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姑苏科技创业天使计划公示名单（种子期企业类）

序号 企业名称 创业项目 所属区域

1 苏州北工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激光增材制造技术的装备研发 张家港市

2 张家港烯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血管影像仪 张家港市

3 张家港立志传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的关键导体材料研发 张家港市

4 张家港蓝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敷料和种植牙骨植入物研发 张家港市

5 苏州讯飞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高精度智能型微流控进样系统 张家港市

6 碧普港研环保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城市垃圾干发酵机电一体化 张家港市

7 苏州睿控电动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总成 张家港市

8 苏州传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磁控流体及其应用器件产业化 张家港市

9 苏州捷捷威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无限回转等离子斜切平台 张家港市

10 张家港市微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金刚石薄膜及单晶的产业化 张家港市

11 苏州德铭克思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拉尼真空计研发与产业化 张家港市

12 苏州极客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工厂物流解决方案的研发 张家港市

13 江苏菲利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磁光电融合存储系统解决方案 常熟市

14 魔元术(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零售系统软件 常熟市

15 苏州共元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充电桩及电动汽车安全监控系统 常熟市

16 苏州奥创未名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超双疏”抗菌防腐新材料的研发 常熟市

17 江苏瓷光光电有限公司 激光光源用荧光陶瓷及器件研发 常熟市

18 苏州瑞力博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行业叠瓦组件用导电胶 常熟市

19 苏州济和精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减速机、齿轮等核心零部件等研发 常熟市

20 苏州艾普乐思新能源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总成 常熟市

21 常熟火星视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化智慧工厂虚拟仿真系统 常熟市

22 苏州吉格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型UV胶的研发及产业化 常熟市

23 苏州宝瑞德纳米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LED防眩光膜 常熟市

24 苏州军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无人机系统 常熟市

25 富辐鼎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激光高精度加工装备研究及产业化 常熟市

26 佛亚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异形件表面缺陷智能检测装备研发 常熟市

27 苏州昆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超微球形金属粉末及粉末衍生品 常熟市

28 苏州赛克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管道全景检测机器人系统 常熟市

29 苏州雷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低成本智能化交通雷达的研发 常熟市

30 苏州圣菲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改性生物质基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常熟市

31 苏州同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软硬件解决方案的研发 常熟市

32 江苏拙术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线束智能化工厂建设 常熟市

33 苏州铂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软磁材料 太仓市

34 苏州予信天材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增强增韧改性用聚酰亚胺树脂 太仓市

35 苏州易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金属切削液在线回收系统 太仓市

36 苏州颉合楹通讯有限公司 5G通讯用小型化微波多工器 太仓市

37 江苏微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亲水涤纶的制备技术与应用开发 太仓市

38 苏州睿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微型光谱仪研发及产业化 太仓市

39 太仓宏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皮克级电子微天平研发及产业化 太仓市

40 苏州海控达电气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 太仓市

41 苏州高哲斯环境新材料有限公司 超临界法制备组织再生膜材料 太仓市

42 苏州倍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全自动智能装配检测线 太仓市

43 东大生物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抗体药 太仓市

44 洪恩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消防给水系统 太仓市

45 苏州万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多光谱融合信息感知系统及其核心 太仓市

46 施努卡(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3D机器视觉系统的研发 昆山市

47 苏州氢宜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燃料电池汽车用回氢与增湿系统 昆山市

48 昆山芯信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多维感知物联网芯片研发运营服务 昆山市

49 苏州越众生物科技有有限公司 锌合金可降解吸收植入医疗器械 昆山市

50 昆山仕优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紫外固化用UV LED 昆山市



51 苏州求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人机智能化巡检系统 昆山市

52 苏州思达奇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大型储能电池用可降解新材料 昆山市

53 昆山陆玖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指屏交互数据采集AI系统 昆山市

54 昆山天地睿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矿业无源智能导航系统的研发与 昆山市

55 江苏中控安芯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物联网安全、嵌入式软 昆山市

56 江苏楚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人自主路径规划系统研究 昆山市

57 江苏振辉凯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一体化大功率UV光源及检测 昆山市

58 昆山纳博旺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智能制造装备的精密直驱电机 昆山市

59 昆山康玛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垃圾填埋恶臭处理产品的研发 昆山市

60 江苏普朗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质预处理智能系统 昆山市

61 昆山动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多目应用中的图像处理 昆山市

62 昆山齐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用品一站式服务平台 昆山市

63 苏州泽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全自动核酸提取技术及装置 昆山市

64 苏州科睿信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无人清扫车的研发及产业化 昆山市

65 昆山瑞来博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误差补偿的精密结构件制造 昆山市

66 昆山福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CVD金刚石膜的研发与产业化 昆山市

67 苏州盖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光电图像定焦融合技术 昆山市

68 苏州重于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固废绿色环保材料产业化应用 昆山市

69 昆山阳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技术农业病虫害监测系统 昆山市

70 江苏心磁超导体有限公司 超导体智能心磁图仪研发与产业化 昆山市

71 昆山紫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度视觉抓取 昆山市

72 昆山法拉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衣联网RFID智能标签研发 昆山市

73 昆山东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通用图形设计与仿真分析平台软件 昆山市

74 苏州康恩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电动踏板系统总成的研发 昆山市

75 苏州亿云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领域工业物联网云平台 昆山市

76 苏州华必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必讯互联网舆情大数据监测系统 昆山市

77 鸿微（昆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化微反应器及应用平台的研发 昆山市

78 苏州芙恩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模内热切成型智能设备的系 昆山市

79 江苏麦克威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微波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昆山市

80 苏州瀚能锂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安全检测产品及大数据 昆山市

81 苏州玖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UD智联云工业物联网平台 昆山市

82 江苏微工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分布式CIM智能制造系统 昆山市

83 昆山智易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主被动探测一体化区域安防系统 昆山市

84 昆山菲瑞斯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闪存数据库一体机 昆山市

85 苏州敏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超大尺寸柔性触控OGS 吴江区

86 苏州领锐源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高损伤阈值激光系统关键元件 吴江区

87 苏州智研工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分级匹配自动化汽车中间轴生产线 吴江区

88 苏州致纯压缩机有限公司 水润滑无油双螺杆压缩机产业化 吴江区

89 苏州讯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近红外吸收光电功能复合材料 吴江区

90 苏州久显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效OLED照明与显示关键材料 吴江区

91 藏龙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气象、资源与大数据信息技术服务 吴江区

92 苏州华纵纺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光动力抗菌光敏剂的研发及应用 吴江区

93 苏州金琥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微纳紫光（UV）自动化设备 吴江区

94 苏州市兴视创纺织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3D胶合高性能空气保暖面料 吴江区

95 苏州镭声防务系统有限公司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自适应信灯系统 吴江区

96 苏州迈缇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快速定制防护辅助器具的研发 吴江区

97 格丽泰新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电池用高导热结构粘合剂 吴江区

98 苏州微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浅色纳米二氧化钛晶须量产工艺 吴江区

99 苏州清研精准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AI）技术的自动 吴江区

100 脉泽（苏州）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超快脉冲加光技术 吴江区

101 苏州添悦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六轴并联机器人的研发及产业化 吴江区

102 苏州市德赫亚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水溶性氧化壳聚糖改性纺织品研发 吴江区

103 苏州嘉昶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模具及工装技术开发 吴江区

104 苏州耀晨新材料有限公司 负离子抑菌抗静电阻燃布风管技术 吴江区



105 苏州高研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轻质透气型红外隐身面料 吴江区

106 苏州仁勤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墨烯复合材料的产业化 吴江区

107 苏州恩比德新型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仿生智能通风功能性面料 吴江区

108 苏州耘栖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农业管理服务平台 吴江区

109 苏州璞悦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特高压输电GIL管成形设备 吴江区

110 苏州卷积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里的智慧停车交通系统 吴江区

111 苏州安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应用于5G电子设备的吸波材料 吴中区

112 苏州精源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可重构超高精度智能惯性导航模块 吴中区

113 苏州法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硅橡胶基电气防护材料研发及应用 吴中区

114 司岚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快速3D模型自动重建及产业化 吴中区

115 千黎(苏州)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智能测试系统 吴中区

116 国装新材料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多晶MAX相聚合物陶瓷纤维 吴中区

117 经略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油气管道智能站场管理系统 吴中区

118 纳昂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芯片缺陷深度学习检出系统 吴中区

119 苏州米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AR-T细胞免疫治疗培养基 吴中区

120 苏州杰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用于汽车发动机的导电式曲轴箱通 吴中区

121 苏州汉尼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水射流陶瓷喷射端子 吴中区

122 苏州盛风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苏扇与科技的融合创新 吴中区

123 苏州智泽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基因改性 吴中区

124 江苏众智启澄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自动走航式水质水文监测系统 吴中区

125 苏州尚能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MEMS的低功耗数字传感器 吴中区

126 苏州上善知源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汽车自动驾驶系统中央控制器 相城区

127 苏州凯若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手性催化剂的商业化开发 相城区

128 苏州海豚之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迷你型托盘搬运无人叉车的研发 相城区

129 中科鼎辉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均一微球微囊平台建设及产品开发 相城区

130 三三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高性能柔性压电薄膜 相城区

131 寿带鸟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相城区

132 苏州捷杰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面向工业物联网的智能传感器 相城区

133 美汉施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员工创意管理软件 相城区

134 苏州云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先天性心脏病智能筛查系统 相城区

135 苏州希夫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抗污染纳米孔超滤膜材料及设备 相城区

136 苏州傲特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嵌入式智能视觉模块研发及产业化 相城区

137 苏州一佳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磷酸钙基牙齿仿生材料的研发 相城区

138 苏州英特雷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语义精准意图分析平台 相城区

139 苏州孝义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防水透声、防水透气复合模组研发 相城区

140 畅加风行(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特定场景自动驾驶系统研发产业化 相城区

141 苏州圣基尚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精益制造智能管理开发平台 相城区

142 苏州佳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布匹、竹材表面缺陷智能检测 相城区

143 苏州护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肾科智能管理系统及大数据平台 相城区

144 苏州美瑞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天冬氨酸及其衍生物的研发与应 相城区

145 苏州柯谱瑞欣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先进的半导体无线通讯技术 相城区

146 苏州中飞遥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相城区

147 苏州亚周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互联全球直采MRO云平台 相城区

148 苏州硅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多核心人工智能处理器芯片 相城区

149 苏州中农亿棵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产有机无土栽培之有机都市农业 相城区

150 皓德智慧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节能管控系统及设备能效提升 相城区

151 苏州阿德文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智慧云断路器 姑苏区

152 苏州橘橙数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睿”教育大数据分析系列产品 姑苏区

153 立欣则新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LXZ-100A液相氧化仪研发 姑苏区

154 苏州鑫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异方性导电胶膜研发及产业化 工业园区

155 倍而达药业(苏州)有限公司 1类抗肿瘤新药的研究和临床开发 工业园区

156 弗兰威尔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跨境移动互联流量管理平台 工业园区

157 苏州华杨赛斯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MBE薄膜生长设备的研发及产业 工业园区

158 苏州锐明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1.1类创新wAMD滴眼剂 工业园区



159 辅易航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基于AI视觉和超声波的泊车系统 工业园区

160 苏州微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高精细喷涂技术 工业园区

161 苏州友芯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纳米陶瓷的电子雾化器产业化 工业园区

162 苏州九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变距直线交叉带智能分拣系统研发 工业园区

163 凌鸟（苏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智能仓储/智慧物流整体解决方案 工业园区

164 知行汽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高级自动驾驶系统 工业园区

165 苏州旷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非接触式检测技术 工业园区

166 苏州蓝石新动力有限公司 电动两轮车“三电系统”研发 工业园区

167 苏州链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区块链智能合约安全平台 工业园区

168 棓诺（苏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纯芘类有机发光材料的产业化 工业园区

169 苏州智睿新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耦合型能源互联网运行与调度 工业园区

170 苏州鼎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超薄功能胶膜 工业园区

171 江苏凯迪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临床急需的骨科关节创新/仿制药 工业园区

172 苏州联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能效管理大数据云平台 工业园区

173 苏州碳素集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墨烯基柔性线路板 工业园区

174 能际动力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智能数字锂电池组研发 工业园区

175 江苏地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软骨修复相关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工业园区

176 江苏仁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光催化材料制备 工业园区

177 苏州鱼尾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动态影像智能分析平台 工业园区

178 重明鸟（苏州）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眼科影像智能移动终端云平台 工业园区

179 苏州元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制剂药物研发 工业园区

180 苏州迈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神经外科手术智能机器人系统开发 工业园区

181 苏州盟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盟维商业计划书 工业园区

182 苏州逻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抗肿瘤免疫重大疾病创新研究开发 工业园区

183 苏州元承科技有限公司 视觉外观检测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 工业园区

184 苏州微维大数据有限公司 城市三维地质信息管理平台 工业园区

185 苏州千里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改性材料应用于角膜移植技术 工业园区

186 苏州元核云技术有限公司 元核云分布式软件定义存储平台 工业园区

187 易葫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个性化智能中药饮片综合制备系统 工业园区

188 苏州视信威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二维码识别 工业园区

189 苏州声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在线AI英语听说测评系统 工业园区

190 星融元数据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可编程云交换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工业园区

191 苏州绘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气相蚀刻工艺的纳米银线触控面板 工业园区

192 江苏人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种植牙和PEEK口修产品产业化 工业园区

193 二元（苏州）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ASSIS云平台 工业园区

194 华至云链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云智能工厂服务平台 工业园区

195 江苏海尔森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生物安全检测评价 工业园区

196 苏州科美澄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ESC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 工业园区

197 苏州智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多功能精益生产系统 工业园区

198 苏州赛普睿特仪器有限公司 智能在线气相色谱系统的研发 工业园区

199 苏州威泰克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分子电热膜 工业园区

200 莱恩佳辰（苏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二氧化钛光催化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工业园区

201 苏州海迅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海迅云大数据智慧农业云平台 工业园区

202 苏州瑞茨柏工程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自动化工程监测云平台 工业园区

203 苏州德普思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水尺计重系统 工业园区

204 英赛孚工业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工业物联网智能化应用 工业园区

205 苏州澳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风险管理系统 工业园区

206 苏州山水树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事故车智能定损 工业园区

207 苏州英凡瑞得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红外上转换焦平面探测器 高新区

208 苏州易奥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纤放疗质控系统 高新区

209 苏州玛吉德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可遮蔽和调光的LCD调光膜 高新区

210 苏州炭约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两段法制备多微孔煤基活性炭 高新区

211 为康（苏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血型基因分型试剂 高新区

212 万欣光光学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UVLED固化紫外曝光光源 高新区



213 苏州艾科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反射型功能薄膜材料的应用研究 高新区

214 苏州匠恒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大功率高精度激光加工系统 高新区

215 苏州青科艾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电控空气悬架系统 高新区

216 苏州德利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近净成形装备及配套软件 高新区

217 苏州特拉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太赫兹应用领域其核心芯片的研发 高新区

218 苏州傅里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墨烯水系柔性复合发热膜产业化 高新区

219 苏州朗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OLED有机中间体 高新区

220 谱诉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全谱直读微型光谱仪 高新区

221 苏州视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时空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 高新区

222 苏州驰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固晶机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高新区

223 苏州卡泰里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燃气红外触媒层研发及应用产品 高新区

224 苏州苏格拉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阿尔法心理 高新区

225 苏州速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相控阵天线和模块产品 高新区

226 苏州华勤逸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园区型泛在能源物联网运行平台 高新区

227 苏州斯炜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电极损耗电火花加工设备项目 高新区

228 苏州博思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智能矫治系统 高新区

229 苏州纳诺托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铁路轮缘纳米润滑减摩棒的产业化 高新区

230 苏州博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脑血栓取出装置 高新区

231 苏州启热传热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器件用热管翅散热器的产业化 高新区

232 苏州祥玉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六维加速度传感器产业化项目 高新区

233 苏州峰极电磁科技有限公司 多波形瞬态浪涌测试系统 高新区

234 苏州桥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桥梁三维建模系统-BOX-3D 高新区

235 苏州艾森豪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镍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关键技术 高新区

236 苏州动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智能精准锥束CT 高新区

237 苏州斯玛维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工业CT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高新区

238 苏州集联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电缆隧道一体化智能监管系统 高新区

239 苏州笃瑞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个人剂量监测及个性化防护系统 高新区

240 云雾网联（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的融合计算服务 高新区

2019年姑苏科技创业天使计划公示名单（创业团队类）

序号 团队负责人 拟创业项目 所属区域

1 王曌 结构光3D相机 常熟市

2 张景贤 高导热氮化硅陶瓷基片的产业化 太仓市

3 刘志甫 5G通信用LTCC介质陶瓷材料 太仓市

4 杜春洋 微特电机产业化项目 太仓市

5 郭栋梁 装备制造行业的虚拟现实解决方案 相城区

6 彭坚 电磁仿真EDA软件希异 相城区

7 宋适 环保高性能金属加工润滑剂的研发 相城区

8 武静 3D打印景观建筑 相城区

9 侯志灵 石墨烯复合柔性宽带微波吸收布 姑苏区

10 QIAN MA 安得云分布式云存储计算平台 姑苏区

11 WEI YAO（姚蔚） 在美国进行临床I期试验的创新药 工业园区

12 刘永强 大交通一站式停车用车平台 工业园区

13 陈洁 激光微纳制造的应用研发及平台化 工业园区

14 王秀华 新一代败血症与感染疾病体外检测 工业园区

15 付多智 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研发与产业化 工业园区

16 吴坤成 3D微结构仿生技术骨骼再生修复 工业园区

17 谢彬 眼科疾病大数据采集分析诊断平台 工业园区

18 潘吴斌 IPv4/IPv6融合技术 工业园区

19 杨清华 4G/5G MEMS滤波器 工业园区

20 杨振贤 AI导览 工业园区

21 耿璐 考古文保数据采集应用服务平台 工业园区

22 we yang,杨威 超快短脉冲激光器 工业园区



23 陈历生 智能机器人及新型灯检机的产业化 工业园区

24 赖宇阳 面向工业产品数字孪生的智能优化 工业园区

25 刘刚 协作机器人 工业园区

26 Ribaric Zeljko 眼科手术机器人系统EyeRO 工业园区

27 居法银 基于紫外光刻胶的纳米压印技术 高新区

28 高传宝 可编程化汽车分布式线控底盘 高新区

29 高鹏 微型系留式无人机 高新区

30 何国忠 大云医养与慢病管理平台 高新区

31 王开阳 液相等离子技术在新材料中的应用 高新区

32 刘彩玲 全自动水稻穴盘育秧播种生产线 高新区

33 杨宏 新型导光板 高新区

34 钱良 高集成智慧无人船 高新区

35 洪小苗 基于FPGA半导体数字光机系统 高新区

36 陈意雄 基因治疗药物开发与服务平台 高新区

37 姜宗佑 肿瘤诊断与治疗剂 高新区

38 祁辉荣 3He中子探测器件的研制 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