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需求内容
1 保山市嵘煌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及药食同源食品加工技术型人才

2 保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质量标准制修订技
术；
2.中药材炮制、加工、运输、贮存技术和相应标准制定
技术；
3.绿色食品加工标准、质量控制标准制定技术；
4 植物中多糖提取 分离 纯化技术和植物提取物质量4.植物中多糖提取、分离、纯化技术和植物提取物质量
标准制作技术；
5.检验检测综合能力的提升技术。

3* 大理大学
清洁能源与材料研究、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制备及及相
关材料制备研究实验室

4 大理旭城建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开展烧结砖研发和固体废物治理

5 洱源秀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青刺果保健产品研发5 洱源秀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青刺果保健产品研发

6 个旧市慈航药业有限公司 生物药品开发

7 个旧市特色工业园区

现代制造业发展平台
发展新材料、节能环保、服装制造、工艺品、金属制品
等加工制造产业，同时配套发展原矿仓储、金属成品仓
储、物流运输、仓单质押、物流金融进驻的一体化现代
物流产业；结合个旧市冶金产业的基础和优势，以满足
国家战略需要的其它装备制造等产业配套为目标，以特
种金属功能材料 高端金属结构材料 前沿新材料为发种金属功能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前沿新材料为发
展重点，加快延伸产业链条，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大力
推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带动作用强的新材料产
业规模化发展。

铅锌产业技术发展平台
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和精深加工行业，延长有色金属
的产业链，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其废料可投入固废综合
利用。该片区共有企业28家，涉及铅冶炼及电解、再生

8 个旧市特色工业园区

利用。该片区共有企业28家，涉及铅冶炼及电解、再生
铅、稀贵金属、铅酸蓄电池、电锌、源综合回收等。将
引导现状拆除鼓风炉炼铅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争取在技
术、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进步；不断产业优化结构，拉
伸电铅、合金、极板、铅酸蓄电池、再生铅等配套产
业，实现铅全产业链的闭合；同时延长有色金属产业
链，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在冶炼废渣、尾矿中提取碲、
梯、金、银等稀贵金属，并进行银饰品的开发和销售。
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平台

9 个旧市特色工业园区

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平台
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及精深加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
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
进新型合金和材料的深度开发产业。依托园区内有色金
属生产的龙头企业，推进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冶
炼企业，重点支持工业生产余热回收利用（发电），优
化采、选、冶及化工企业能源消耗结构。集中优势科研
力量开展科技创新，以选矿、高炉、冶金、电厂固废等
为研究对象 选择重点生产工艺和环节 重点开展固废为研究对象，选择重点生产工艺和环节，重点开展固废
的返生产再利用、开发建材类新产品、农业资源化利用
、高附加值开发利用研发，探索冶金固废资源化循环利
用关键工艺技术和生产技术，积极打造冶金—资源综合
利用—冶金化工—新材料产业链，提高固废综合利用的
技术和装备水平，力图实现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产业规
模化发展



10 个旧市特色工业园区

大健康产业及现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平台
依托个旧生物医药基础，发展大健康产业，另外，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信息服务
业。加快生物技术产业升级，依托云南云河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11个药品剂型和73个中、西药品种），发
挥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产业集聚作用，扶持一批康体养
生健康产业相关企业，打造以养生、宜居为方向
的大健康产业集聚区，拓展健康服务产业领域。的大健康产业集聚区，拓展健康服务产业领域。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打造电子、软件、通信设备
、智能家电等有形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制造加工，还有
数据信息服务等无形信息产品的传递。

11 广南县跃升民族银饰工艺有限公司
非遗文化手工银饰制作，研究了解民族传统文化，宣传
并传承非遗文化手工银饰制作。

先进复合材料、材料基因工程高通量制备技术
围绕新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科学的共性关键问题和瓶

12*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围绕新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科学的共性关键问题和瓶
颈，开展复合材料设计的热力学规律、界面调控规律、
形变加工机制等研究，为航空航天、电工电子等领域的
发展提供指导。

13 河口明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农产品的分拣、包装、深加工车间建设

14 红河谷辣木产业有限公司 辣木提取液对干细胞的修复及激活

15 红河合众锌业有限公司 磷石膏运用于建材、磷石膏综合利用、磷化工

16 红河佳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蓝莓病虫害管理及水肥灌溉技术16 红河佳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蓝莓病虫害管理及水肥灌溉技术

17* 红河锦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腐植酸尿素、葡萄专用肥、植物叶面液体肥等尿素产品
提质改造项目提供技术服务。

18* 红河县沣菌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大型食用真菌研发与科技支撑项目

19 红河县嘎他养殖专业合作社 哈尼梯田鸭（蛋）深加工技术

20 红河县佳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棕榈科技文化馆、实验基地、产品研发中心、科普长栏
。20 红河县佳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21 红河县库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热区水果精深加工产品开发、热区无公害水果种植与产
品深加工技术引进和合作研发

22 红河阳光果业有限公司

高品质特色水果有机生产技术研发平台、高品质特早熟
桃关键生产技术
针对云南环境条件下的优良种质资源、高品质优质水果
种养结合的有机循环生产技术研发；能满足4月以前成熟
的优良品种和生产技术

23 红河云牧乳业有限公司 新工艺和新科技在乳制品生产中的应用

24 红河州村邻春上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艾草种植阶段管理技术与艾叶加工技术指导

25 华宁雅昇食品有限公司 鲜蓝莓制成果酱

超精密光学工程技术中心
依托于江川县欣宇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的单点金刚石超精
密光学加工设备，开展超精密光学加工技术的研究。开

26 江川县欣宇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密光学加工设备，开展超精密光学加工技术的研究。开
展研发微光像增强器微光管的核心部件的制造与封装。
开展微光、红外高精度瞄准镜的设计研发和制造装配项
目。已经研发出高清摄像头、高清手机镜头的模芯超精
密加工技术。

27* 景洪宏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黑牛肝菌营养关系、菌丝生理学、品种育种，菌种保藏
、出菇机理。

28 开远市滇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和生产汽车用制动循环冷却系统28 开远市滇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和生产汽车用制动循环冷却系统

29 昆钢矿山研究设计院
微细粒赤铁矿选矿技术攻关；工艺矿物学研究；选矿试
验研究过程自动化、智能化



30* 昆明安泰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铁行人交通仿真系统开发及其应急疏散关键技术
开发一套地铁行人交通仿真系统，并基于昆明地铁实现
应用示范，包括以下内容和功能：
1. 基于BIM的地铁站三维场景建模；
2. 地铁站行人流疏散运动建模和仿真；
3. 地铁站客流导向标识系统优化；
4. 紧急情况下客流疏散应急预案制定；
5  基于实时数据的地铁站客流分布预测、大客流预警5. 基于实时数据的地铁站客流分布预测、大客流预警
和超大客流流线优化；
6. 大型活动和列车运行故障等情况下的地铁站客流拥
堵传播控制、行车组织调整。

31* 昆明东电科技有限公司

1、为云南提供信息安全综合服务保障；
2、促进云南信息安全人才培养和学科创新建设；
3、培育云南本地的信息安全创新龙头企业。；
4、促进云南的信息安全上下游产业链的完善；

32*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贵金属电接触材料数据库和数据挖掘平台

特种工业泵开发技术创新平台、耐腐蚀耐磨蚀耐高温新
材料、特种工业泵智能制造互联协同
开发与生产满足大型炼油、煤化关键装置用泵系列产品
、突破共性关键技术、替代进口；
建设高性能的试验测试平台；
配置模拟仿真分析系统等研发软硬件；
配套建设三坐标测量恒温室 高静压水压试验室 力学

33 昆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套建设三坐标测量恒温室、高静压水压试验室、力学
性能实验室；
对变电所、空压站等进行水、电、气扩容改造；
新增配套设施；配套和完善生产辅助设施；完善和提高
加工、装配、检测设备能力和精度；
满足硫磷化工、石油化工、煤化工、有色冶炼等行业各
工位装置用特种泵过流部件耐腐蚀耐磨蚀耐高温新材
料；
建设单体功能性应用系统；协同能力建设阶段；智慧工
厂建设；高端泵研发制造、材料研发制造、节能装备及
系统

34* 昆明理工大学
基于云南省高原环境特点，优化人居环境 ，创造健康生
活

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人工智能综合应用服务平台、大
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
研究大数据在国民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人工智能在国

35 昆明美通傲讯通信有限公司
研究大数据在国民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人工智能在国
民经济领域综合利用开发；
关于大数据的分析处理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36* 昆明申鹏商务有限公司 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技术 大健康产品技术开发

茨坝生物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区位和科技资源优势，以生
物科技研发为基础，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聚集创新创
业人才为重点，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搭建产业发展

37 昆明市盘龙区国有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业人才为重点，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搭建产业发展
科技服务平台，引进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生物
科技优势特色产业，把生物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创新资
源、人才、成果转化的聚集地和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发
展示范区。



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剂载体铝基粉体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示范
项目的提出针对延伸云南水电铝产业链，拓展水电铝产
品应用领域，促进交通领域持续健康发展，降低VOCs造
成的大气污染，推动催化环保绿色化学整体发展。铝基
粉体材料属于钙钛矿型（ABO3）稀土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载体，在恶劣工作环境下能继续保持强度、耐热、耐腐
蚀等性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先进材料之一，是一种环

38* 昆明冶金研究院

蚀等性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先进材料之 ，是 种环
保功能型材料。本项目以工业氢氧化铝制备用作汽车尾
气催化净化剂载体，对汽车工业、高端催化环保材料产
业、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发展具有较大推进作用。通过项
目的实施，它不仅能较好推进氧化铝企业转型升级，更
重要的是促进我省科技创新发展，填补我国在高端多品
种氧化铝生产应用方面的空白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项目总体目标是以价廉的氢氧化铝为原料 通过溶解38* 昆明冶金研究院 项目总体目标是以价廉的氢氧化铝为原料，通过溶解、
共沉淀、脱钠、煅烧、气流粉碎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开
发一套低成本、环境友好、通用性强、满足汽车尾气催
化净化剂载体的需求的铝基粉体材料生产工艺技术。主
要研发内容如下：
1）氢氧化铝的溶解特性研究。主要研究氢氧化铝的物化
性能、影响碱溶的因素以及铝酸钠的脱杂脱色研究。
2）铝酸钠溶液和改性剂溶液的共沉淀研究。氢氧化铝在
各PH段呈现不同的晶型，不同的晶型表现不同的性能，
导致应用方向及应用方式也不同；改性剂附着于氢氧化
铝表面还是进入产品晶格对铝基粉体材料的热稳定性影
响很大。本项目主要研究铝酸钠溶液浓度、沉淀剂用量
、改性剂用量及配方、沉淀体系PH值、沉淀温度以及陈
化时间等影响产品性能的因素。
3）氢氧化铝的脱杂研究。杂质钠以晶格碱、晶间碱、化
合碱和附着碱的形式存在，它的存在严重影响产品的使合碱和附着碱的形式存在，它的存在严重影响产品的使



锂离子电池隔膜用高纯超细氧化铝的制备关键技术开发
项目总体目标是以价廉的氢氧化铝为原料，通过溶解、
脱杂、种分、水热、煅烧、砂磨、喷雾干燥、气流粉碎
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开发一套低成本、环境友好、通用
性强的高纯超细氧化铝生产工艺技术路线，其产品性能
能较好的应用于锂离子电池隔膜。主要研发内容：
1）氢氧化铝的溶解特性研究。主要研究氢氧化铝的物化
性能、影响碱溶的因素。

39* 昆明冶金研究院

性能、影响碱溶的因素。
2）铝酸钠溶液的脱杂。杂质金属离子在锂离子电池充放
电过程中与氧化铝所起的绝缘作用相反，严重影响电池
的充放电性能及使用寿命。在制备锂离子电池隔膜用氧
化铝时必须严格控制金属杂质离子含量。
3）铝酸钠溶液的种分研究。产品氧化铝研磨再水化及分
散性对隔膜产品的电性能影响很大，只有在种分过程中
控制好晶种形貌、粒度、晶种系数及分散剂才能控制好
氧化铝的原晶形貌39* 昆明冶金研究院 氧化铝的原晶形貌。
4）氢氧化铝的水热脱钠研究。杂质钠以晶格碱、晶间碱
、化合碱和附着碱的形式存在，它的存在会使Al2O3转化
为Na2O·Al2O3，严重影响隔膜的使用寿命和锂离子电池
的充放电稳定性。
5）煅烧工艺的研究。煅烧制度对产品的物相、比表面积
、孔容和孔径等物理性能有较大的影响，高纯超细氧化
铝的稳定性通过煅烧温度来体现。
6）砂磨工艺研究。锂离子电池隔膜用高纯超细氧化铝要
具有较窄的粒度分布和较小的粒度，同时氧化铝由于表
面电性及莫氏硬度高（为9.0）等特点，在研磨过程中需
控制好研磨方式、配球比、料浆固含、研磨介质球径、
分散剂用量等工艺条件。
7）喷雾干燥工艺研究。浆料在干燥过程中易团聚，在干
燥过程需调节干燥速率及干燥进出风温度。
8）气粉粉碎工艺研究。研究不同分级条件下产品的粒度8）气粉粉碎工艺研究。研究不同分级条件下产品的粒度

40 丽江坤源食品有限公司

建成年产150吨食用花椒籽油生产线一条；年产80吨的花
椒籽粕有机肥生产线及年产100吨饲料生产线各1条；1、
研究气调保鲜关键技术，使保持鲜花椒的质地、色泽、
口感、营养等基本不变，进而达到长期保鲜的效果；2、
研究微波杀青后鲜花椒含水率在80%～90%左右，能在较
长时间内保持鲜花椒的质地、色泽、口感、营养等不
变
负责该项目废弃花椒籽新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控制（包括

41 丽江坤源食品有限公司

产品质量控制所需对照品的含量测定；废弃花椒籽新产
品的主要成分确定与分析）；在花椒籽新产品的加工、
生产等过程中提供技术指导；在甲方提供原材料的基础
上，开展提供微生物肥产生产的技术指导和菌剂使用操
作工的培训，开发利用研究（即残渣的化学成分研究、
生物活性测试等，为花椒籽的综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农作物的远程监测、诊断及自动化控制

42* 丽江田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农作物的远程监测、诊断及自动化控制
对作物的生长环境条件、病虫害及生长状况进行远程监
测，建立数据库，分析作物的生长情况进行反馈，实现
自动化控制



（1）云南省三七皂苷重要单体药用稀有成分生物合成途
径解析；
（2）三七稀有皂苷单体生物合成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3）云南省其它稀有植物（重楼皂苷、雪胆素、岩白菜
素、龙血素、灯盏花、青蒿素、紫杉醇……）资源生物
合成途径解析，生物合成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1）含有专利、能以葡萄糖等碳源为底物合成人参皂苷
20(S)-Rh2、20（S）-Rg3的酿酒酵母（简称“微生物菌

43* 丽江映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0(S) Rh2、20（S） Rg3的酿酒酵母（简称 微生物菌
种”）；
（2）微生物菌种的摇瓶发酵技术资料和10L罐发酵的技
术资料；
（3）其他技术资料）。 “一组糖基转移酶及其应用”
专利家族；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细胞色素P450还原酶
及其应用。
（1）高产菜油甾醇和谷甾醇等植物甾醇的酿酒酵母菌株
的构建的构建；
（2）10 L规模发酵工艺的建立；
（3）10 L规模发酵工艺的优化；
（4）50 L（或50 L以上）规模发酵工艺的放大。
在公司现有技术基础上，设计并组装从葡萄糖到菜油甾
醇和谷甾醇等植物甾醇的代谢通路，构建高产菜油甾醇
和谷甾醇等植物甾醇的微生物菌株，建立低成本的菜油
甾醇和谷甾醇等植物甾醇的生物合成新工艺。研究开发
微生物发酵生产菜油甾醇和谷甾醇等植物甾醇技术，以
生产、经营菜油甾醇和谷甾醇等植物甾醇及其相关衍生
产品。得到发酵法生产三七活性成分人参皂苷20（S）-
Rh2、20（S）-Rg3高产菌种及配套开发技术。以生产、
经营人参皂苷20（S）-Rh2、20（S）-Rg3保健食品及保
健食品相关的原料产品

44 麻栗坡林生俏科技有限公司
年加工石斛保健品系列产品960万公斤、生产126吨中药
饮片；建设野生林下石斛基地3万亩。
需求蓝莓种植、软籽石榴种植、农业领域的人才及团队

45 蒙自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需求蓝莓种植、软籽石榴种植、农业领域的人才及团队
。

46 蒙自市兴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施高海拨山区节水灌溉技术开发

47 勐腊田野橡胶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新型橡胶研发工艺技术
1、橡胶制造智能化、自动化；
2、橡胶制造太阳能转为热能技术工艺设备；
3、高分子研究技术共同研发新型橡胶配方；橡胶、咖啡
石斛等热带农作物的种植与精加工技术研发 特种橡、石斛等热带农作物的种植与精加工技术研发；特种橡

胶技术研发

48 弥勒品元园艺有限公司 鲜切花智能生产集成技术研发

49* 屏边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开展屏边县香蕉蓝色套袋膜关键技术研究，解决当前蓝
色污染问题，促进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50 普洱茶研究院　
开展普洱茶产品标准化、清洁化、智能化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开发产业化生产成套设备。研究，开发产业化生产成套设备。

51* 普洱良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及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
1.白及中药饮片产业化开发
2.白及多糖系列化妆品研发；
滇黄精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1.滇黄精中药饮片加工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2.滇黄精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保健品（食品）、化妆品
等系列产品开发等系列产品开发

52* 普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林下中药材人工辐照诱变新品种选育
利用人工辐照诱变选育出适宜普洱市种植的白及、滇黄
精、重楼、三七等林下中药材良种。



53* 普洱市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

1、民族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技术及抗癌新药的开发
设计；
2、复方美登木片抗癌疗效与治疗乳腺小叶增生的疗效评
价；
3、道地药材炮制规范的提升建立；
4、院内制剂的开发。

围绕普洱市特色农产品(茶、食用菌、咖啡等)的绿色可
持续发展 品牌内涵提升和质量安全保障 依托上海市

54* 普洱学院

持续发展、品牌内涵提升和质量安全保障，依托上海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机构和普洱学院日趋成熟的合作基
础，开展普洱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制约因素评价，系统
建立基于快速监测和色质谱、光谱方法的农产品检测评
价技术，围绕重点企业，以农产品绿色生产为核心，开
展产品和生产各类标准研制、凝练和标准体系研究，推
动企业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融合信息化和稳定同位素
精准溯源技术，建立特色农产品普洱产地精准溯源数据精准溯源技术 建 特 农产品普洱产 精准溯源数据
库，打造普洱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评价、控制和
溯源的一体化专业技术体系和队伍。

55 普洱学院理工学院

1.指导完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才培养方案，使之
能够满足地方（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需求；
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实验室及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56 丘北肥尔牧牧业有限公司 养殖数控技术

57*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微生物菌种资源开发，抑菌活性微生物菌种次生代谢产
物研究与开发

58 施甸康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技术合作创新引进外来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并通过
寻求国内外运营模式进行产品定位及市场销售

59 双版纳森田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

搭建资源综合利用科研创新平台，整合公司现有技术、
研发、生产、质量保障等部门的科研生产资源，培养一
支成熟的以资源综合利用新技术研发 新产品开发等技59 双版纳森田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 支成熟的以资源综合利用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等技
术创新团队

60 思茅海关技术中心

提供咖啡与配套产业发展质量检测分析评价服务；指导
建立咖啡杯评品质的仿生传感器响应属性指标的评价数
学模型，为制定咖啡杯品指标的客观评价技术标准。

通过与科研团队合作创新出鲜核桃保鲜抗氧化技术；
1.开发新鲜核桃保鲜抗氧化技术，能够保证从每年8月至

61 腾冲市航帆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开发新鲜核桃保鲜抗氧化技术，能够保证从每年8月至
次年2月市场能够供应带绿皮的新鲜核桃（味道基本符合
刚采摘时的）
2.开发松花糕豆沙保鲜防酸的技术，使其能够像冰淇淋
的形式成为大街小巷商贩的必卖品

62 文山博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寿菊产品研究、开发；
将万寿菊青贮花压榨水处理再利用；
万寿菊种子研发、万寿菊产品研究开发、万寿菊青贮花62 文山博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压榨废水处理再利用

63 文山赞七科技有限公司 三七系列产品产品研发实验室、中试车间

64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 畜禽产品深加工

65*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
广南产蒜头果毒蛋白毒性机理与开发利用，蛋白三维晶
体结构和电镜三维结构成像技术

1 甘蔗种植高产栽培技术

66 西盟昌裕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1、甘蔗种植高产栽培技术；
2、蔗糖加工提质增效；
3、引进甘蔗机械化收砍技术和蔗糖加工提质增效技术

67 西盟商烟街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茶园管理茶树矮化



68 西双版纳保健品园区 开发区开发运营人才

69 西双版纳佛鑫药业有限公司

1.优质傣药材资源（肾茶、藤茶）有效成分及功效研究
与开发；
2.采用药食两用的中药（傣药）材开发系列保健产品、
特色食品；
3.茶叶饮片及茶树废弃枝叶综合利用开发。

70 西双版纳华坤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橡胶籽油深度开发及在临床上的应用70 西双版纳华坤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橡胶籽油深度开发及在临床上的应用

71 西双版纳龙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地理信息基础数据生产的技术创新；
2.无人机摄影测量数据自动处理系统优化升级；
3.无人机测绘的技术升级。

72 西双版纳融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本项目通过建立技术服务中心，并筹建“专家工作站
”，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为公司孵化基地的入驻
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帮助，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实现专家与项目对接、研发成72 西双版纳融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实现专家与项目对接、研发成
果与企业对接、产品与市场对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有序推进西双版纳双创产业园区“三产融合”以及
产业链延伸。

73 西双版纳三山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果蔬产品冻干技术；果蔬产品低温干燥技术；果蔬产品
真空油浴脱水技术；
选择 适宜的技术成果，在果蔬产品加工上探索应用，
提高产品品质，创建品牌产品，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经
济效益济效益。

74 西双版纳森田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高性能炭化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75 西双版纳双龙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薏仁高产研究和精深加工研究

76 西双版纳益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中心，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引进、吸收、转化先进技
术和科技成果，开展技术成熟度评价，集中推介一批“
技术包”“成果包”，精准识别企业需求，组织对接活
动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动，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77 宣威市太坤调味品厂

通过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的建立，加强技术的研发及转
化，使产品更具竞争力和市场力；
提取辣椒中的类胡萝卜素；生产加工中产生的粉尘、刺
鼻气味的处理

78* 宣威市炫辉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 提高太阳能转换效率

拟采用严昌荣博士生导师团队在全生物降解地膜领域的

79* 宣威市中博塑料有限公司

拟采用严昌荣博士生导师团队在全生物降解地膜领域的
原创性发明专利技术，解决全生物降解地膜环保增效生
产应用技术与传统资源综合利用的应用型技术研究，为
研制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进行试验示范，提出配方改进
的有关关键技术参数，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相关技术问题
。双方共同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应
用。

80 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 开展矿山相关工程技术研究80 溪大 矿 有限公司 开展矿 相关 程技术研究

81 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我公司研制的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于2015年4月2日获
得临床试验批件，批件中审批结论要求我公司继续进行
质量特性研究，提供多糖衍生物与相应多糖的核磁图谱
的解析报告，但我公司无相关设备可完成此项工作，因
此我公司急需核磁共振技术检测和分析结合物结构。

82 玉溪云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育种技术



83 玉溪九洲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 胃蛋白酶残留量检测问题：工艺过程中加入胃蛋白
酶消化抗体，获得抗体片段F(ab’)2。后续工艺中有阴
离子交换层析步骤，根据层析条件，理论上可以去除胃
蛋白酶。目前需要建立灵敏度较高的检测方法来检测产
品中胃蛋白酶残留量。
2、 检验过程中平行试验的偏差，有没有可参照的标
准？例如《中国药典》规定滴定液标定的相对偏差不超
过2%。过2%。

84 玉溪市旭日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1、农业用地面覆盖薄膜生物降解技术：降解诱导期超
过90天，120天内裂解为尺寸5cm以内的薄膜碎片，二年
内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降解周期可调可控。成本在
25000元/吨以内。
 2、棚膜功能化技术：
   （1）通过层间（三层、五层）结构设计或接枝等改
性技术，使内添加型流滴消雾棚膜流滴消雾持效期与棚
膜使用寿命同步膜使用寿命同步；
   （2）研发调光薄膜，使透过棚膜的可见光按所需比
例可调可控，如红蓝光的透过率＞90%，绿光的透过率＜
20%。

85 玉溪师范学院

1、云南道地药材的道地性解析；
2、云南道地药材良育选育；
3、云南道地药材工厂化生产。

86 玉溪师范学院 中药现代化和中药创新86 玉溪师范学院 中药现代化和中药创新

87 云南大理洱宝实业有限公司

建立专家工作站，开展梅果、木瓜、核桃高端创新产品
研发。进行话梅产品中“铝”的评估监测减量控制研究
。

88 元江羽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火龙果种植及深加工技术研究

拟建平台内容为研发把磷矿粉制作成粉矿球，适用于入
黄磷炉生产工业黄磷，且无其他副作用。

89 云南澄江志成磷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黄磷炉 产 黄磷 无其他副作用
1、如何制作粘结剂，同时粘结剂的原料能消耗完企业生
产时产生的泥磷。
2、怎么能使制作好的粉矿球强度能达到，配料、入炉后
不碎。
3、制作好的粉矿球需品位提高且能使有害元素灼失降低
或消失。

90 元江瑞丰民特食品有限公司 以热带水果为原料进行食品饮料生产

（1）硅基AMOLED微型显示器要求尺寸0 3~0 4英寸 屏

91* 云南北方奥雷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硅基AMOLED微型显示器要求尺寸0.3~0.4英寸，屏
幕：16:9或4:3，分辨率：≥800×600像素，显示类型：
彩色，对比度：>10000:1，屏幕正面亮度：
>3000cd/m2，工作温度范围：-40℃～60℃，均匀性＞
80%。
（2）光波导光学组建要求：视场角（FOV）：>30°，出
瞳距离（ExitRelief）:≥20mm；出瞳直径
（Exitpupil）:≥10mm；相对畸变：＜5% ，横向色差：p p ；相对畸变  横向
＜15，场曲：＜1D，波段：可见光（F，d，c）。

92 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

1、需要黄磷脱砷技术；
2、电子级磷酸中锑杂质去除技术；
3、医药级磷酸工业生产技术；
4、磷酸脱砷渣无害化处理技术；



93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 液体食品包装盒的低成本制备技术。
2、 在保证液体食品包装盒热封层低温热封性能的前提
下，如何将热封层PE的抗穿刺能力降到 低。（韧性变
差）
3、 无菌包用中封贴条的生产制备技术。
4、 提升复合用镭射膜与纸张采用湿法复合的复合牢
度，并提升其抗水性能和耐热性能。
5、 纸塑复合纸杯（碗）搭口处的预压平技术。5、 纸塑复合纸杯（碗）搭口处的预压平技术。
6、 纸塑复合材料的半穿孔模切技术。
7、 纸张削边与反折边技术。

94 云南澄江冶钢集团有限公司 磷的深加工

95 云南博隆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研发更多种类的专用肥和新技术；生物菌种研发；缩短
发酵周期的相关技术

1.高原水资源分布、类型及总量；
2 高原水资源保护及其控制因素96* 云南大学 2.高原水资源保护及其控制因素；
3.高原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97* 云南大学

研发高温性能全面超过镍基高温合金的稀贵难溶合金材
料；
解决航空发动机、核反应堆等迫切需求的难溶合金材
料，存在高温易氧化、密度过大、室温脆性等问题。

98* 云南滇中新区管委会 项目拟建设细胞生产储存中心/共享GMP实验室98* 云南滇中新区管委会 项目拟建设细胞生产储存中心/共享GMP实验室

99 云南鼎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完成新平县互联网+智慧农业循环种养殖建设及应用示
范，促进互联网+智慧农业与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高度融
合发展，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2.开发农业精细管理后台服务系统，用于新平县农业资
源的动态监测和农业方面的决策支撑，用于沃柑和锦红
冰糖橙等农经作物以及和田牛等畜牧产品的流转环节的
监控，以高性能、低成本的农用终端和互联网+智慧农业
应用解决方案为创新点 进行专业的“系统诊断 优化99 云南鼎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解决方案为创新点，进行专业的“系统诊断、优化
配方、技术组装、科学管理”，以 节省的投入达到同
等收入或更高的收入。
开发完成以下子系统：
（1） 精准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2） 精准种植专家服务系统
（3）地理信息与农作物种植面积测绘系统
（4）精准农业智慧终端系统
茶叶种植技术研究 优良品种选育 茶叶加工制作工艺

100 云南凤庆蒲门茶业有限公司

茶叶种植技术研究、优良品种选育、茶叶加工制作工艺
创新、滇红茶新品研发；
现代滇红茶初制工艺标准化、数据化、科学化研究与推
广。

101 云南福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扩繁培育技术，蔬菜废弃物生物有机肥研发、生
产、检测技术。

寻求高效低成本技术方案，将魔芋转化为系列益生元产

102* 云南富源金田原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寻求高效低成本技术方案 将魔芋转化为系列 元产
品。其中甘露聚糖酶活大于10万U，底物浓度大于30%，
转化率大于85%，系列产品中包含2-10万分子量产品以及
3-8个单糖的寡糖产品。

103* 云南合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合作；1.开发村镇绿色能源技
术；
2.实现产学研合作；
3.实现技术成果转化

产学 合作2.产学研合作
3.技术成果转化

104* 云南赫柏思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百香果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种苗研发选育繁殖



105 云南宏斌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高原特色泡菜精深加工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蔬菜
益生菌快速发酵加工技术和产品开发

106 云南斛健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斛仿野生种植技术研发；石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
术

107 云南华鼎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基地占地1.245公顷，投资约3625万元，以大宗固体废弃
物为研发对象，开展资源化综合利用，由理化分析室、
基础实验室和中试实验室 中试实验室组成  中试实验107 云南华鼎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基础实验室和中试实验室，中试实验室组成， 中试实验
室又分为火法冶炼和建材试验等区域。

108 云南华尔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光电综合实验室并达到国家标准，通过INTERTEK、
TUK等第三方认证机构认可，并建成为国家照明灯具检测
中心，云南省学校照明环境研究中心，云南省指定照明
灯具检测中心；

1.建成年产50万盒分子诊断试剂生产线；

109 云南辉瑞贝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建成年产50万盒分子诊断试剂生产线；
2..在已有技术成果、技术平台和产品线基础上，将检验
用生化类质控品拓展至15-30种；
3.建设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素质较高的科研开发队伍和
管理队伍，成功开发分子类质控品和遗传疾病诊断技术
方法体系；
技术难题：　质控品的开发，有效地开发外诊断参考物
质，建立体外检验行业标准和抗生素耐药快速检测技术
方法学体系方法学体系。

110* 云南会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玉米育种领域的专家及工作团队，引进优质玉米种
质资源，指导公司科研人员开展联合攻关。开展玉米育
种关键技术研究和新品种研发，培育适宜云南乃至西南
地区推广的玉米新品种，优化玉米产业结构。

111*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引种栽培、推广、加工技术；观赏花卉新品种选育及推
广，生态修复植物选育育、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

112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阻燃剂性能评价、阻燃剂与母材的相容性研究、阻燃塑
料性能评价；
1、一种新型阻燃聚合物材料的研发及相关应用技术研
究，要求材料熔融温度在200℃左右，热稳定温度在350
℃左右；具有热塑性塑料加工特征，能够进行多次热塑
性加工；与常见塑料（尤其是尼龙）相容性好；熔融加
工时具有较低粘性；能制成母粒材料；
2 结合公司现有产品的新型膨胀阻燃剂的制造与应用2、结合公司现有产品的新型膨胀阻燃剂的制造与应用。

113 云南金三奇药业有限公司 三七系列产品研发

114* 云南晶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墨烯纳米带、石墨烯载流器件、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
、石墨烯光学器件、石墨烯量子效应器件、石墨烯/半导
体异质结、石墨烯储能器件、石墨烯太阳能电池、石墨
烯NEMS器件、石墨烯复合材料等领域产品开发

1 我公司 直从事农产品的保鲜贮藏及加工设备的研发

115 云南凯思诺低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我公司一直从事农产品的保鲜贮藏及加工设备的研发
制造。因业务发展需要引进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专业领
域的高端人才。对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的保鲜贮藏技术
进行研究开发和应用。
2、需要引进真空技术应用领域的专家进行对真空保鲜技
术深度研究开发应用。

116 云南凯旋饮料有限公司
玫瑰酵素产品开发；玫瑰种植技术；玫瑰饮料精生产技
术116 云南凯旋饮料有限公司 术

117 云南康茂水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品质陆基箱式鱼苗养殖、高品质冷水鱼养殖开发



118 云南龙布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囊粉加工技术
1.如何降低微囊粉中有效成分的衰败周期（延长微囊粉
的保质期）；
2.如何提高微囊粉生物利用度；
3.如何提高微囊粉中虾青素含量；
4.如何降低加工过程中有效成分（虾青素）的损耗率，
降低虾青素的衰败周期。

119 云南木利锑业有限公司 锑平炉自动化系统开发及锑炉渣分析结果允差评价标准

120 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现有锰资源，开发生产适用于工程塑料、防伪涂料
等方面的无机颜料

121 云南源天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生物肥料菌种培育，生物肥料生产工艺。

122 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废矿物油精制工艺

123 云南通印股份有限公司 无机元素检测

124 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废矿物油循环闪蒸催化裂解回收工艺研究与应用
本项目为废矿物油循环闪蒸催化裂解回收工艺研究与应
用，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对推动地方经济具有较
重要的经济意义，废润滑油再生资源的产业化，属于生
态型资源循环利用范畴，因此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
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的要求。

125 云南云海玛钢有限公司　 解决热镀锌锌层厚度及表面生白锈

126 云南元江大有为食品有限公司 果汁饮料重点产品开发

127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用铝合金焊接材料国产化研究与应用
1.轨道交通用铝合金焊丝制备工艺设计与开发；
2.针对高速列车枕梁、车体侧墙等关键铝合金部件焊接
工艺技术。

128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铝合金电弧增材制造技术开发及应用研究
1、MIG铝合金电弧增材制造成形试验系统的设计开发；

128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铝合金电弧增材制造专用丝材生产工艺技术；
3、铝合金电弧增材制造设备和工艺系统集成开发。

129* 云南天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斛快繁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130 云南天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斛类产品深加工的研发

锡铟材料基因工程专用数据库平台建设及示范应用
围绕锡铟材料基因工程专用数据库平台建设，采集锡铟
材料设计、制备、表征、服役评价过程中的实验、计算

131*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设计、制备、表征、服役评价过程中的实验、计算
数据，同时对云锡集团现有生产线进行信息化改造，采
集相关锡铟产品在加工制造中产生的生产数据，建立从
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式的锡铟材料专用数据库。在专用
数据库平台建设基础上，开展“高可靠性无铅锡基焊料
合金”、“年产百吨高性能锡基阻燃剂关键技术开发及
应用示范”研发示范项目，建设“高纯铟”信息化和产
业化示范项目。通过建设示范项目，构建锡铟材料本
体 建立机器学习模型 利用数据挖掘 模拟设计和实体，建立机器学习模型，利用数据挖掘、模拟设计和实
验验证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模型特征参数的循环优化，
从而揭示具体材料的组分-工艺-结构-性能之间的关系。
通过项目实施，一方面可以在数据驱动下实现锡铟新材
料研发加速、性能提升及新材料发现，另一方面可以实
现生产线的实时监控、生产排程、产品质量跟踪及基于
机器学习的工艺优化 提升锡铟材料产业化效率锡基无铅焊料合金拉丝断裂机制及其成型性能改进研究
1. 锡基无铅焊料合金拉丝过程中丝材断裂的行为和机制

132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 锡基无铅焊料合金拉丝过程中丝材断裂的行为和机制
研究；
2. 锡基无铅焊料合金拉丝性能改进研究，包括新型合金
开发及工艺优化研究。



133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致力于锌冶金三废环保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

134 云南青山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砷、铅及镉重金属土壤修复的技术研发

135* 云南省微生物发酵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微生物发酵活性产物较低，基因改造技术存在问题。希
望提高发酵和基因改造技术。

现阶段尘肺病仍是我国危害 严重的职业病，占职业病
年发病率85%，目前我国罹患尘肺病患者人数约80万；近
3年云南全省诊断尘肺病为9779例。尘肺病是个渐进性发
展的疾病，脱离暴露后，病情仍可进展，导致劳动者过
早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在诊治过程、康复的费用相当昂
贵，给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
据前期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我省目前暴露粉尘作业
的劳动者近30万人，尘肺患者多集中在水泥、采石、冶
金、耐火材料、煤炭行业。

136*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云南省职业病医院）

金、耐火材料、煤炭行业。
现实情况是云南省职业病诊断技术较为落后，诊断仅靠
观察胸部X线检查，鉴别诊断手段缺乏，易导致漏诊误
诊，例如“张海超开胸事件”；以往在临床上遇到暴露
于粉尘作业，胸片表现则以孤立性块影的患者，只能通
过开胸活检来明确诊断。而开胸活检的目的其实就是尘
肺病金标准的病理诊断，但由于创伤较大、费用高，临
床实施困难，使用率低，在我省几乎没有开展。超声支
气管镜（EBUS）是一种在支气管镜前端安装超声探头的气管镜（EBUS）是一种在支气管镜前端安装超声探头的
设备，结合专用的吸引活检针，可在实时超声引导下行
经支气管针吸活检（TBNA）、搭载的电子凸阵扫描的彩
色能量多普勒，同时可帮助确认血管的位置，防止误穿
血管。目前该技术在我国经济、医疗发达地区已普遍应
用于肺部肿瘤、结核、尘肺病的诊断。EBUS技术能减少
创伤及并发症，并且能准确取出病理组织明确尘肺病诊

137 中润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技术；建立固
体废弃物无害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试基地137 中润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体废弃物无害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基地。

138 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西盟有限公司
三类植胶区橡胶树胶林更新定植、病虫害防治、高产、
稳产种植技术及产品升级初加工技术

139 镇沅松子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酱腌菜腌制、配料、添加剂配比、杀菌、包装、检测等
工艺

140 云南苦聪印象棕业有限公司 棕笋食品、棕丝制品、棕工艺品技术研究与开发140 云南苦聪印象棕业有限公司　 棕笋食品、棕丝制品、棕工艺品技术研究与开发

141 云南腾冲黎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古茶籽、腾冲红花油茶、香果成分分析提取

142 云南宜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名贵中药村种植加工技术

143 云南苦聪印象棕业有限公司 棕笋食品、棕丝制品、棕工艺品技术研究与开发

144* 云南昆钢医院 科研及临床科研难题

145* 云南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司

含有三坐标测量平台，五轴加工中心，油泥模型制作平
台，造型创意中心，模型评审室，工程设计院，会议
室，车型展厅等。室，车型展厅等。

146 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菌种发酵技术

147* 云南农业大学 花文化资源与开发应用

148 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西盟有限公司 天然橡胶种植技术、产品初加工科研技术成果转化平台

149 镇沅圣元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以地产食药同源中药材为原料的养生食品开发，建设生
产食药同源中药材、食材为原材料的功能性食品加工厂



150 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利用公司自主研发的废油催化蒸馏生产用节能型燃气炉
、废矿物油闪蒸系统、废矿物油循环闪蒸催化裂解回收
工艺等18个专利进行成果转化，以废弃工业润滑油、废
机油为生产原材料，采用目前工艺较为先进的催化裂化
处置技术，专有设备回收处理废弃工业油料，实现低温
常压生产和催化剂再生利用。

151 云南易门山里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研究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主要以食用菌菌种研发
产品创新为主151 云南易门山里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创新为主

152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在云南省科技厅和玉溪市科技局的指导下，在科技入滇
专项资金资助下，建立区域性高通量生物分子技术中
心，该中心主要由区域性精准医学中心组成，搭建涵盖
样本前处理、PCR、高通量测序、质谱等全系列生物分子
检测技术平台。通过优势互补及资源有效整合，双方可
合作建立区域分子检测中心，并通过大数据的资源整合
存储 利用与共享平台建设 实现样本资源的合理利、存储、利用与共享平台建设，实现样本资源的合理利

用，同时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全方位提升
医院医疗诊断及科研水平。

基于通信网络和无线传感网络的物联网智慧照明运营平
台
基于电力载波、GPRS、3G、4G、WiFi等先进的物联网技
术，运用统一的软件监控平台，结合GIS地理信息系统能
在事故多发地进行路灯颜色的切换以及提高路灯的光照

153 云南中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在事故多发地进行路灯颜色的切换以及提高路灯的光照
度，不仅有照明功能，还具有交通提示功能；可以根据
当前日照强度和日照阀值，控制路灯的开启和关闭，以
实现节能减排的效果，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技术存在的智
慧路灯系统中的路灯功能单一且利用率低的技术问题，
使路灯功能多样化，提高路灯的利用率。实现了路灯照
明节能化、网络化、智能化，能够大幅提升管理水平，
极大降低照明系统的整体能耗，延长路灯使用寿命，获
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4 云南玉力测绘地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玉溪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
本项目投资建设玉溪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搭建标
准统一、入口统一、采集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
数据统一的城市级大数据开放开源、共享共创、可复制
、可推广的柔性跨域天空地一体多维地理空间大数据和
多维时空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实现跨域多维数据的融
合并解决数据质量问题，搭建公共时空云服务平台，开
展智慧政务私有云服务和面向公众的公有云服务 实现展智慧政务私有云服务和面向公众的公有云服务。实现
玉溪跨企业域、行业域、空间多尺度域的数据整合，做
成全国先进大数据平台，实现玉溪时空大数据跨域互联
互通，实现玉溪时空数据的共享、开发、共创（开
源），推动玉溪与华为合作的大数据中心在智慧城市建
设中的服务能力，未来可进一步辐射到云南省内和省外
其他城市

155*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云南省职业病医院） 云南省职业病专科医疗大数据云平台。

稀贵金属材料专业数据库建设 包括数据库架构 数据
156*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稀贵金属材料专业数据库建设，包括数据库架构、数据
标准、数据获取、转化、智能化应用等。

157* 云南省沪滇合作促进会
沪滇大健康产业技术开发实验中心 综合科技开发和应用

158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致力于锌冶金三废环保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

159 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
建立专家工作站，落地企业创新创，打造绿色食品品牌
。



160* 中胶永生东南亚乳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对乳胶原料、各类专用乳胶生产工艺及产品的研
发，掌握国内外乳胶制品生产及销售情况，不断更新乳
胶制品生产执行标准，并开展对乳胶产品的检验检测。

161 中润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立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基地。

162 云南青山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立重量金属土壤修复技术中心、中试基地。

163 云南椹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脱氧野尻霉素提炼中心163 云南椹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脱氧野尻霉素提炼中心

164 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西盟有限公司
引进具有天然橡胶种植技术成果及产品升级加工科研技
术成果

165 镇沅桂花甲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有机滇黄精等药食同源中药材精深加工产品技术

166 镇沅松子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酱腌菜腌制、配料、添加剂配比、杀菌、包装、检测等
工艺

167* 云南圣盟智慧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普洱市农产品质量溯源系统及平台167* 云南圣盟智慧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普洱市农产品质量溯源系统及平台

168* 云南正大果业有限公司　
草莓新品种培育和桃、草莓的采收、采后仓储及冷链物
流技术体系的建立

169 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现有锰资源，开发适用于工程塑料、防伪涂料等方
面的节能环保优质的无机锰蓝颜料

170 云南五联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饲草关键技术、肉牛品种选育及育肥关键技术、屠宰关
键技术、分割及冷链关键技术、质量体系追溯等。键技术、分割及冷链关键技术、质量体系追溯等。

171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 解决变压器低损耗、低成本等问题

172 云南中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现有技术中电力线作为数据载波的载体进行数据传输
的技术困难；
2、现有技术中电力载波信号错码严重，传输距离有限的
技术难题

栀子黄产品中藏花素含量提高问题：栀子黄是利用茜草

173 云南通海杨氏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科植物栀子的果实经过破碎、浸提、过滤、精制、浓缩
、杀菌、喷雾干燥而得的天然水溶性色素，主要成分是
番红花甙、番红花酸和藏花素，
公司经过探索及不断试验提取，栀子黄产品中藏花素含
量的提取只能达到15%，而国外客户要求藏花素含量要达
到95%以上，目前的结果还远远达不到客户的要求，为满
足客户需求，同时也为拓展市场，急需解决这个问题。

174 云南云海玛钢有限公司
热镀锌生白锈、锌层厚度；
提升加工设备自化程度

175*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在帕金森病等运动障碍性疾病或癫痫等发作性疾病方面
的诊治技术有突破，更上一个台阶。

176 云南阳光食品有限公司 酱咸菜产品的研发，生产工艺的改进。

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充分利用院士及其团队的智

177 云南玉力测绘地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充分利用院士及其团队的智
力和技术资源，加强项目研发，加强人才培养，加快科
技成果的引进和转化，促进企业产品和技术转型升级。

178 云南实建果业有限公司 柑橘新品种开发及采后保鲜技术

179 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现有的技术工艺无论从成本和效益方面都有所欠缺，急
需完成技术工艺突破，实现溶剂精制

180 云南御之健医卫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中药材的提取及有效成分浓缩180 云南御之健医卫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中药材的提取及有效成分浓缩

181 云南御之健医卫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消毒用品的研发

182* 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
建立专家工作站，落地企业创新创业，打造绿色食品品
牌。

183* 云南渔蟹科技有限公司 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河蟹苗种培育和成蟹养殖关键技术



184* 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85* 云南中宣液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智能家居APP，通过物联网系统控制家用设备，提供
智能家居整体解决方案。配套建设智能门锁、安防系统
、智能灯具、智能窗帘等配套产品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