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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评选委员会公布了2019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名单，该名单按照《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
评选办法》规定，进行了严格缜密的初选、专家评审、决选等程序，拟评选出179个入选产品，这些都是浙江省优
秀工业产品的“金名片”，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名单。

榜单解读
从此次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名单的类别来看，食
品、保健品类别产品最多，有33个；其次是家具、建
材类产品有31个；机械、家电类产品有30个；化工、
塑胶类产品有22个；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有19
个；交通工具类的浙江省工业产品有13个。
从这些工业品企业的归属地来看，有82个产品来
自杭州，26个产品来自宁波，19个产品来自温州，13
个产品来自金华，9个产品来自丽水，8个产品来自台
州，8个产品来自嘉兴。

2019年浙江省优秀工业产品候选名单
排序 单位

1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https://www.maigoo.com/news/527549.html

产品名称及型号

类别

属地

AILPHA大数据智能安全平台

电子、电器、通讯类产品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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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杭州高锦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梯控系统

电子、电器、通讯类产品

杭州

3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抗EMI用高阻抗R12KZ材料

电子、电器、通讯类产品

金华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

iDS-TCV900-CEM/25海康威视环保卡口抓拍

限公司

单元

电子、电器、通讯类产品

杭州

5

浙江鸿程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政务大楼数据中心

电子、电器、通讯类产品

杭州

6

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

8英寸多外延超结高压MOSFET芯片

电子、电器、通讯类产品

杭州

7

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

微型纯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系统

新能源、节能类产品

湖州

8

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

60米以上大型海上叶片用高强高模玻纤织物

新能源、节能类产品

嘉兴

9

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于柔性灯丝的倒装LED芯片

新能源、节能类产品

杭州

10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贝因美爱加婴幼儿配方奶粉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11

浙江备得福食品有限公司

备得福榨菜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宁波

12

浙江百珍堂食品有限公司

鲍鱼调味汁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温州

大中华豆腐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4

13

杭州鸿光浪花豆业食品有限公
司

14

瑞安市华忠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华辉牌冻鱼糜制品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温州

15

平湖市浩天食品有限公司

台式牛肉料理包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嘉兴

16

浙江巨香食品有限公司

巨香六谷杂粮面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衢州

“美儷家族”年轮蛋糕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嘉兴

“美儷家族”南湖Q饼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嘉兴

“美儷家族”蜂蜜蛋糕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嘉兴

17

18

19

嘉兴市美丽家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
嘉兴市美丽家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
嘉兴市美丽家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

20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100%NFC果汁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21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水香国色国壹号黄酒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绍兴

22

绍兴至味食品有限公司

松盛园八年陈醋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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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维特丽牌维生素E软胶囊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24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黄体酮软胶囊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25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奥硝唑片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26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非诺贝特软胶囊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27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宫宁颗粒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28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金刚藤软胶囊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29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归脾颗粒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0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安乐胶囊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1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蜂胶胶囊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2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大补阴丸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3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乌鸡白凤丸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4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复方丹参片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5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小儿泄泻停颗粒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6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硫糖铝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金华

37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伊达力（厄贝沙坦片）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8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艾诺宁（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39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玫满（盐酸米诺环素胶囊）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40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艾达生（注射用盐酸表柔比星）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41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抗衰老口服液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杭州

42

浙江和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和众床垫

食品、保健品、医药类产品 湖州

43

东阳市万利电子有限公司

44

杭州华策工贸有限公司

45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基于三维立体构造的磁悬构建式炫彩窗积木玩

生活、文化创意类产品

金华

骑行头盔（HC-58）

生活、文化创意类产品

杭州

逸钛康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杭州

具

产品
https://www.maigoo.com/news/527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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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麻良丝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汉麻系列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绍兴

47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双芯高弹牛仔面料

48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细超柔舒感纤维

49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矫正健康鞋

50

巨一集团有限公司

不易起皱大头排女靴

51

温州市金烈马鞋业有限公司

双密度注合足底贴合沙滩鞋

52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一种可直观验证脚型的测量鞋

53

杭州锴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双侧粘合加强型热塑定型片

54

浙江卡拉扬集团有限公司

铝框拉杆箱

55

宁波柏厨集成厨房有限公司

集成橱柜《礼白》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宁波

56

宁波柏厨集成厨房有限公司

集成橱柜《凯撒》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宁波

57

宁波柏厨集成厨房有限公司

集成橱柜《青晨》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宁波

58

宁波柏厨集成厨房有限公司

集成橱柜《星夜》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宁波

59

宁波柏厨集成厨房有限公司

集成橱柜《思月》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宁波

60

宁波柏厨集成厨房有限公司

集成橱柜《连理》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宁波

61

杭州丽博家居有限公司

“自由时光”全屋定制产品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62

杭州丽博家居有限公司

“都市丽人”全屋定制产品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63

杭州丽博家居有限公司

“北欧印象”全屋定制产品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64

杭州丽博家居有限公司

“致青春”全屋定制产品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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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服装、化纤、棉纺、皮革类
产品

金华

嘉兴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杭州

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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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杭州丽博家居有限公司

“金色年华”全屋定制产品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66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飒姆SAMU沙发系列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67

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前言”（知音）茶台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金华

68

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前言”（喜春来）罗汉床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金华

69

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前言”（盛世祥云）双人位沙发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金华

70

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前言”（满堂彩）双人位沙发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金华

71

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前言”（自在）休闲椅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金华

72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超能APG薰衣草洗衣液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丽水

73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100年润发洗护发产品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丽水

74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超能工坊洗洁精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丽水

75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超能洗衣凝珠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丽水

76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伢牙乐儿童营养牙膏专业护理系列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丽水

77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纳爱斯牙膏维他命系列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丽水

78

杭州稞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漂浮皂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79

杭州千岛湖天鑫有限公司

婴儿山茶油护臀霜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80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

压蒸无石棉纤维素纤维水泥平板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杭州

81

浙江花园铜业有限公司

宽幅铜门带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金华

82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PVC饰面烤漆门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衢州

83

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

JF818青铜角阀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宁波

84

浙江达柏林阀门有限公司

冷热水用分集水器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台州

85

浙江鼎立实业有限公司

欧华尊邸铸铝门

家具、建材、五金类产品

丽水

气体智能罗茨流量计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温州

气体智能涡轮流量计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温州

86

87

浙江苍南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苍南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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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88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

压力变送器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89

杭州盘古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ZF—DSC—D2H差示扫描量热仪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90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NB-IoT智能水表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宁波

91

天信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FCS型流量补偿控制器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温州

92

天信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TUA型气体超声波流量计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温州

93

天信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TFC型体积修正仪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温州

94

杭州威衡科技有限公司

电机动力总成测试系统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95

杭州威衡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研究测试教学实训平台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96

杭州威衡科技有限公司

电机运动控制教学实训平台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97

杭州威衡科技有限公司

电机性能测试系统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基于南方电网自动化系统的智能交互终端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DTS601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100 杭州西子集团有限公司

DDS33单相电子式电能表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101 浙江中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HD1000型隔离器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102 浙江中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SQI-1000批控仪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温州

104 杭州好克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SMP超细型输尿管肾镜系统

精密仪器、医疗器械类产品 杭州

105 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司

环保型橡胶用炭黑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106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正丁胺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07 浙江遂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增强型抗静电聚丙烯发泡片材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丽水

108 浙江遂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连续玻纤增强聚丙烯复合板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丽水

109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责任公司

HT-1环氧厚浆防锈漆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98

99

103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杭州西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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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责任公司

NFGP600防污漆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111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责任公司

NFS172A热反射防腐面漆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112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责任公司

NFW-400特种耐高温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113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责任公司

NGF-67隔热反射防腐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114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责任公司

HJBA-1纳米聚苯胺改性高性能海洋防腐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115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责任公司

FH常温固化酚醛环氧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宁波

116 浙江华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德热反射隔热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17 浙江华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德绚彩石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18 浙江华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德丽彩石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19 浙江志强涂料有限公司

超耐磨地坪漆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台州

120 浙江志强涂料有限公司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台州

121 浙江志强涂料有限公司

植物基环保建筑胶黏剂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台州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22 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新型双层复合共挤增强改性MPP电缆保护管系
列产品

123 杭州人通管业有限公司

复合增强HMPVC电力电缆保护管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24 杭州人通管业有限公司

复合增强HMPVC实壁管材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25 杭州人通管业有限公司

复合增强HMPVC双壁波纹管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126 杭州人通管业有限公司

改性聚丙烯MPP双壁波纹管

化工、塑胶、包装类产品

杭州

吉利博瑞GE汽车

交通工具类产品

宁波

商用车电子驻车系统

交通工具类产品

温州

129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

具有高密封性的汽车轮毂轴承单元

交通工具类产品

杭州

130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BVH离合器主缸、工作缸总成

交通工具类产品

杭州

13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M1AEV能量回馈式液压制动防抱死系统

交通工具类产品

杭州

127

128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春晓工
厂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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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BS）
132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06DT柴油发动机正时链条

交通工具类产品

杭州

133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造式强动力型电池

交通工具类产品

湖州

134 浙江奔宝车业有限公司

知豆电动自行车

交通工具类产品

台州

135 绿佳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运动款电动摩托车---途

交通工具类产品

台州

136 立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动摩托车---圈圈

交通工具类产品

台州

137 金华市双星铝圈有限公司

3D打孔轮圈

交通工具类产品

金华

138 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

电动车集成化一体轮

交通工具类产品

杭州

139 浙江台州中立车业有限公司

保时马电动自行车TDT004Z

交通工具类产品

台州

140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12KW高速激光切割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温州

141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坡口激光高速切割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温州

142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温州

143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20KW光纤激光切割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温州

144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08B系列高精度尖齿链条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45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TDR系列单晶硅生长炉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绍兴

146 浙江省建设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特高压酒杯型铁塔组立专用设备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47 浙江省建设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面向装配式建筑施工的系列化塔式起重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48 浙江佳环电子有限公司

电除尘器脉冲高压电源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金华

149 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

GETM3.0G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5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06工厂

ZJ1798E全数字化环锭细纱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舟山

151 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步行式锂电搬运车WPL201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湖州

152 杭州自强链传动有限公司

PT133F38重载型梯级链条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53 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QSVG+C分布式模块化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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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S13系列高抗短路能力节能型配电变压器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55 申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30KV高电压节能变压器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金华

156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用1500V及以下全阻水电缆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57 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JC型设备线夹（测温型）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温州

158 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JX—4型集束绝缘耐张线夹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温州

ZES-12环保气体绝缘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60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牛WIFI智立方延长线插座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宁波

161 宁波韩电电器有限公司

BCD—560WBV4冰箱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宁波

162 杭州金松优诺电器有限公司

优诺BC-235R（复古冰箱）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63 杭州金松优诺电器有限公司

优诺HMCZ65SD（车载冰箱）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杭州

164 浙江纳尔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299D室内空气净化器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嘉兴

165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方太水槽洗碗机JBSD3T-Q6S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宁波

166 嵊州市金帝智能厨电有限公司

环保集成灶JJZY-X900MAX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绍兴

炒菜机器人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宁波

智能化无人自动米饭线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宁波

S8蒸烤独立集成灶

机械、电气、家电类产品

绍兴

170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汽车结构用钢SAPH370

其他类产品

宁波

171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低碳冲压用钢SPHD热轧钢带

其他类产品

宁波

172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超低碳无间隙原子钢IF1热轧钢带

其他类产品

宁波

173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管道用N08020铁镍基耐蚀合金管坯

其他类产品

湖州

174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链锯用钢68CrNiMo

其他类产品

绍兴

司

159

167

168

169

浙宝电气（杭州）集团有限公
司

浙江翔鹰中央厨房设备有限公
司
浙江翔鹰中央厨房设备有限公
司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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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浙江金琨西立锆珠有限公司

SiLiZY-E高纯氧化锆珠

其他类产品

杭州

176 浙江金琨西立锆珠有限公司

JZ95高纯氧化锆珠

其他类产品

杭州

177 浙江金琨西立锆珠有限公司

JZ90-B高纯氧化锆珠

其他类产品

杭州

178 浙江金琨西立锆珠有限公司

JZ90-G高纯氧化锆珠

其他类产品

杭州

179 浙江金琨西立锆珠有限公司

JZ80高纯氧化锆珠

其他类产品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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