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２

2021年度拟获得自治区规上工业企业新增研发费用奖励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宁夏三瑞机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银川市兴庆区

2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西夏区

3 宁夏共享化工有限公司 银川市西夏区

4 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

5 宁夏正德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

6 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

7 宁夏凯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

8 宁夏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

9 宁夏明翔粮油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

10 银川融神威自动化仪表厂（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

11 宁夏小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2 宁夏巨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3 宁夏中欣晶圆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4 宁夏汉尧石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5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6 银川西部大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7 宁夏天地奔牛银起设备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8 银川合宜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19 宁夏万泰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0 共享铸钢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1 银川特种轴承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2 宁夏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3 宁夏万恒人防特种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4 银川市富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5 银川怡祥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6 宁夏银川大河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7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8 上海华源药业(宁夏)沙赛制药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29 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30 银川闽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31 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开区

32 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 宁东基地

33 宁夏倬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东基地

34 宁夏沃凯珑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东基地

35 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宁夏)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36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37 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38 宁夏天宝炭素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39 宁夏中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40 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41 宁夏铸峰特殊合金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42 石嘴山市西达实业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43 宁夏石嘴山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44 石嘴山市新宇兰山电碳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45 宁夏锦华化工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46 宁夏煜林化工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47 宁夏科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48 石嘴山市鹏盛化工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49 石嘴山市宝马兴庆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50 石嘴山市华岳化工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51 宁夏德昊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52 宁夏嘉峰化工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53 宁夏新顺成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54 石嘴山市宝利源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55 宁夏荆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区

56 宁夏贝利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57 宁夏铸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58 宁夏文顺新型炭材制品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59 平罗县滨河碳化硅制品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0 宁夏隆盛炭素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1 宁夏志远实业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2 平罗县祥美化工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3 宁夏丰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4 宁夏浦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5 宁夏森源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6 宁夏恒辉活性炭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7 宁夏丰华实业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平罗县

68 吴忠恒和织造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

69 宁夏宏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

70 吴忠市王国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

71 吴忠市嘉信塑料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吴忠市

72 宁夏智源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吴忠市

73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吴忠市

74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吴忠市

75 吴忠中创自控阀有限公司 吴忠市

76 宁夏宁杨食品有限公司 吴忠市

77 宁夏海盛实业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78 宁夏新大众机械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79 宁夏京成天宝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80 宁夏科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81 宁夏银河钢塑滴灌设备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82 宁夏鼎辉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83 御马国际葡萄酒业(宁夏)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84 宁夏福宁木业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85 青铜峡市恒源砼业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86 宁夏天利丰能源利用有限公司 吴忠市盐池县

87 宁夏恒汇鲁丰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盐池县

88 宁夏佳能创科化工有限公司 吴忠市盐池县

89 盐池县怡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吴忠市盐池县

90 宁夏大斌家纺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

91 宁夏古雁建材有限公司 固原市

92 固原开源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固原市

93 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固原市隆德县

94 宁夏隆德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 固原市隆德县

95 彭阳县宝发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固原市彭阳县

96 宁夏佳立马铃薯产业有限公司 固原市西吉县

97 宁夏盛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固原市西吉县

98 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卫市

99 宁夏协鑫晶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卫市

100 宁夏中化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中卫市

101 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中卫市

102 宁夏润夏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中卫市

103 宁夏正旺农科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卫市

104 宁夏正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卫市

105 宁夏雨润农业节水灌溉制造有限公司 中卫市沙坡头区

106 宁夏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卫市沙坡头区

107 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中卫市中宁县

108 宁夏兴尔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卫市中宁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