字化车间

68 萧县鑫辉源电池有限公司 高功率动力锂电池数字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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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安徽安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酒精清洁生产数字化车间

70 华东光电集成器件研究所 MEMS芯片生产数字化车间

71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带轮精加工数字化车
间

72 蚌埠市双环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薄膜芯片电阻器数字化车间

73 安徽盛世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玻璃深加工钢数字化车间

74 安徽省天麒面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用粉生产数字化车间

75 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玻璃新材料电气装备生产数字化车间

76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氯化甲苯分离数字化车间

77 蚌埠市福淋乳业有限公司 乳制品生产数字化车间

78 蚌埠高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薄型TFT-LCD基板玻璃数字化车间

79 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SMT数字化车间

80 蚌埠天成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阻隔抗穿刺包装膜袋数字化车间

81 蚌埠市鑫泰工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电源箱生产数字化车间

82 安徽省文胜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土壤修复型配方肥定制数字化车间

83 阜南中羊牧业有限公司 低温奶生产数字化车间

84 安徽云龙粮机有限公司 新型粮储用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数字化车间

85 界首市天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隔膜数字化车间

86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原酒酿造数字化车间

87 安徽超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铅熔炼生产数字化车间

88 安徽省创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服装生产数字化车间

89 安徽洁诺德塑胶包装有限公司 注塑组装容器数字化车间

90 安徽嘉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苯乙烯数字化车间

91 安徽唐兴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非开挖顶管掘进智能装备数字化车间

92 淮南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精密圆锥滚子轴承数字化车间

93 淮南常力达电气有限公司 高端可定制箱式变电站数字化车间

94 淮南舜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水胶炸药数字化车间

95 长电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半导体分立器/集成电路封测数字化车间

96 安徽英发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数字化车间

97 凤阳硅谷智能有限公司 特种光电玻璃原片生产数字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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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圆柱锂离子动力电池数字化车间

99 安徽立光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镀膜数字化车间

100 台玻安徽玻璃有限公司 节能玻璃数字化车间

101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流量计数字化车间

102 来安县科来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铁动车组齿轮箱数字化车间

103 滁州锦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热压成型环保旅行箱数字化车间

104 安徽大禹防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改性防水卷材数字化车间

105 元气森林（安徽）饮料有限公司 饮品生产数字化车间

106 安徽盛世高科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加工数字化车间

107 安徽寒锐新材料有限公司 金属钴粉数字化车间

108 安徽盛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显示屏镀膜抛光数字化车间

109 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 红外光学镜片数字化车间

110 安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 消失模铸造数字化车间

111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油墨金属彩印数字化车间

112 滁州金桥德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树脂及添加剂数字化车间

113 全椒县全动机械有限公司 农业装备发动机数字化车间

114 天长市富安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变压器绕线数字化车间

115 安徽沛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设备制造数字化车间

116 来安县扬子地板有限公司 高端地板个性化定制数字化车间

117 金鹏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件制造数字化车间

118 安徽星星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户外专用运动服生产数字化车间

119 安徽绿沃循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退役电池梯次利用数字化车间

120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自动化组装数字化车间

121 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刻蚀及镀膜数字化车间

122 六安爱戈斯服饰有限公司 时尚针织服装纺片加工数字化车间

123 安徽省瀚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数字化车间

124 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蒸压加气混凝土数字化车间

125 安徽酷豆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童车童床数字化车间

126 安徽雅迪机车有限公司 高端电动车总装数字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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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安徽天隆饲料有限公司 畜禽饲料加工数字化车间

128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箱板纸生产数字化车间

129 蒙牛高科乳制品（马鞍山）有限公司 乳制品智能生产数字化车间

130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稀土永磁铁氧体器件数字化车间

131 马鞍山江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炸药数字化车间

132 马鞍山市德善金属成型科技有限公司 冰箱压缩机曲轴箱数字化车间

133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球墨铸铁管道智能生产数字化车间

134 马鞍山市粤美金属制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压缩机储液器生产数字化车间

135 迈特诺（马鞍山）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特种电缆数字化车间

136 安徽威博新能源供暖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新能源供暖供水系统数字化车间

137 马鞍山市广源法兰环件有限公司 高精密环形锻件生产数字化车间

138 华孚精密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 轻金属精密合金制造数字化车间

139 马鞍山太时芯光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亮度LED芯片生产数字化车间

140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气弹簧数字化车间

141 安徽龙芯微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数字化车间

142 安徽天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盾构机高韧性刀具数字化车间

143 芜湖新兴新材料产业园有限公司 球铁管件数字化车间

144 芜湖欧宝机电有限公司 冰箱压缩机数字化车间

145 国营芜湖机械厂 航空模压橡胶件数字化车间

146 新亚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电缆生产数字化车间

147 芜湖飞科电器有限公司 智能小家电注塑数字化车间

148 伯泰克汽车电子（芜湖）有限公司 汽车数字仪表盘数字化车间

149 威灵（芜湖）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家电用直流永磁无刷电机数字化车间

150 大陆汽车车身电子系统(芜湖)有限公司 高端汽车显示器仪表数字化车间

151 安徽华能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防爆特种电缆数字化车间

152 普莱克斯（安徽）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工业气体数字化车间

153 安徽天航机电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复杂精密零部件数字化车间

154 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 节能中空玻璃数字化车间

155 纬湃汽车电子(芜湖)有限公司 智控电子产品数字化车间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56 芜湖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毫米波雷达数字化车间

157 芜湖安道拓云鹤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汽车安全座椅生产数字化车间

158 芜湖亚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轻量化燃油箱数字化车间

159 芜湖天海电装有限公司 乘用车整车线束总成数字化车间

160 安徽鑫科铜业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高精度铜带数字化车间

161 安徽龙联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智能电缆光纤生产数字化车间

162 芜湖利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环保复合阻燃吸音毛毡数字化车间

163 天能电池(芜湖)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数字化车间

164 亚新科噪声与振动技术（安徽）有限公司 橡胶密炼数字化车间

165 安徽宁国中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精密模具制造数字化车间

166 宣城市安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梯钣金件柔性制造数字化车间

167 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精密连接器柔性生产数字化车间

168 安徽南方化工泵业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无泄漏磁力泵数字化车间

169 安徽江南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无菌输液器数字化车间

170 宣城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 糖果生产数字化车间

171 安徽倍发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织袜数字化车间

172 安徽威能电机有限公司 大功率高效节能电机定子制造数字化车间

173 宣城市德思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高端定制智能卫浴数字化车间

174 安徽五行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聚合物软包锂离子电池数字化车间

175 安徽红桥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智能冲压数字化车间

176 宁国市华丰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新型奥铁体球墨铸铁磨球数字化车间

177 安徽海德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声控风雨感应节能门窗数字化车间

178 安徽山里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坚果包装数字化车间

179 安徽宣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白酒智能化勾储数字化车间

180 安徽航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抗谐波智能电容器数字化车间

181 安徽孟凌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汽车密封件制造数字化车间

182 安徽信敏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N-甲基吡咯烷酮数字化车间

183 安徽清科瑞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环保型着色剂数字化车间

184 安徽铜陵科力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直通式耐磨软密封闸阀数字化车间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85 安徽锦庭家纺有限公司 低损伤无菌羽绒制品数字化车间

186 铜陵市永创变压器电子有限公司 SMD石英晶体谐振器数字化车间

187 安徽友坤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高档节能玻璃数字化车间

188 铜陵长江金刚石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热压孕镶金刚石钻头数字化车间

189 安徽圣达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硫酮生产数字化车间

190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木塑型材生产数字化车间

191 池州飞昊达化工有限公司 吡氟酰草胺生产数字化车间

192 池州市九华明坤铝业有限公司 高端铝合金精密加工数字化车间

193 安徽万峰精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铝型材数字化车间

194 池州市天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丁烷智能生产数字化车间

195 安徽红阳化工有限公司 有机酯生产数字化车间

196 安徽省青阳县华瑞科技有限公司 发动机零部件数字化车间

197 安徽宜人医用包装有限公司 一次性医用灭菌包装数字化车间

198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烟用条与盒包装印刷数字化车间

199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性注射器数字化车间

200 安徽微威胶件集团有限公司 硫化生产数字化车间

201 安徽赛腾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机加工数字化车间

202 安庆一枝梅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液洗产品数字化车间

203 安庆三维电器有限公司 智能化喷涂数字化车间

204 安徽天元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数字化车间

205 安徽永恒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助力车用铅酸蓄电池组装数字化车间

206 安徽科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刨花板生产数字化车间

207 安庆市鑫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氨基丙醇数字化车间

208 安庆中船动力配套有限公司 缸盖连杆生产数字化车间

209 安徽万方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分子管材加工数字化车间

210 安徽赛迈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液晶显示模组产品生产数字化车间

211 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全自动总成生产数字化车间

212 黄山精工凹印制版有限公司 绿色软包装凹印版辊制造装备数字化车间

213 黄山市瑞兴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高精密PCB总成数字化车间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214 黄山博蓝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GaN基LED芯片图形化蓝宝石衬底数字化车
间

215 黄山华绿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与草本植物提取物数字化车间

216 安徽邦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G天线生产数字化车间

217 安徽新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关键结构件制造数字化车间

218 黄山奥特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电子产品SMT数字化车间

219 黄山震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高精度深沟球轴承生产数字化车间

220 黄山市光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率大通量光模块数字化车间

221 黄山中链科技有限公司 链条智能生产装配数字化车间

222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高效农药原药数字化车间

223 安徽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新型压壳精密制造数字化车间

224 安徽明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移动终端用功能型电子材料生产数字化车
间

225 广德鼎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密多层柔性线路板数字化车间

226 安徽盛隆木业有限公司 全自动强化地板数字化车间

227 安徽江田环卫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环卫专用车下料生产数字化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