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已上报备案材料的企业名单

区域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地址

开发区 天津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郭晓霞 022-83719741 天津开发区第五大街41号B区五层5号

开发区 天津中科博雅生物育种研究有限公司 郭晶 022-5853220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通街3号A楼505

开发区 亚琛联合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黄怡晨 022-65837879 天津开发区第九大街80号丰华园厂房二期4号厂房

开发区 英科博雅基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郭晶 022-5853220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通街3号A楼501

开发区 太重（天津）重型装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石壮 022-65666366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2号增1号于家堡金
融区服务中心101-60

开发区 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 姚丹 022-6621102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170号4幢

开发区 天津恒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郭春林 022-88288265
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8号楼2
层（天津滨海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司托管第2813号）

开发区 天津凯茵科技有限公司 廉浡 18522265907
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8号楼2
层

开发区 派尼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姜燕 022-25764242 天津泰达中小企业园2号楼 B-602

开发区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邢磊 022-6518522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睦宁路160号（一期厂房）

开发区
天津中科智能识别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夏晓晴 022-6563088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57号泰达MSD-G1座1001单
元

开发区 邦盛高科特种车辆（天津）有限公司 韩红梅 022-8210752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园庆龄大路7号E座-1

开发区 岱纳包装（天津）有限公司 孙丽娜 022-5983702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38号

开发区 吉睿智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韩雪娇 022-66615966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融和路以东，友谊道
以南宝晨大厦1、2号楼-2108

开发区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周晓庆 022-6625288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三街6号

开发区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闫素远 022-6625288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

开发区 天津凯莱英制药有限公司 闫素远 022-6625288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三街6号



开发区 迈德微创（天津）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张卉 022-65625297 天津开发区海云街80号17号厂房B-4号车间

开发区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桑晓君 022-6520803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61号

开发区 天津策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卢会芬 022-6537803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20号

开发区 天津康帝德科技有限公司 刘艳 022-6529699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睦宁路34号泰达高科技工业园
18-102号厂房

开发区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邹杰 022-59889935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光华街58号

开发区 天津联汇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于燕宁 022-58950177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76号泰达中小企业园1号
楼409号房屋

开发区 天津迈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庄晓英 022-6628833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20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C407

开发区 天津天易海上工程有限公司 刘葳
022-25321699-
803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74号3号楼203室

开发区 天津芯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杨蕊 022-65294010 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167号

开发区 天津北洋百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盖丽丰 022-2532845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80号天大科技园软北-
215室

开发区 德康润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王春平 2529216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80号天大科技园B6座
304室

开发区 灏灵赛奥（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荆东辉 022-6537881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20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实验楼南楼15层

开发区 灏曦（天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刘莎 022-6537881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20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实验楼N1516-5

开发区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李丹 226687977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新兴路28号

开发区 天津昂赛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王迅 022-6621143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80号天大科技园B3座

开发区
天津滨海新区雷克斯激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郑永霞 022-25323956 天津开发区睦宁路70号厂房1栋1层5号

开发区 天津博益气动股份有限公司 胡茹月 022-59810966 天津开发区第九大街80号丰华工业园7号厂区

开发区 天津达因建材有限公司 赵静 022-5972353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区轻一街960号



开发区 天津德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娄彦坤 022-58173096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新业七街29号

开发区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小芳 022-6537806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20号

开发区 天津哈娜好医材有限公司 杨舒文 022-8217374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129号

开发区 天津汉海科技有限公司 程丽丽 67221999-20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碧波街16号

开发区 天津航天瑞莱科技有限公司 雷霆
022-66190569-
8004

天津开发区西区中北三街9号

开发区 天津嘉氏堂科技有限公司 曹洪娜 022-66211755 天津开发区天大科技园B9楼二层

开发区 天津锦泰勤业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张建荣 022-5983252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新安路16号

开发区 天津卡雷尔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宋霞 13466616227
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1号楼
1501-3

开发区 天津开发区坤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顾欣燕 022-65610666 天津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衡山路66号

开发区 天津明匠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高惠梅 022-84382616 天津市开发区西区新业八街11号

开发区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丽慧 022-66230233 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道60号

开发区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杨轩 022-5821367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185号西区生物医药
园四层401-420

开发区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杨明 13821116711 天津开发区睦宁路45号

开发区 天津三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可圆 13512423189
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8号楼2
层(天津滨海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司托管第2966号)

开发区 天津瀚海蓝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田硕 15022531129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156号25#B

开发区 天津海林生态建设股份公司 郭琮琮 15222670616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191号 

开发区 天津渤海水产研究所 张博 59886536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通街50号

开发区 天津天丰泽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邢军 1823448733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睦宁路7号科研楼四层北侧

开发区 邦盛医疗装备（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鞠鹏 13612081206 天津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翠鸣道16号D座南区

开发区 天津博雅秀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郭晶 1582282373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通街3号A楼511室

开发区 天津博裕力牧科技有限公司 郭晶 1582282373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通街3号A楼509室



开发区 天津飞旋科技有限公司 刘 音 1502251942 天津市开发区第十二大街90号D座

开发区 天津冠勤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张文兰 1522217211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20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实验楼14层S1424

开发区 天津海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郭琮琮 15222670616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191号二层

开发区 天津开发区精诺瀚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凤震宇 1770220978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
园8号楼2层

开发区 天津纳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郝甜 17695687985 天津开发区睦宁路7号

开发区 天津中科博雅生物育种研究有限公司 郭晶 1582282373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通街3号A楼505

开发区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巧凤 13820092751 天津开发区第二大街62号泰达MSD-B1-1907

开发区 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杨广龙 1393649523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156号通厂29号A区

开发区 天津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付翠茜 17732255053 天津开发区西区夏青路以西、中南二街以南

开发区 天津元白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白丽 15222172914
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
1704-4263号

开发区 天津益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杨丽秋 13716571874
天津开发区洞庭路131号德福新天地科技大厦4楼B区
414室

开发区 天津益倍元天然产物技术有限公司 王磊 1862200614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76号泰达中小企业园6号
楼二层206号

开发区 天津一重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张力 1862272789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星街

开发区 天津市长芦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姚素梅 18698064026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刚通路29号厂房10
号

开发区 天津市益倍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王磊 1862200614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76号泰达中小企业园8号
楼102房屋

开发区 天津市康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王磊 1862200614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76号泰达中小企业园6号
楼一层101-105号

开发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信息技术创新中心 王晓雪 022-60400571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2号楼2201室

开发区 联云智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黄建新 022-6628587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
园8号楼8501-5



开发区 天津芯海创科技有限公司 王晓雪 022-60400571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4号楼4302-13室

开发区 天津卡普希科技有限公司 贾科青 022-66211079 天津开发区第四大道80号天大科技园B5楼402室

开发区 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魏华英 022-2532164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大道65号

开发区 天津欧德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王博玮 022-6537884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20号

开发区 宇熙（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姚宏 022-84858569 天津中心商务区熙元广场1-445

开发区 天津光电安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胡双喜 022-88165536 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5号楼5703室

开发区
灵智创然（天津）软件开发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慈芮莹 13512275736
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1号楼
1701-10

保税区 天津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赵丹 022-59002489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76号空港商
务园西区19号楼104

保税区 天津市博瑞特旅游观光火车有限公司 张瑞 022-24982886 天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航海路189号

保税区 中科元生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党辉 18601279123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西路86号汇盈产
业园区8号楼1-401-2

保税区 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石壮 022-65666366 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五十路69号

保税区 爱科（天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张路 13312177156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西路86号汇盈产
业园13号楼-（1,2）-101

保税区 思丹姆赛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安娜 022-23936699
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天保大道188号13
层1424室

保税区 天津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付晓 022-59096481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80号空港商
务园东区3号楼202室

保税区 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付晓 022-59096481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80号空港商
务园东区3号楼201-1室

保税区 天津津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蕊 022-65294010
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167号133、302、303、305、
306、307、309、310

保税区 爱睿希（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何清 18202280800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航空路53号标准厂房A座
二层

保税区 百超（天津）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支欣 59801888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十道46号



保税区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瑞芳 24828888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八道30号

保税区 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吴佳妮 25210707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
贸易中心北区1-1-601-A

保税区 天津欧沃太科科技有限公司 陈磊 022-88958156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
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西区2号楼320室

保税区 天津中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杨贺来 13302078352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2-
1114

保税区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明 15522169845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199号

保税区 常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杨思 13920549869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五道交
口东北侧颐景公寓8-3-805

保税区 百拓益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孔令君 18302219795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空港商务园东
区8号楼A305

保税区 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娅楠 15802274262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十道1号

保税区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庆 18649095453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西路32号

保税区 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刘兰英 15922155129 天津空港经济区经一路318号

保税区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石蕊莉 13642054038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
裙房二层202-F105室

保税区 天津天瞳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何文雅 15022600637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七道26号天津东软
软件园执信医谷1层厂房ZX109

保税区 天津瑞灵石油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吴侠 18322690350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航空路268号

保税区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蓬飞 13163077973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1号

保税区 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李家桢 15222738263 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黄河道2999号

保税区 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器有限公司 马广娟 18522066296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环南路和西十一道交口

保税区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王津晶 18601122182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西七道32号

保税区 西飞国际航空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闫毓 18630882617 天津市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宁航道18号

保税区 中交天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张帅 14722023606
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601号海丰物流
园8-1-2-107



保税区 天津闻达石油钻采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赵桂萍 13920375886
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118号
B303

保税区 天津天锻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王欣芳 18822040056 天津空港经济区航海路180号A209

保税区 天津市安维康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刘芳 13370471286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空路278号A厂房
A02

保税区 天津神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红 13820707480 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西路369号

保税区 天津同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刘忱 18602256502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铭海中心5号楼-4

保税区 中科海洋生物再生资源（天津）有限公司 王丽冉 022-24828017
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80号空港商务园东区8号楼
B318

保税区 致恒（天津）实业有限公司 谢艳萍 022-58821523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环西路60号

保税区 中恩（天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马赛娇 15822004840 天津空港经济区纬六道60号

高新区 天津容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丽霞 022-87930315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华科三路1号2号楼
A座-1-411

高新区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苗 露 022-23866662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环外）海泰南道38号

高新区 国能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康璐 13312112383 天津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1号楼1047号

高新区 天津精仪精测科技有限公司 何丽娟 022-84923920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1号楼3层

高新区 天津力神特种电源科技股份公司 何宇 022-83716687 华苑产业区兰苑路4-6号（二期工程）

高新区 天津市善济宏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穆含
022-58880666-
827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华天道3号综合楼A区516
单元（入驻创新服务公司）

高新区 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马媛媛 022-26237281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海泰绿色产业基地E
座302-5室

高新区 磁石云（天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何润之 13516207571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允公科技文化
产业园D座2门2201

高新区 天津海泰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鄂志英 022-59653178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本分）04号地
块

高新区 天津坤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顾欣燕 022-65610666 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厦门路2938号



高新区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刘婉琪 18502285573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二路8
号

高新区 天津启昇科技有限公司 杨番平 13652158979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梓苑路6号2幢108-66

高新区 互联智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王晨 13902003106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二路3号2号厂房
一层

高新区 天津航联迪克科技有限公司 刘欣 15522756071 华苑产业区鑫茂科技园AB座5层J单元

高新区 天津市津兆机电开发有限公司 胡春莲 13502135151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五路8
号

高新区 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苏航 18920586997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高新六路39号9-3-301

高新区 天津保富电气有限公司 韦莲 15022047085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科技园（环外）海
泰华科一路11号A座一层

高新区 天津牧瞳星科技有限公司 何文雅 15022600637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六道
3号星企一号园区研发楼319

高新区 中科诺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赵成旭 18222796585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康泰大道59号绿谷健康
产业园

高新区 天津微深科技有限公司 付姣姣 13207672007
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A座
502-67室

高新区 天津市赛普新锐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王志定 13820393271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兰苑路9号工房时代1门
606室

高新区 天津市昊鼎精密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延洪娥 13502193243
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五道16号B-1号楼-1-
401

高新区 天津锐敏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岳佳 13920344629 华苑产业区鑫茂科技园D2座六层C单元

高新区 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 杨文珊 15922164601 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1号楼1468号

高新区 天津市双源津瑞科技有限公司 宁锦丽 022-23858590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榕苑路15号5-A-101

高新区 天津沐洁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曲晶 022-83716833 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创新六路2号2-2-1304-3

高新区 天津塞德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李花 02259060991 天津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海油大道416号2号厂房

高新区 天津悦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海静 022-83726779 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二路四号2号楼



高新区 博雅创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赵利 17702259506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18号

高新区 伏诺瓦（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黄淦 022-86835887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创新三路8号2层215

高新区 天津赛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蔡荣蓉 18622254069 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9号D座

高新区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荣蓉 23788188-8303 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9号

高新区 天津市数字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吴研 022-23020408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允公科技文化产业园

高新区 高能智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谷玥 022-84918790 天津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高新三路120号

其他街镇 灵然创智（天津）动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吴妍 022-23020408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A区301

其他街镇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陈红 022-67299530 滨海新区滨海旅游产业园二区4-1，2，3-101 
其他街镇 沙船（天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程倩 022-23931188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B1区二层201-98

其他街镇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曾晓辉 022-25928037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

其他街镇 天津慧智百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郝心怡 022-25328451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荣晟广场4号楼501

其他街镇
天津大港油田石油工程研究院钻采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闫永维 022-25974492 天津大港油田三号院

其他街镇 天津德赛海洋工程平台装备有限公司 吴佳妮 25210707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融汇商务园一区9-2

其他街镇 天津德沃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尹利 18911078878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洞庭北路东侧融汇商务园四
区6号楼

其他街镇 天津美腾科技有限公司 高会颖 022-59187769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中滨大道以南生态建设公
寓8号楼1层137房间

其他街镇 天津秦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张玉 022-59788858 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泰江道69号

其他街镇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小梅 18202235602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生态科技园办公楼14号楼
（3B）1楼101室-2

其他街镇 杰科（天津）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李雪 13702154627 天津生态城中滨大道2633号

其他街镇 天津志远腾飞科技有限公司 董静 18202688330
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津歧公路大港冷冻厂南侧100
米 

其他街镇 天津中新智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路 18222341284
天津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中成大道以西、中滨大道以
南生态建设公寓8号楼1层137房间

其他街镇 天津市绿亨化工有限公司 郝培培 13920189591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区



其他街镇 天津动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波涛 15001399417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滨鸿创业园二区
8#307

其他街镇 天津市昊航复合管业有限公司 张彦斌 022-63233225 天津市大港石化产业园区

其他街镇 灵芯光电（天津）有限公司 程晔 13701177197
天津市中新生态城中天大道1620号生态科技园启发大
厦13层103室

其他街镇 天津和或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悦 022-59060103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2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