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 年度苏州市数字经济入库企业(机构)名单

一、张家港市

江苏智能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百易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欧电云信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易汇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广川超导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泰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恒辰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欣荣博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永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晶台光电有限公司

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聚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芯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康维明工程薄膜（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佰瑞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富瑞新能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双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索尔维-恒昌（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小谷（张家港）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万众一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腾恩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朗信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能华微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铁轨道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箭牌智能科技（张家港）有限公司

张家港康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次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港富瑞阀门有限公司

苏州市康力骨科器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意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中科晶元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张家港中天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张家港扬子纺纱有限公司

苏州同冠微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远闻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富瑞深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

江苏千里马袜业有限公司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东熙汽车配件（张家港）有限公司

二、常熟市

常熟沃创智能制造服务中心

苏州中剑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通泰易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海天新天线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麦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智为铭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常熟市明吉电气有限公司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最享（常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景弘盛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智汇金融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熟卓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飞鱼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江南爱停车科技有限公司

安博电子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有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特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和田工业精密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凌波微步半导体设备（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大川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驭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匠岭半导体有限公司

苏州宏瑞达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孚莱博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合亿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涵之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联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常熟鲲美新零售发展有限公司

苏飞亚机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常熟市易和电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韬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鲲智供应链（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固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智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哥布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声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英特美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常熟小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通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常熟恒富昱光电有限公司

尧竹（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伯乐车聘网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国创玲动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惠得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台燿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新协基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丹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创美工艺（常熟）有限公司

江苏浩昌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赛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普林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煦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常熟友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龙士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易缆微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高维智控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丽瀑光能（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华兴欧立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嘉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

镭亚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佳世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伸之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航天数智(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妙镜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格物明理科技有限公司

罗伯泰克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常熟市飞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智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九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威德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特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莱茵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滙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清德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潮仕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市凯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弘云科技发展（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博瑞尔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聚视兴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衣泽天下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亿帆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敬鹏（常熟）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飞榴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吉彩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常熟三荣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吉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旭昇智能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治臻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英派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律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闻捷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固态湿法（苏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铭磁业有限公司

江苏子扬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费米光电有限公司

吉玛泰克自动化工程（常熟）有限公司

小牛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微纳激光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市瑞意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京浜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布谷新媒体服务社

常熟新都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方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晓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智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源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小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天地云（常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精元电脑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先进金属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常熟市泓博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特联精密器件有限公司

苏州南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智能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需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菱创智能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市龙熙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杰希希电子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江苏云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知瑞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瑞电士（常熟）传感器有限公司



常熟中信金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朗升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协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数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亿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中以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苏州安科蒲电子有限公司

常熟市永德电子元器件厂（普通合伙）

常熟凯玺电子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宏瑞达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实创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金像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美好时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顺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伙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信沃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繁新贸易（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分子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州晶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飞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国嘉记忆合金有限公司



苏州铁头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众友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德捷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公司

大阳（苏州）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北冰洋皇企鹅实业有限公司

迪恩士机械设备（常熟）有限公司

明材智慧工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大智同润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三、太仓市

苏州蓝方益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圣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瑞铁机床（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世纪南洋影城有限公司

苏州伯德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万得罗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协同创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摩创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太仓晨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名护机器人有限公司

离离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睿集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江田机器人系统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童韵游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巨能雄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乾付天下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太仓普尔司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特斯迈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麦哲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功业肆点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岩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易研惠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标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苏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拓普思传感器（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凯利昂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天宇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蒙恩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市惠得利弹簧有限公司

苏州词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垚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至上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驰逸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多普精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蓝坤博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泰昌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久鋐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科博思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威奥得焊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纽劢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路路达北斗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创泰电子有限公司

太仓荣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森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舜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太仓智滤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倍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娄江数字化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太仓市华利达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冉生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锐波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世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药源新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积维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荣文库柏照明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巨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心工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鑫昌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蓬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博择工业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培英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天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泽维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沣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济客筑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铂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禾材高科（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炬行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人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宇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星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巨仁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帆通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变量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能互信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鑫旭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掌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丰武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复亚智能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太仓市威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倍加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顺合丰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材光电装备（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仓建城市照明有限公司

吉太航空科技研究院（苏州）有限公司

太仓市宇格明叶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众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脉尔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九维空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犇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朋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韦尔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创立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辛柏机械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羿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弗雷森斯（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宝骅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哇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驿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思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润仟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易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聚宝盆（苏州）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锐驰朗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秉威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益美得光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磐固电源有限公司

太仓大东保健器有限公司

苏州优世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市何氏电路板有限公司

苏州安智因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思睿观通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恒泰瑞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泰富晶宇科技有限公司

龙阔（苏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澔森特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豪威半导体（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茁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桔谷（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淼品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棱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国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仓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优珀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毅骋智造新材料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恒浩网络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华亚工业塑胶（太仓）有限公司

吉太航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太仓市华盈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世纪互联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太仓沃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德斯米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特宝利尔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苏州诩琪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贝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鸿安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澜水质环境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隆祥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毕恩思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尔湾生物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镭超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科易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荷顿智能制造（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百狮腾电气有限公司

四、昆山市

苏州花开四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智中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帕拉摩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与进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华聚智慧建筑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迈尔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澳昆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通祐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运城塑业有限公司

华道数据处理（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德沃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昆山汉元经水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科瑞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纳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苏州利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富泰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联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嘉华药锐生物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三文信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鲲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大宏机电（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金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和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新茂电子有限公司

通友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正联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三体智慧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昆山同日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萃微感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昆山市联园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巴鸣泡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住高信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博浪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时代飞鹏有限公司

昆山中科晶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健芮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一鼎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帝森克罗德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特美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携银正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倚信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知派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密斯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速动智能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君工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瀚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盛英电气有限公司

昀诺能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融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艾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才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云工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百通赫思曼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凯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乐缔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昆仑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邦融微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猎奇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华道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云联信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呈像智能消防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英特莱德（昆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盟立自动化(昆山)有限公司

苏银凯基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苏州迈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欧朗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源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大骐数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携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研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华阳金服（江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迅济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华航威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桦汉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澳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德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华迅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昆山艾博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浩克系统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安通智汇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五、吴江区

明日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伊之密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新视界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米莫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欧切斯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中卫宝佳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璟艺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卯是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汉格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巨峰金属线缆有限公司

苏州华兆林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江新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华电吴江热电有限公司

阿利斯教育装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菲林埃尔环境设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都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开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源申涂装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比诺其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白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酉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钧舵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益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艾沃意特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古河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江苏澳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卓因达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信越聚合有限公司

苏州云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军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诺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永鼎盛达电缆有限公司

高义包装印刷（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诚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创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吴江市海拓机械有限公司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盛峰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暴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勤尔盛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丁是丁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鹰皇药业有限公司

苏州博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滨川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贝得科技有限公司

同享（苏州）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元电脑（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远尔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沈氏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盛帆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

申楷桢防伪科技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固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江天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伟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凯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苏州永纺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烁璨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隆盛电器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吴江伏特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铁近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飞旭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冷杉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元凯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市绿中缘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雷欧实业有限公司

吴江赛马钢架彩板制造有限公司

橡技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圣势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呈嘉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苏州品岸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亿精密齿轮有限公司

小犇（苏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嘉盛源长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华德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生生源纱业有限公司

苏州三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达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盛泽东方市场纺织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苏州地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集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黑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星先进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大峡谷照明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鸿灌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中美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岱高（苏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智点恒创(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展维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中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京东方艺云（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璨曜光电有限公司

吴江市首腾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科达液压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永鼎通信有限公司

苏州纳地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近藤大钱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快意机电有限公司

科瑞迪线缆（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润泽致远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苏州思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铂尼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巨峰电气绝缘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龙通信电缆厂

苏州镭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昱精机有限公司

苏州中捷乐淘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朗开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麦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拓博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前进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纳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飞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迈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威克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

天洋智云工业互联网（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迎乐机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精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工联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青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吴江丰倡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华新云科技有限 公司

苏州蜜思肤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联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宜布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天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简单有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乐贸星光电有限公司

瀚荃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蒙特纳利驱动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微著设备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西多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三美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瀚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瑞仪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柿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有机光电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苏州丰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虹基计算机有限公司

苏州御之梦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瑞力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旭隧道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昊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宝铭智能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家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亨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日安天线（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朗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震泽丝绸之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马儿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宏达探伤器材有限公司

苏州旭森源纱业有限公司

利霞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峰和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六、吴中区

苏州珂晶达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亿迈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首科医谷（苏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艾伯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隆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方位无菌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三友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大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

鸣启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宏瑞达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飞鸿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亿波达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谱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苏州三值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圣豆电子（苏州）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东华慧智信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天裕塑胶有限公司

霍尔斯特德（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阳铭互联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共营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联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国综（苏州）能源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诺达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坦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首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追觅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优米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果不其然无障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南洋工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奥星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太阳井新能源有限公司

启翊创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泰亚车辆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土星硬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诺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亦笙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炬佑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托玛斯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保也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鑫康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德创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宏伟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头号买家贸易有限公司

鸿宇集智（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远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美拓思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正旋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快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七、相城区

苏州少年野望动画有限公司



苏州天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万集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亚马森机床有限公司

苏州普兆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星耀乾成（苏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万旭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缓流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致旷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同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浩宇南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水星环保工业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小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朵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苏州壹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相城）

寿带鸟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汇众模塑有限公司

科斗（苏州）脑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方桥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济人工智能研究院(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阿罗米科技有限公司



清研车联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环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乐玹音响有限公司

苏州安可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襄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鹏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惠斯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万格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日裕办公文教器材有限公司

苏州沧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苏州博睿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市东科电子有限公司

清智汽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宣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八维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七大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内外双循环经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福鼎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辰光融信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金澄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苏州琅日晴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爱果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康博特液压升降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多普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国华特种线材有限公司

苏州众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蓝卓工业互联网（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云如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羽美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金朵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清科电气有限公司

苏州拓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菲格瑞特（苏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桑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时新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铁博士金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德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万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协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苏城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博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潘塔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市创怡盛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立升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航天宏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双碳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小象健康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行之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皆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惠利华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京日找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亿丰数字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浑元金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恒顺纸塑有限公司

江苏树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乖乖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迅益科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光之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思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必捷网络有限公司

苏州科美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高铁新城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苏州德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昊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托普索清洁能源研发有限公司

又一新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铂汉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虚幻竞技（苏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分院

苏州新羽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方盛车桥（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凯丽耐实业有限公司

思科格朗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加美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微纳自动化系统与装备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苏州恒达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市中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金企惠（苏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富士特金属薄板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乔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沃能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元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清睿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良驱劣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屹高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易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苏州诺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中谷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欧坤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海泉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轰天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嘉联益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尧峰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新亚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博特蒙电机有限公司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慧三维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策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苏州承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芯澄辉微电子有限公司

越海全球供应链（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腾勇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域乎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恒美塑料喷涂有限公司

汉尼康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茵电力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天合启信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德星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奥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安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芸芸物联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硕天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唯喜（苏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洁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飞地科技有限公司

泓浒（苏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瑞泰克散热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澜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一键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茹声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捷讯云联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光斯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申亿通智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艾来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腾云天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清研车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艺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苏州青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达成包装制品（苏州）有限公司

布瑞克农品集购科技有限公司

达观数据（苏州）有限公司

相城中日工业设计中心（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九池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中创铝业有限公司

苏州普锐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楷尔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度量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营投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飞特西普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科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群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万隆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艾达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泽力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双圣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初始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豪国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赫里奥（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伊塔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极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恒旺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博士创新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苏州三花空调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复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豫北转向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汇弘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市远大净化设备厂

苏州蓝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智行（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前景智能交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沅德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崇航国际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云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迎湖化纤厂

洛博特思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纵创智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齐家居美（苏州）精装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科固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圆格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市海臣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清馨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果客行（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潮汐电子竞技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未来城市应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

康柏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干的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麦科斯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科芃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强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国泰中耀产业园开发（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方石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远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八、姑苏区

江苏道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中慧交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国保信息系统测评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思客安久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欧立瓦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沃特希（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维卡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木方（苏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中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埃弗迪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申智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华敏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近通物联网（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蓝水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小棉袄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太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启之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嘉伯乐动画有限公司

苏州智测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糖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喜马拉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木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汇易有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晶锐（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沙萨迈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诺翔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保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鸿鹄骐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贝思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睿智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九、工业园区

信华信(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影橙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易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医电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晨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黑火石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联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恒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金睿澳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大禹数字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科为升视觉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睿朴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和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合国际知识产权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简管家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芯联成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一航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格拉尼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交智能物联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华师乐学教育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百迈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拓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赛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品行（苏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源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盈迪信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新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沃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富纳艾尔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创旅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罗伯泰克智能物流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数智赋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利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建造师云联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思维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智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梦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瑞熙（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数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迪夫伦（苏州）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华师智慧教育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兰笺（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创腾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谷夫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云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中科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曦龙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方正璞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东分院

江苏鼎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信防科技有限公司

褚信医学科技（苏）有限公司

荣捷生物工程（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英普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映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信金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阿基米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研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八九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克拉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格物汽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云手指智能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网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中科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云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通过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螳螂家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辅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友上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瀚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品卓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宽迪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方昇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翊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品艺影视有限公司

苏州苏映视图像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黑芝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派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银丰睿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国贸酝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悦创新（苏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算智（苏州）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德中创恒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格比机电有限公司

苏州雄立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数琨创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易筑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商数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沁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良医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飞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新建元和融科技有限公司

十、高新区

苏州武阳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穗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高企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美信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睿酷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康多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泽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恒星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市瑞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普拉斯网络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云知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蔓络数据有限公司



苏州品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易博国际旅行社（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冠伽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由田申甲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奈斯达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镭创高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星恒通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矽兴（苏州）集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每梦科技有限公司

焱图慧云（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曼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润效信息系统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上善若水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温斯本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韦氏（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吉安汽车配件（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明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百慧华业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棱镜七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华创智城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海思凯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中大通信息有限公司

江苏微标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柯尔（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瑞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酷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江镨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优源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沈苏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测绘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见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礼亿承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纳通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智合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施源特电气有限公司

苏州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永津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国联智慧能源交通技术创新中心（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友财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朗坤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视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博坤机电（苏州）有限公司

中科环森智慧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