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特色产品

1 北京 北京顺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四开身西服

2 北京 北京新益纺织品有限公司 新益校服设计

3 辽宁 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 一次成型双面数码印花机

4 辽宁 大连隆生服饰有限公司 隆生皮装个性化智能定制平台

5 辽宁 大连新新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新新十万级洁净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6 辽宁 大连蒂姆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蒂姆灭菌隔离服

7 辽宁 大连欧派科技有限公司 优普爱99%杀菌卫生湿巾

8 辽宁 鞍山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高吸湿保暖婴幼儿连体服

9 辽宁 辽宁洁花环保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洁氟斯滤袋

10 辽宁 优纤科技（丹东）有限公司 尼龙56纤维

11 辽宁 丹东海合谷实业有限公司 　警用病毒防护服

12 辽宁 丹东新龙泰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新龙泰抗静电运动服装

13 辽宁 丹东天光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天光功能性户外服装

14 辽宁 丹东天皓净化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空气过滤材料

15 辽宁 辽宁博联过滤有限公司 博联压滤布

16 辽宁 辽宁英华纺织服饰集团有限公司 范德安泳装

17 辽宁 葫芦岛益丰（集团）运动服饰有限公司 凯迪龙轻奢系列泳装

18 上海 上海妙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魔考啦健康睡眠系统

19 上海 上海芳欣科技有限公司 绘睡舒眠水暖垫

20 上海 上海恐龙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小恐龙床品

21 上海 逸尚创展（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POP服装趋势网

22 江苏 无锡长江精密纺织有限公司 300S纯棉精梳特高支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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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江苏 无锡鼎球绢丝纺有限公司 绢麻混纺加捻绸

24 江苏 江苏海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长丝喂入磨毛花式纱线

25 江苏 江苏鹏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鹏翔竹节粘胶纱

26 江苏 常州恒利宝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羧基石墨烯

27 江苏 常州市宏大电气有限公司 智能图像整花整纬机

28 江苏 苏州润步新材料有限公司 汽车织物用尼龙色母粒

29 江苏 苏州印丝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印丝特双面数码印花丝巾

30 江苏 苏州九一高科无纺设备有限公司 多转鼓高速高效节能水刺机

31 江苏 苏州贝彩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纤维管增强型中空纤维复合生物膜

32 江苏 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生丝

33 江苏 吴江德伊时装面料有限公司 醋酸交织面料

34 江苏 吴江京奕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喷气涡流纺7.4tex纯粘胶纱

35 江苏 吴江市汉塔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汉塔静音透气防钻绒面料

36 江苏 吴江市兰天织造有限公司 新型双层直充防寒面料

37 江苏 江苏润山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智能环保面绒一体割绒机

38 江苏 天宇羊毛工业（张家港保税区）有限公司 低短毛率羊毛条

39 江苏 张家港普坤毛纺织染有限公司 精梳50%羊毛/50%棉混纺纱线

40 江苏 张家港市三友氨纶纱线有限公司 羊毛包芯纱线

41 江苏 张家港泽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美特丽诺新型户外运动面料

42 江苏 昆山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高分子膜复合面料

43 江苏 江苏雅鹿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雅鹿柔性消费平台

44 江苏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再生聚酯精梳系列纱线

45 江苏 南通华强布业有限公司 精梳棉本色紧密纺纱线

46 江苏 江苏金由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四氟乙烯纤维

47 江苏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 无染氨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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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江苏 江苏海科纤维有限公司 石墨烯短纤云绒

49 江苏 江苏康大无纺有限公司 多维蓄热保暖絮片

50 浙江 浙江三元纺织有限公司 三元环保型四面弹面料

51 浙江 杭州朗润纺织有限公司 朗润无源制冷面料

52 浙江 杭州卓达染整有限公司 环保低碳型再生纤维素印染布

53 浙江 杭州永盛高纤股份有限公司 高保形弹性聚酯基复合纤维

54 浙江 浙江云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橙服装工业互联网平台

55 浙江 浙江森马教育科技服饰有限公司 红领巾产品

56 浙江 浙江浅秋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斑纹美丽诺针织

57 浙江 浙江嘉欣金三塔丝绸服饰有限公司 金三塔真丝内衣

58 浙江 浙江金彩新材料有限公司 金彩除臭多功能母粒

59 浙江 浙江荣大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高姆米全渗透工艺

60 浙江 桐乡市中洲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中洲炫彩丝

61 浙江 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金蚕网全国茧丝绸产业供应链平台

62 浙江 浙江万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内饰面料

63 浙江 浙江美欣达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 纯棉高紧度机械弹手感面料

64 浙江 浙江优全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全抗菌消毒湿巾

65 浙江 华祥（中国）高纤有限公司 织带专用有光涤纶丝

66 浙江 凯泰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白色可染导电锦纶

67 浙江 浙江朗贝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朗贝尼天然纤维女装面料

68 浙江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宝纺仿蜡染印花布

69 浙江 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 微胶囊破壁芳香珍芳缎

70 浙江 浙江鼎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有色免染锦纶丝

71 浙江 浦江新鑫化纤备件有限公司 高韧性熔体过滤网

72 安徽 安徽丰原生物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聚乳酸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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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福建 福建恒捷实业有限公司 锦麻纤维素复合生态纱

74 福建 太极石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石纤维素纤维

75 福建 厦门市喔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肩包（W20031）

76 福建 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olDry
®
吸湿速干面料

77 福建 福建佰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佰源圆型纬编机

78 福建 福建赛孔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赛孔雀”渗透墨水

79 福建 福建赛隆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性再生涤纶长丝

80 福建 福建鑫森合纤科技有限公司 循环再生锦纶长丝

81 山东 青纺联（枣庄）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青纺联多组份功能性纱

82 山东 中材科技膜材料（山东）有限公司 中材高温化纤针刺滤料

83 山东 山东岱银纺织服装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强耐磨阻燃防护服面料

84 山东 山东如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纳纤膜防护口罩

85 山东 山东德信羊绒科技有限公司 半精梳丝绒混纺纱线

86 河南 郑州天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天启TIS系统

87 河南 河南昊昌精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C601型精梳机

88 河南 河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短流程精细干纺纯亚麻

89 河南 河南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 飞环棉纺环锭细纱锭子

90 广东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比音勒芬功能性服饰

91 广东 　深圳市全印图文技术有限公司 全印椭圆数码印花机

92 广东 佛山市华大纺机有限公司 高性能全自动缠绕机

93 广东 佛山技研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技研纺织印染工业互联网平台

94 广西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自动缫特优级双宫丝

95 四川 四川安泰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安泰生丝

96 陕西 陕西雅兰寝饰用品有限公司 雅兰零压力惰性枕

97 陕西 榆林市蒙赛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munsell 羊毛防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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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陕西 陕西博雅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博雅抗菌功能性运动装

99 宁夏 青铜峡市仁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美肤抑菌天竹纤维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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