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2017年江苏省创新型企业100强名单 

企业名称 排名 地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 徐州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无锡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3 常州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4 连云港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 南通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 南通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7 苏州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8 无锡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9 常州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徐州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1 泰州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泰州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13 苏州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14 无锡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南京 

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常州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南京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南京 

中简科技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19 常州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南京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21 苏州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2 连云港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23 南通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4 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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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排名 地区 

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25 常州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6 南通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连云港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8 泰州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泰州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30 常州 

江苏中圣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31 南京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2 扬州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3 苏州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苏州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35 南京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南京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37 无锡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苏州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常州 

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40 苏州 

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41 苏州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42 无锡 

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43 盐城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4 南通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5 无锡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6 常州 

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7 盐城 

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48 泰州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49 无锡 

昆山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50 苏州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51 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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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 苏州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 南京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54 淮安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55 南通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56 无锡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 苏州 

中科曙光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 58 南京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59 南京 

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 60 扬州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61 南京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62 常州 

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63 苏州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64 南京 

江苏兴业塑化股份有限公司 65 无锡 

江苏天工工具有限公司 66 镇江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67 连云港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68 常州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69 无锡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 扬州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 泰州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72 连云港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73 南京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74 扬州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南通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 苏州 

江苏新春兴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77 徐州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78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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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 常州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80 扬州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81 南京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82 南通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 扬州 

南京工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84 南京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85 苏州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86 南京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87 无锡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88 镇江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9 常州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0 南通 

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91 徐州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92 苏州 

江苏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93 无锡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 南京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95 常州 

亚信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96 南京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97 苏州 

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8 南通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99 苏州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