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甬高新科〔2018〕18号 

 

关于下达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2018

年第一批优质创新创业项目 

经费计划的通知 

各项目承担单位： 

现将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2018 年第一批优质

创新创业项目经费计划的安排情况通知你们，本批经费共安排优

质创新创业项目 68 项 1090 万元，从优质创新创业项目专项资金

列支，其中：A类项目 3 项 150 万元，B类项目 3项 120 万元，C

类项目项 90 万元，D类项目 14 项 280 万元，E类项目 45 项 450

万元。 

 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局 

宁波国家高新区财政局 
文件 



请各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修

订）》（甬科计〔2013〕98 号）要求，扎实做好项目的实施，确

保科技经费专款专用。 

 

附件：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2018 年度第一批

优质创新创业项目经费计划安排表 

 

 

 

 

 

          高新区财政局        高新区科学技术局 

                              2018年 6月 22日 

 

 

 

 

                                                          

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局综合计划科     2018年 6月 22日印发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2018 年度第一批优质创新创业项目经费 

计划安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所属领域 推荐单位 拟定类别 资助金额 

1 年产 10 万台套机器人关节减速器 宁波瀚晟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A 50 

2 年产 1000 吨 LCP 树脂项目 宁波聚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A 50 

3 自动化涂装系统 浙江聚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A 50 

4 
基于云数据采集的新一代移动数据处理终端的研

发 
宁波麦度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B 40 

5 城市车位信息实时精准定位系统的研发及应用 浙江云行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B 40 

6 易拓智能制造生产系统研发及应用 宁波易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B 40 

7 智能低压无源分相滤波补偿项目 宁波鼎盛中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制造 新管局 C 30 

8 高性能碳纳米管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宁波埃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C 30 

9 新型折叠式太阳能电板避雷针的研发及产业化 宁波致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新材料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C 30 

10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多媒体教学一体机 宁波新山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D 20 

11 生物可降解改性聚乳酸膜的研发及产业化 宁波金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中心 D 20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所属领域 推荐单位 拟定类别 资助金额 

12 
软包锂离子动力电池极耳高频一次成型技术及自

动化设备开发 
宁波三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D 20 

13 基于港航物流一站式物流管理平台研发与应用 宁波云翼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软件园 D 20 

14 城市智慧消防综合管理平台的开发及应用 浙江领驭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软件园 D 20 

15 智能海上搜救系统 宁波靖海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新管局 D 20 

16 基于物联网的绿色工业、建筑能效管理平台 宁波博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新明街道 D 20 

17 新型抗震支架系统的研发及应用研究 浙江山力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明街道 D 20 

18 
汇聚同行---全国旅游产业链信息服务平台

（B2B2C）+（B2B） 
宁波大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D 20 

19 
基于二维码技术在产品控制管理中 MX 客户系统的

研发及应用 
浙江贸信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D 20 

20 基于单片机的高气密性医用自动门研究及产业化 宁波川岛自动门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D 20 

21 发动机缸内直喷技术的研究开发 宁波里尔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D 20 

22 基于大数据企业配用电监测及智能运维系统 宁波万德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招商局 D 20 

23 跨境出口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迅格供应链管理（宁波）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招商局 D 20 

24 面向工业企业能效监测管理系统 宁波哼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贵驷街道 E 10 

25 
支持主动式精准投放的中小型企业网络广告服务

平台 
宁波盛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文创 贵驷街道 E 10 

26 
空心转子环形永磁伺服电机及其驱动系统的研发

及产业化 
宁波良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贵驷街道 E 10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所属领域 推荐单位 拟定类别 资助金额 

27 
创意设计产品展示推介、开发交易的服务平台研发

及应用 
宁波交关欢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梅墟街道 E 10 

28 
汽车大灯远近光切换器核心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

应用 
宁波依诺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梅墟街道 E 10 

29 农业虫情自动检测预警云系统 
宁波高新区博瑞云农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0 高精度室内定位系统研发及应用 宁波极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1 网页游戏软件开发系统的研发及应用 宁波甬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2 智慧电力运维管理系统项目 宁波润叶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3 开放式大数据基础云平台 浙江弗达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4 智能信息技术 浙江安云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5 新型高效空气净化膜及配套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 宁波市清净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6 一种经济环保新工艺制备高粘、超大孔拟薄水铝石 宁波盈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7 新型无痛诊疗用通气导管 希泽尔医疗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新材料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8 NBI 增强的光染色内窥镜图像系统 智影汇谱（宁波）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39 新媒体运营平台 宁波一地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文创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所属领域 推荐单位 拟定类别 资助金额 

40 
一种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OSA）的无

创正压通气新型鼻腔呼吸装置系统 
宁波宏搏高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宁波市创新创业管理服务

中心 
E 10 

41 
基于工业生产过程综合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智能制

造系统研发 
宁波箭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软件园 E 10 

42 智能洗衣一体化技术平台开发 
宁波智慧董小姐洗涤科技有限公

司 
电子信息 软件园 E 10 

43 三维立体模拟作战和火场辅助指挥决策系统 浙江海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软件园 E 10 

44 作业家·智适应智能教育平台 宁波思骏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软件园 E 10 

45 智能可穿戴健康医疗设备研发设计服务平台 浙江群石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软件园 E 10 

46 
复合微生物耦合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体中降氨

氮的技术研究 
宁波伊玛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软件园 E 10 

47 基于大数据的云计算咨询服务平台的研发  浙江游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新明街道 E 10 

48 圆柱分度凸轮自动设计系统研发及应用 宁波麦凯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新明街道 E 10 

49 
基于群体互动体验式室内智能展馆技术的研发及

应用 
宁波方略博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文创 新明街道 E 10 

50 基于人体特征的活体生物识别系统 宁波静芯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E 10 

51 政务新媒体宣传管理平台 宁波尖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E 10 

52 基于 unity3d/ue4 的 VR 技术运用 宁波市宇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E 10 

53 YGame 游戏引擎的研发与应用 宁波甬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E 10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所属领域 推荐单位 拟定类别 资助金额 

54 面向纺织行业的织机联网控制系统 宁波暴雪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E 10 

55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传感集中管理系统的研发

及应用 
浙江哈罗鱼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甬港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E 10 

56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高危行业岗位体验式安全教

育与培训系统 
宁波艾霏文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招商局 E 10 

57 面向宁波服装产业集群的 BPO 公共服务平台 宁波中之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招商局 E 10 

58 人善人云端养生平台系统 宁波人善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招商局 E 10 

59 
基于复合发泡工艺的高分子微孔发泡材料的研发

及应用 
宁波秦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招商局 E 10 

60 汽车电动尾门系统集成 宁波拓尔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招商局 E 10 

61 安全阀校验系统研发及应用 宁波中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62 基于新零售系统的无人超市的研发及应用 宁波北松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63 智能 LED 灯具管理系统研发及应用 宁波大雅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64 全自动人脸识别门锁及安防系统研发与产业化 浙江酷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65 幼儿体质健康智能监测管理系统平台 宁波应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66 一种智能垃圾桶及其系统的研发与运用 宁波隆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67 改性聚丙烯汽车保险杠研发及产业化 宁波壹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68 新型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的制备研究 宁波怡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 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