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1

2022年沈阳市关键技术攻关计划（揭榜挂帅专项）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发榜单位 揭榜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合    计 8478

1 22-101-0-01
压滤系统氮气循环及溶剂回收关键技术攻

关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辽宁英沃尔节能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300 高新处

2 22-101-0-02 精密数字多道技术研究及应用 沈阳吕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超分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300 社发处

3 22-101-0-03
塔式磨机用高过载能力高转矩密度超低速

永磁直驱电机的关键技术攻关
沈阳顺达重矿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沈阳工业大学 企业 经开区 250 高新处

4 22-101-0-04
高效节能低重稀土永磁电机研发与示范应

用
沈阳中北真空设备有限公

司
沈阳工业大学 企业 浑南区 300 高新处

5 22-101-0-05
钛合金智能一体化涂敷及磨抛装备研发与

应用
辽宁华天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
企业 于洪区 300 高新处

6 22-101-0-06
多种管道内检测数据比对技术及软件系统

研发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沈阳智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50 高新处

7 22-101-0-07
智能网联汽车车载显示系统功能安全关键

技术攻关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
院（相城）

企业 浑南区 300 高新处

8 22-101-0-08
基于纳米传感的压力容器及动力设备全寿

命健康管理系统研发与应用
沈阳天眼智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企业 浑南区 300 高新处

9 22-101-0-09 电网需求侧负荷智能控制系统研发
辽宁省鑫源温控技术有限

公司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企业 沈北新区 300 社发处

10 22-101-0-10
轻量化、模块化智能3G/4G/5G电源关键技

术攻关
辽宁振昌智能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
沈阳工业大学 企业 经开区 300 高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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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发榜单位 揭榜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11 22-101-0-11
基于物联网的多参数集成智能油液传感器

关键技术攻关
沈阳顺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格谱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企业 经开区 300 高新处

12 22-101-0-12 兽用难溶药物混饮给药技术攻关
沈阳伟嘉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沈阳信康药物研究有限

公司
企业 经开区 300 农村处

13 22-101-0-13
N128沉淀硬化合金制备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
沈阳金锋特种刀具有限公

司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企业 浑南区 175 高新处

14 22-101-0-14
高铁粉末冶金闸片原材料表面积、轻量化

关键技术攻关
沈阳远程摩擦密封材料有

限公司
东北大学 企业 辽中区 300 高新处

15 22-101-0-15 市政污水处理药剂智慧投加系统的研制
辽宁省环保集团清源水务

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 企业 浑南区 100 社发处

16 22-101-0-16
冶金领域关键部件自润滑耐磨损高性能激

光修复关键技术攻关
沈阳大陆激光技术有限公

司
沈阳工业大学 企业 沈北新区 200 高新处

17 22-101-0-17 防咳喘功能性生物饲料添加剂研究
辽宁爱普罗斯饲料有限公

司
山东康益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300 农村处

18 22-101-0-18 高精地图数据获取关键技术研究
辽宁宏图创展测绘勘察有

限公司
沈阳迈奇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企业 浑南区 300 高新处

19 22-101-0-19
有机废弃物生物转化过程臭气阻控技术开

发
沈阳光大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普泰尔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85 社发处

20 22-101-0-20
电磁锅炉换热率提升及智能调控关键技术

开发
沈阳磁力通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
国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300 社发处

21 22-101-0-21 高强钢复杂异构薄壁件制造关键技术攻关 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理工大学科技园有

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300 高新处

22 22-101-0-22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胰岛素分泌样细胞构

建胰岛组织技术研究
沈阳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企业 自贸区 300 社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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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发榜单位 揭榜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23 22-101-0-23
大功率高效节能永磁潜水泵用系列电机系

统开发
沈阳众创高科节能电机技

术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 企业 自贸区 300 社发处

24 22-101-0-24
钛合金一体化进气道高效精密加工及质量

控制关键技术攻关
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300 高新处

25 22-101-0-25 涡轮叶片增材制造用高性能高温合金研发
沈阳增材智造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企业 经开区 295 高新处

26 22-101-0-26 新一代橡胶制品骨架材料粘结技术的开发
沈阳第四橡胶股份有限公

司
沈阳化工大学 企业 经开区 100 高新处

27 22-101-0-27
磁纳米粒子标记超快速免疫分析材料及系

统的研发
辽宁嘉音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企业 自贸区 300 社发处

28 22-101-0-28 城市智慧供热控制系统关键技术攻关
沈阳泰科流体控制有限公

司
东北大学 企业 浑南区 300 高新处

29 22-101-0-29 纯水介质环保液压关键技术攻关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 经开区 300 高新处

30 22-101-0-30
高压及特高压变压器板式散热器高效智能

低飞溅焊接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
沈阳天通电气有限公司 沈阳工业大学 企业 苏家屯区 275 高新处

31 22-101-0-31
面向高精度模具加工的数控系统补偿技术

及加工工艺技术攻关
沈阳中科数控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沈阳中捷众创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75 高新处

32 22-101-0-32 多场景三维激光SLAM技术研发
沈阳奇辉机器人应用技术

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 企业 经开区 140 高新处

33 22-101-0-33 散料堆场无人值守智能平台研发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 企业 铁西区 133 高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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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沈阳市重点研发计划分阶段补助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合    计 200

1 17-17-2-00 FLNG用混合冷剂压缩机技术研究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50 高新处

2 17-50-2-00
新型环保带锈防锈功能一体化涂料的研发及应

用攻关
沈阳顺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50 高新处

3 17-30-2-00
CRTS—III型高速铁路轨道板机械化智能制造

装备的研制及产业化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100 高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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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2022年沈阳市重大科技专项配套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项目管理处室

合计 462 

1 区域XXXX技术综合应用示范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非企业 皇姑区 462 社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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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2022年沈阳市科技创新主体培育计划项目表
（高新技术企业专项）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合    计 4622.2

1 可为（沈阳）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 辽宁炬沐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 沈阳悦溪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 沈阳达达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5 沈阳希洛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6 辽宁昕原怿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7 沈阳泽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8 智远通（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9 沈阳三十二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0 沈阳顺通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1 辽宁汇栢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2 辽宁鼎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3 墨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4 沈阳智尔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5 沈阳昊林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6 辽宁博远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7 沈阳易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8 树莓（沈阳）软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19 辽宁德施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0 沈阳世纪融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1 辽宁赫朗液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2 辽宁英创寰宇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3 辽宁安生安防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4 辽宁联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5 沈阳市明瑞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19.1

26 辽宁云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7 沈阳圣巴巴拉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8 沈阳普非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29 蓝森科技（辽宁）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0 沈阳聚联光迅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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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沈阳中煤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2 沈阳西牧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3 辽宁晨之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10

34 沈阳天仁合一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5 沈阳优时拓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6 沈阳惠民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7 沈阳天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8 沈阳锐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39 沈阳泰立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0 沈阳漫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1 沈阳水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2 辽宁蓝鲸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18.2

43 沈阳易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4 沈阳瑞银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5 沈阳嘉皓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6 沈阳泽铭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7 沈阳国为智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0

48 沈阳方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0

49 辽宁农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0

50 辽宁新奇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0

51 沈阳嘉华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2 沈阳万汇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3 沈阳友达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4 沈阳比斯特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5 辽宁联海石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6 沈阳日鑫源泵业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7 沈阳市鑫凯迪汽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8 沈阳东鹏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59 沈阳鸿安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60 沈阳立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61 澜峰装饰材料（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0

62 沈阳隆柯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14.6

63 沈阳明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64 沈阳讯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65 沈阳盛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66 辽宁尚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67 沈阳中大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68 辽宁健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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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辽宁云端之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70 沈阳铸重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71 沈阳工矿链条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72 沈阳贝比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0

73 嘉和住工（沈阳）预制构件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74 沈阳鑫松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75 辽宁沈通电力桩基础研发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76 沈阳沅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77 沈阳嘉欣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78 沈阳银丰机车车辆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79 沈阳辽缆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80 沈阳起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0

81 沈阳诺德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2 辽宁慧丰清轩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3 沈阳市锦拓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4 沈阳宇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5 沈阳金龙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6 沈阳申鑫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7 辽宁硕峰安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8 辽宁中亨高速交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89 沈阳东盛电力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90 辽宁奥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91 沈阳华益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0

92 沈阳科丰温室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93 沈阳德达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94 沈阳科特斯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95 沈阳锐取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96 沈阳垚辰信息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97 沈阳辽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98 辽宁佟大数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99 沈阳鑫谱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0 辽宁明道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1 沈阳云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2 沈阳浩隆网络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3 辽宁津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4 沈阳鑫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5 辽宁中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6 沈阳菲尔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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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优普特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8 辽宁中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09 沈阳利景华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0 阿凡提物联网科技（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1 沈阳华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2 沈阳明瑞轻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3 沈阳晟越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4 沈阳眼医眼科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5 沈阳正弘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6 沈阳峰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7 辽宁伊万斯清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8 沈阳佰佳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19 沈阳天星智能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120 沈阳森格锐软件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1 辽宁乾浩瀚坤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2 沈阳诺天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3 沈阳市日月新服饰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4 辽宁拜斯特三维智造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5 辽宁数联达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6 医学汇（辽宁）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7 辽宁蒲公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8 沈阳德英天健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29 沈阳昊源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0 沈阳鹿角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1 沈阳康葆达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2 沈阳航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3 沈阳卧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7.8

134 沈阳宏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5 沈阳鸣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6 沈阳航星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7 沈阳蓬阳奈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0

138 沈阳中广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39 沈阳永航水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40 辽宁英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41 中船重工（沈阳）抗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7.4

142 沈阳畅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43 孚士达科技（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44 辽宁东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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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辽宁逸格云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46 沈阳科维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47 沈阳云动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19.8

148 君卓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49 辽宁正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50 沈阳市美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51 沈阳智海扬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52 沈阳天禹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53 沈阳佳美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54 沈阳文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55 沈阳大熊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0

156 辽宁省慧祥源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0

157 沈阳浩博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15.6

158 沈阳中闽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0

159 沈阳市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0

160 沈阳多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0

161 沈阳海润机器人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0

162 火尖枪（沈阳）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0

163 沈阳嘉瑞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0

164 沈阳瑞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65 沃得农机（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66 辽宁绿海森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67 沈阳市彤远树脂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68 沈阳智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69 沈阳德高一通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0 思迈孚智能装备（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1 沈阳阔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2 沈阳亿海嘉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3 沈阳嘉慈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4 沈阳黎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5 沈阳升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6 沈阳贝欣特铸造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7 沈阳建兴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8 沈阳沃尼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79 辽宁瑞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80 沈阳康普森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81 沈阳恒智天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82 沈阳瑞信蓝科微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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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沈阳三科嘉诚流体传动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84 沈阳诚信钛业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85 沈阳哈崴斯特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0

186 业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0

187 沈阳时代脉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0

188 辽宁七连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0

189 辽宁格林云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0 沈阳众飞智图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19.3

191 沈阳添瀛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2 沈阳新宝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3 沈阳特可思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4 沈阳越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5 辽宁省图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6 辽宁瑞镒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7 沈阳海创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8 沈阳泉发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199 沈阳博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200 沈阳鑫溢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5.2

201 辽宁带路重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202 沈阳航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17.1

203 辽宁华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204 沈阳行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205 辽宁沃欣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206 沈阳云之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0

207 沈阳赛瑞鑫特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08 沈阳朗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09 沈阳宇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0 沈阳叫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1 沈阳悦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2 沈阳易诚金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3 沈阳知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4 沈阳维纳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5 沈阳与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8.1

216 沈阳康缘益生水土环境修复研究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7 沈阳同保信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18 沈阳鼎墨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

219 沈阳聚信合隆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0 沈阳明盛仪表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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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沈阳创坤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2 沈阳北联喜鹊电影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3 沈阳智有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4 沈阳东芯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5 辽宁千星北斗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6 沈阳品相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7 华鑫（辽宁）安全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8 沈阳瑞海一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29 沈阳乐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30 沈阳威斯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31 沈阳涵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32 沈阳筑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0

233 沈阳丽威塑业有限公司 企业 康平县 20

234 沈阳虫林密宝北虫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法库县 20

235 沈阳拓邦热能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法库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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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2022年沈阳市科技创新主体培育计划项目表
（科技型中小企业专项）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合    计 450.8

1 辽宁微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 辽宁尔雅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 沈阳禅纳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4 辽宁一二三智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5 沈阳森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6 沈阳光速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7 沈阳大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8 沈阳猎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9 沈阳昭软软件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0 辽宁山水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1 沈阳中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2 沈阳云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3 辽宁拓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4 沈阳安德连阳信息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5 辽宁智塔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6 沈阳和同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7 辽宁和正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8 沈阳卓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19 辽宁华创安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0 知享数据技术（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1 沈阳楚航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2 辽宁中科金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3 沈阳金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4 沈阳知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5 华跃建工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6 辽宁三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7 辽宁省汉马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8 沈阳乐联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29 辽宁嘉铭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0 知合高新科技（辽宁）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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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沈阳晨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2 沈阳隆领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3 辽宁博创达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4 沈阳鼎世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5 辽宁捷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6 沈阳思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7 辽宁数汇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2

38 沈阳车博客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

39 沈阳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

40 沈阳绿珠米业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

41 沈阳君茂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

42 沈阳海普瑞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

43 沈阳华泰渔业有限公司 企业 新民市 2

44 沈阳澳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45 沈阳梵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46 沈阳华天鑫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47 沈阳盛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48 沈阳多友诚模具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49 辽宁泰吉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0 沈阳味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1 沈阳中科信盈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2 辽宁华阳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3 沈阳易成耐蚀合金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4 沈阳信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5 沈阳圣凯龙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6 沈阳侃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7 沈阳瑞博龙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8 沈阳国纳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于洪区 2

59 沈阳华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0 沈阳德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1 杰创仪表科技（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2 沈阳通用水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3 沈阳群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4 企创创业服务（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5 沈阳中之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6 辽宁诺诚智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7 沈阳众诚恒力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68 沈阳鑫聚成风电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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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辽宁鼎峰云图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0 辽宁圣凡电缆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1 沈阳华阳恒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2 沈阳倍格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3 沈阳捷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4 辽宁同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5 沈阳锐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6 辽宁嘉力德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7 沈阳言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8 辽宁冶矿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79 沈阳司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80 沈阳精益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81 沈阳今昭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82 沈阳星擎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2

83 辽宁荣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

84 沈阳市科海融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

85 沈阳石春鑫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

86 辽宁昊福牛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苏家屯区 2

87 沈阳众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88 沈阳盛和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89 橙未来（辽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90 沈阳思路森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91 沈阳陆克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92 沈阳市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93 沈阳锐明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94 沈阳通盖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95 沈阳明匠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 沈河区 2

96 辽宁胜华电缆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97 沈阳盛元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98 沈阳聚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辽中区 2

99 沈阳蚁仁优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0 沈阳百千万人才职业发展研究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1 沈阳科汭特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2 沈阳惠宇化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3 沈阳旺利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4 沈阳深潜泵业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5 沈阳惠维医疗设备服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6 沈阳中科生态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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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沈阳双创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8 沈阳好灵通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09 辽宁迪沃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0 沈阳能源技术开发研究所 企业 浑南区 2

111 辽宁新资江软件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2 沈阳市高科创投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3 华初（辽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4 沈阳领美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5 辽宁远山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6 沈阳科咨美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7 沈阳焦点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18 沈阳久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4

119 沈阳今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20 沈阳工大蓝金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21 辽宁瑞内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2 沈阳搜易优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3 沈阳复泰文保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4 沈阳翰臣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5 沈阳市谜语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6 沈阳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7 沈阳航大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8 沈阳波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29 沈阳明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30 沈阳驰奥自动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31 沈阳鑫宇中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32 沈阳马力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2

133 沈阳华锐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34 辽宁神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35 辽宁圣德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36 辽宁商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37 沈阳涵飞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38 沈阳得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39 沈阳东方和利厨业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0 沈阳华逸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1 辽宁优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2 沈阳恒睿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3 辽宁凌阳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4 沈阳长白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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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一尘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6 沈阳哦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7 沈阳亿鑫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8 沈阳网势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49 辽宁华盾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50 沈阳铸创生产力促进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2

151 辽宁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2 辽宁天银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3 沈阳新光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4 沈阳维忠旋转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5 沈阳帕维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6 沈阳市寓宏隆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7 沈阳云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8 沈阳磁力通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59 辽宁元凰万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2

160 沈阳睿鑫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1 沈阳贝嘉瑞斯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2 沈阳中核舰航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3 辽宁鑫美润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4 沈阳东荣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5 乾承机械科技（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6 沈阳智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7 沈阳润达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2

168 沈阳森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

169 辽宁天海隆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

170 辽宁瑞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

171 沈阳盛特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

172 沈阳云昇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

173 沈阳天诚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

174 沈阳博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金融开发区 2

175 辽宁优可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76 沈阳黎航发石化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77 沈阳卫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78 沈阳北真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79 辽宁易通石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0 辽宁两只老虎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1 沈阳博美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2 沈阳龙腾共创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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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沈阳市鑫源智能温控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4 沈阳尚维液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5 沈阳鲸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6 沈阳海纳鑫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7 沈阳卓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8 沈阳信元瑞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89 沈阳追梦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2

190 辽宁驰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1 沈阳众弈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2 沈阳创智家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3 辽宁趋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4 辽宁方翊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5 沈阳海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6 中科云瑞（沈阳）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7 沈阳荣迅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8 辽宁合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199 沈阳圣达金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0 沈阳达里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1 沈阳中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2 沈阳趣赞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3 沈阳恒嘉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4 沈阳比目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5 沈阳仁政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6 爱发科真空技术（沈阳）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7 沈阳渤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8 沈阳弘联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09 沈阳泽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0 沈阳云数软件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1 沈阳冠城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2 沈阳海容智科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3 沈阳倪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4 沈阳智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5 沈阳欧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6 苏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7 沈阳蓝光网络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8 辽宁晋华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19 沈阳市伴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20 沈阳天眼智云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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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沈阳汇晶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22 沈阳晟鸿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23 沈阳容和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2

224 沈阳众志成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法库县 2

225 法库县兴达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 企业 法库县 2

226 沈阳中力线缆有限公司 企业 法库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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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1

2022年沈阳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项目表（新批建国家级平台专项）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合    计 1200

1 22-106-1-01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0 社发处

2 22-106-1-02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500 高新处

3 22-106-1-03 六元环无机材料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200 高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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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2

2022年沈阳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项目表（新批建省级平台专项）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合    计 2450

1 22-106-2-01 辽宁省深部工程与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 东北大学 非企业 和平区 100 高新处

2 22-106-2-02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高新处

3 22-106-2-03 辽宁省新能源飞机电推进系统重点实验室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非企业 沈北新区 100 高新处

4 22-106-2-04 辽宁省镁钙无机功能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化工大学 非企业 铁西区 100 高新处

5 22-106-2-05 辽宁省智能装配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高新处

6 22-106-2-06 辽宁省金属基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高新处

7 22-106-2-07 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100 高新处

8 22-106-2-08 辽宁省低温锂电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国科金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高新处

9 22-106-2-09 辽宁省微化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100 高新处

10 22-106-2-10 沈阳康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沈阳康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高新处

11 22-106-2-11 北方实验室（沈阳）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方实验室（沈阳）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高新处

12 22-106-2-12 辽宁省微型制冷芯片工程研究中心 辽宁冷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高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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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13 22-106-2-13 辽宁省陆地生态系统碳中和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社发处

14 22-106-2-14 辽宁省恶性肿瘤精准医学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肿瘤研究所） 非企业 大东区 100 社发处

15 22-106-2-15
辽宁省肿瘤创新药物靶向治疗与技术转化重

点实验室
沈阳药科大学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社发处

16 22-106-2-16 辽宁省城市信息与空间感知重点实验室 沈阳建筑大学 非企业 浑南区 100 社发处

17 22-106-2-17 辽宁省围术期危重症医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社发处

18 22-106-2-18 辽宁省法医学生物证据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 非企业 沈北新区 100 社发处

19 22-106-2-19 辽宁省细胞治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辽宁医学诊疗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 自贸区 100 社发处

20 22-106-2-20
辽宁省流程工业节能与绿色低碳技术工程研

究中心
东北大学 非企业 和平区 100 社发处

21 22-106-2-21 辽宁省城市时空信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和平区 100 社发处

22 22-106-2-22 辽宁省医药质谱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和合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社发处

23 22-106-2-23 辽宁省医学检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非企业 和平区 100 社发处

24 22-106-2-24 辽宁省影像医学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非企业 和平区 100 社发处

25 22-106-2-25
辽宁省农产品加工安全与风险评价重点实验

室
沈阳农业大学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农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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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3

2022年沈阳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项目表（新批建市级平台专项）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合    计 1450

1 22-106-3-01 沈阳市先进连接与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非企业 沈北新区 50 高新处

2 22-106-3-02 沈阳市民用建筑智慧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 沈阳大学 非企业 大东区 50 高新处

3 22-106-3-03 沈阳市代谢性疾病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 非企业 沈北新区 50 社发处

4 22-106-3-04 沈阳市消化系统损伤修复重点实验室 沈阳医学院 非企业 于洪区 50 社发处

5 22-106-3-05
沈阳市天然活性分子的发现与改造重点实验

室
沈阳药科大学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6 22-106-3-06
沈阳市生物大分子计算模拟与信息处理重点

实验室
辽宁大学 非企业 皇姑区 50 社发处

7 22-106-3-07 沈阳市建筑碳中和重点实验室 沈阳建筑大学 非企业 浑南区 50 社发处

8 22-106-3-08 沈阳市有色金属资源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 东北大学 非企业 和平区 50 社发处

9 22-106-3-09 沈阳市粮油深加工重点实验室 沈阳师范大学 非企业 皇姑区 50 农村处

10 22-106-3-10
沈阳市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及成套装备技术

创新中心
沈阳中北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11 22-106-3-11 沈阳市集成电路高端晶圆处理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12 22-106-3-12 沈阳市煤矿智能化装备研发技术创新中心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50 高新处

13 22-106-3-13 沈阳市工业大数据技术创新中心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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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14 22-106-3-14 沈阳市类脑智能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康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15 22-106-3-15 沈阳市精密划切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和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50 高新处

16 22-106-3-16 沈阳市水下智能系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50 高新处

17 22-106-3-17 沈阳市围手术期药物技术创新中心 远大生命科学（辽宁）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社发处

18 22-106-3-18 沈阳市心脑药物研发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奥吉娜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50 社发处

19 22-106-3-19
沈阳市农产品深加工暨食品低温真空加工技

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天新阳速冻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50 农村处

20 22-106-3-20 沈阳市心血管危重症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辽宁省人民医院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21 22-106-3-21 沈阳市口腔颌面外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非企业 和平区 50 社发处

22 22-106-3-22 沈阳市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非企业 和平区 50 社发处

23 22-106-3-23 沈阳市影像医学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非企业 和平区 50 社发处

24 22-106-3-24 沈阳市甲状腺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非企业 和平区 50 社发处

25 22-106-3-25 沈阳市手足外科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非企业 铁西区 50 社发处

26 22-106-3-26 沈阳市脑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27 22-106-3-27 沈阳市皮肤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沈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沈阳市第七人民医

院）
非企业 和平区 50 社发处

28 22-106-3-28 沈阳市脑卒中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沈阳市

第二中医医院）
非企业 苏家屯区 50 社发处

29 22-106-3-29 沈阳市中医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非企业 皇姑区 50 社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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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4

2022年沈阳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项目表（科技创新平台绩效）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合    计 2500

1 22-106-4-01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高新处

2 22-106-4-02 计算机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东北大学 非企业 和平区 100 高新处

3 22-106-4-03 高性能均质合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高新处

4 22-106-4-04 国家金属腐蚀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100 高新处

5 22-106-4-05
离心压缩机技术与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辽宁）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100 高新处

6 22-106-4-06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皇姑区 100 高新处

7 22-106-4-07 国家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社发处

8 22-106-4-08 辽宁省环境污染监控信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社发处

9 22-106-4-09 辽宁省眼科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100 社发处

10 22-106-4-10 新农药创制与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100 农村处

11 22-106-4-11 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50 高新处

12 22-106-4-12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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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13 22-106-4-13 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东北大学 非企业 和平区 50 高新处

14 22-106-4-14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东北大学 非企业 和平区 50 高新处

15 22-106-4-15 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大东区 50 高新处

16 22-106-4-16 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沈阳工业大学 非企业 铁西区 50 高新处

17 22-106-4-17 沈阳市仿人机器人重点实验室 沈阳城市学院 非企业 苏家屯区 50 高新处

18 22-106-4-18
高档石材数控加工装备与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辽宁）
沈阳建筑大学 非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19 22-106-4-19
新能源通用飞机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辽宁）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非企业 沈北新区 50 高新处

20 22-106-4-20 高档数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21 22-106-4-21 高端装备轻合金铸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50 高新处

22 22-106-4-22 染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 铁西区 50 高新处

23 22-106-4-23
辽宁省金属材料先进加工与表面技术重点实

验室
沈阳理工大学 非企业 浑南区 50 高新处

24 22-106-4-24
多语言协同翻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室（辽宁）
沈阳格微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沈北新区 50 高新处

25 22-106-4-25 辽宁省沈阳防锈包装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皇姑区 50 高新处

26 22-106-4-26 沈阳市电网节能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沈阳工程学院 非企业 沈北新区 50 高新处

27 22-106-4-27 辽宁省环境计算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28 22-106-4-28 辽宁省医学影像计算重点实验室 东北大学 非企业 和平区 50 社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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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单位性质 所在区域 补助金额 管理处室

29 22-106-4-29 辽宁省城市生态重点实验室 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30 22-106-4-30 辽宁省微创手术机器人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31 22-106-4-31 辽宁省清洁能源重点实验室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非企业 沈北新区 50 社发处

32 22-106-4-32 辽宁省创新药物设计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沈阳药科大学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33 22-106-4-3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经开区 50 社发处

34 22-106-4-34 辽宁省眼科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何氏眼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浑南区 50 社发处

35 22-106-4-35
污染土壤生物物化协同修复技术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36 22-106-4-36 中药质量控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沈阳药科大学 非企业 沈河区 50 社发处

37 22-106-4-37
心脑合病中西医结合防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辽宁中医药大学 非企业 皇姑区 50 社发处

38 22-106-4-38
北方园艺设施设计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非企业 沈河区 50 农村处

39 22-106-4-39
北方粳稻育种栽培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
沈阳农业大学 非企业 沈河区 50 农村处

40 22-106-4-40 辽宁省花卉科学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非企业 沈河区 50 农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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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2022年沈阳市科技工作专项计划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补助金额 项目管理处室

合计 930 

1 22-107-0-1 沈阳市科技计划管理费专项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 500 办公室

2 22-107-0-2 沈阳市科技宣传专项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 40 办公室

3 22-107-0-3 沈阳市科技统计工作专项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 100 创发处

4 22-107-0-4 沈阳市社会科学课题研究专项 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80 创发处

5 22-107-0-5 沈阳市青年农民上大学专项 沈阳农业大学 180 农村处

6 22-107-0-6 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工作专项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 30 创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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