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 京 市 财 政 局
文件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京科发〔2011〕710 号

关于公示北京市 2011 年度第三批拟更名
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 号）的规定，以及全国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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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2011〕123 号）的要
求，拟准予 72 家高新技术企业更名。现将拟更名企业名单对外
公示，单位和个人对名单中企业有异议的，请自本通知发布之
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提出异议应以事实为依
据，内容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对于单位和
个人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异议材料请
签署联系人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
附件：北京市 2011 年度第三批拟更名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联系人：李海龙，施辉阳；联系电话：66153423；
传 真：66153439）
—2—

附件：

北京市 2011 年度第三批拟更名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序号

变更后企业名称

原企业名称

1

北京辰森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辰森世纪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

楼氏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恩智浦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

3

北京达世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绿色农华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

北京品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品恩科技有限公司

5

国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龙基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6

北京海集嘉盛科技有限公司

海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7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腾信互动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8

北京华电光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光耀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9

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泰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10

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博雅英杰科技有限公司

11

北京中科捷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捷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

北京东方昊为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昊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3

北京华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瑞阳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北京三辰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三辰化工有限公司

15

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讯科技有限公司

16

北京博得交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17

北京西电华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浩普华清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18

北京车网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车灵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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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后企业名称

原企业名称

19

北京合力思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合力思腾计算机有限公司

20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电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21

北京亿阳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亿阳信通软件研究院有限公司

22

北京泰诚信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泰诚信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23

北京天和众邦勘探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天和众邦勘探技术有限公司

24

百拓商旅（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拓商旅（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

北京五隆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五隆兴机械加工厂

26

北京光宝移动电子电信部件有限公
司

贝尔罗斯（北京）电子电信部件有限公司

27

北京鼎捷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28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阿德利亚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9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有限公司

30

北京视联动力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联合美视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1

北京金地辰阳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北京竞业达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32

北京源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圆规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33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有限公司

34

北京华电方胜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方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35

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6

北京医大爱思唯尔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医大时代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37

北京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卓华软件有限公司

38

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中广卫星移动广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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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后企业名称

原企业名称

39

北京燕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燕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0

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望海康信科技有限公司

41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奥瑞金新美制罐有限公司

42

高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高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3

北京华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腾工程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44

北京华医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知金乐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5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万源煤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6

北京中孵友信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中孵友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7

北京京侨通信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京侨通信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

48

北京北矿亿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星宇惠龙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9

网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润宣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50

北京融科华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荣科华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52

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国者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3

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碧海舟涂料有限公司

54

北京华辰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测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55

北京东方润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东方互联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晟高科教学仪器有限公司

57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中文在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8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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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变更后企业名称

原企业名称

59

北京星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星达技术开发公司

60

北京络盈特诺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佳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1

北京佳星慧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佳星慧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2

弘浩明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弘浩明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63

中光高科（北京）节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中光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64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

65

中节能绿洲（北京）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绿洲协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6

北京航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洋胶囊技术有限公司

67

北京通力盛达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通力盛达能源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68

北京博瑞特自动计量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博瑞特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69

西瑞克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瑞克斯（北京）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70

北京瑞风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锐峰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北京贯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贯虹科技有限公司

72

北京奥特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奥特维科技开发总公司

主题词：
主题词：公示

高新技术

企业

通知

抄送：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

2011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共印 2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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