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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发布第八批 

南通市示范智能车间名单的通知 

通政办发〔2022〕8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市各委、办、

局，市各直属单位：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的通知》（通政办发〔2022〕

3号）和《关于印发<南通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2022

年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通制造强市办〔2022〕1号）等相关

文件精神，经企业自愿申报、基层推荐、专家评审、部门会审和

市政府同意，确定南通跃通数控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木门装配智能

制造车间等64个车间为第八批南通市示范智能车间（名单见附

件）。 

希望获评示范智能车间的企业再接再厉，继续加大智能化改

造、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更好地发挥行业示范引领作用。全市

工业企业应以示范智能车间为标杆，围绕设计、生产、物流、管

理、服务等智能制造各环节加快智能车间建设，提高智能制造水

平。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做好总结推广工作，积极指导服务，加

大智能车间创建工作力度，加快推进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推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附件：第八批南通市示范智能车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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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9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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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批南通市示范智能车间名单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车间名称 

1 海安市 南通跃通数控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木门装配智能制造车间 

2 海安市 江苏福克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2单/双玻产品智能制造车间 

3 海安市 江苏凯瑞锝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双玻组件用光伏玻璃智能 

深加工车间 

4 海安市 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车用轻量化零部件智能 

深加工车间 

5 海安市 海安亿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瓦楞纸智能生产车间 

6 海安市 海安中楹等离子体科技有限公司 飞灰等离子体熔融智能车间 

7 海安市 南通科达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制构件智能生产车间 

8 海安市 海安浩驰科技有限公司 车用新型膜智能生产车间 

9 如皋市 江苏思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气体绝缘金属全封闭组合电器

智能车间 

10 如皋市 日达智造科技（如皋）有限公司 
Frame（显示屏零部件）智能生

产车间 

11 如皋市 江苏和睿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高密度芯片智能封装车间 

12 如皋市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高精密滚子智能制造车间 

13 如皋市 进顺汽车零部件如皋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智能化生产车间 

14 如皋市 江苏更美科技有限公司 更美初曦化妆品智能生产车间 

15 如皋市 汤始建华建材（南通）有限公司 混凝土预制构件（PC）智能车间 

16 如皋市 南通天泽化工有限公司 硝基胍智能生产车间 

17 如皋市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叉车门架轴承智能磨削车间 

18 如皋市 南通市怡天时纺织有限公司 毛巾智能制造车间 

19 如皋市 江苏田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多功能户外面料智能生产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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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皋市 江苏新瑞药业有限公司 缬沙坦原料药（API）智能车间 

21 如皋市 江苏祥顺布业有限公司 高档皮革基布智能生产车间 

22 如皋市 江苏腾锐电子有限公司 PCBA智能生产车间 

23 如东县 金红叶纸业（南通）有限公司 
高档生活用纸抽取式面巾纸 

智能生产车间 

24 如东县 江苏福瑞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抗氧剂壬基化二苯胺智能生产

车间 

25 如东县 精华制药集团南通有限公司 氟尿嘧啶智能生产车间 

26 如东县 江苏御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减速箱总装智能生产车间 

27 如东县 南通万豪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水泥粉磨智能车间 

28 如东县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钻采井口装备热处理智能

车间 

29 如东县 南通科顺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氨酯防水涂料智能生产车间 

30 如东县 江苏森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成树脂智能生产车间 

31 启东市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启东 

有限公司 

柔性MES制造系统集装箱智能

冲压车间 

32 启东市 江苏海四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动力电池智能生产车间 

33 启东市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车规级PowerMosfet特色智能 

封测车间 

34 启东市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 太阳能组件智能生产车间 

35 启东市 博顿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主从齿轮精加工智能车间 

36 启东市 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半导体功率防护器件智能

车间 

37 启东市 南通天地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危废包装桶清洗再利用智能 

车间 

38 启东市 启东荻捷工业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物流输送与智能分拣设备智能

生产车间 

39 崇川区 
江苏奥易克斯汽车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汽车ECU电子控制单元智能 

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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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崇川区 南亚塑胶工业（南通）有限公司 
PVC车辆用乳胶皮智能 

生产车间 

41 崇川区 江苏狼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食品机械智能制造车间 

42 崇川区 南通中集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车载高压储氢气瓶智能生产 

车间 

43 崇川区 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浸塑哑铃智能生产车间 

44 通州区 
江苏超越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电子新材料智能车间 

45 通州区 江苏宝缦家纺科技有限公司 床上用品智能制造吊挂车间 

46 通州区 广东鸿图（南通）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制造智能生产车间 

47 通州区 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铁芯智能

车间 

48 海门区 江苏亨通电子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纯电动汽车用硅橡胶高压高抗

撕硫化电缆智能车间 

49 海门区 江苏通光强能输电线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导线绞线智能制造车间 

50 海门区 海门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智能包装分发车间 

51 海门区 宝钢磁业（江苏）有限公司 软磁铁氧体料粉智能生产车间 

52 海门区 南通梦洁家纺有限公司 家纺套件缝纫智能生产车间 

53 海门区 南通禾田工具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塑料件智能生产车间 

54 海门区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固体制剂智能车间 

55 海门区 江苏腾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被芯套件智能生产车间 

56 南通开发区 
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南通）

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及系统智能制造 

车间 

57 南通开发区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制剂智能分装车间 

58 南通开发区 中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智能生产

车间 

59 南通开发区 江苏鑫启盛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密轻量化铝合金压铸智能

生产车间 

60 南通开发区 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钢桥扁平钢箱梁智能车间 



 

—6— 

61 南通开发区 中天超容科技有限公司 双电层超级电容智能生产车间 

62 南通开发区 南通瑞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镍钴锰酸锂三元正极材料智能

生产车间 

63 苏锡通园区 江苏厚邦实业有限公司 聚氯乙烯片材智能生产车间 

64 苏锡通园区 捷捷半导体有限公司 功率半导体芯片智能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