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2021〕475 号

关于兑付 2021 年度第四批科技创新券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创新创业成本，激发创新
活力，根据《上海市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
》
（沪科规〔2018〕
8 号）要求，经兑付受理、审核和社会公示，确定对“上海恒锐知
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等符合科技创新券兑付条件的服务机构进行
兑付，经费总额 4,982,730 元。请各有关单位规范和加强经费管理
和使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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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海市 2021 年第四批科技创新券兑付清单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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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附件

上海市 2021 年第四批科技创新券兑付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服务名称
三维 C 型臂 X 射线机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
岗位离人监测预警系统专利分析
连续式二次杀菌机的水密封装
置专利分析
家用智能摄像机技术专利检索
分析
钠、钾金属片的制备及保存技
术产业化推广项目
PLC 智能控制技术的专利分析
评议
城市厨余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知
识产权分析评议
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的专利分
析评议
手机摄像头自动对焦马达的专
利导航分析
空间 3D 全景成像技术的专利
导航分析

订单编号

申请使用主体

20210127152007553170

上海卓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200918082751830564

上海耀客物联网有限公司

20200918095518553677
20201125141730445718
20201019205624584177
20210616152709330168
20210517160959304880
20210521155234694599
20210628135845558951
20210709153127008357

服务机构

兑付额

上海恒锐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天良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 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创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钠、钾金属片的制备及保存技术项
绿丞科技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目团队
上海邦德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宏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合伙）
上海邦德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上海艺迈实业有限公司
合伙）
上海邦德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上海大速电机有限公司
合伙）
上海邦德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上海源路电子有限公司
合伙）
上海邦德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上海缪斯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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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0
77000
33180
36450
51000
76000
80000
56000
92500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服务名称
中华绒螯蟹三个配套选育系的
建立和选育方法
多孔纳米 SiO2 分散液产品的
专利风险排查及对策建议
对污染土壤（尤其是金属镉）
修复技术的专利情报分析促进
项目成果转化的可能性分析
智能化和柔性化电子检具的知
识产权分析评议
一次性电子内窥镜技术成果供
需对接
通用型肿瘤疫苗技术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
边缘智能语音芯片技术技术知
识产权分析评议

订单编号

申请使用主体

服务机构
上海海大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兑付额

20200723093545225042

上海福岁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0601142213177252

焕澄（上海）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
上海汉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

125000

20200520110630828451

上海绿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
上海汉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限公司

120000

20200325101654302823

上海久牵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汉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20000

20210615131902988501

上海埃尔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恒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0000

20200721160139773041

上海桀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恒锐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92000

20200817161320443953

时擎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恒锐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27000

30000

18

栓塞弹簧圈创新路线规划分析

20200915161311792462

加奇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12500

19

盘式电机技术路线规划
EPC/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路线规
划分析报告
基于卵巢癌体外诊断技术的竞
争情报分析项目
基于 SAAS 平台的智能球场系
统技术熟化、转移与推广
“AGV 电子标签及其定位技
术”项目的的企业创新需求战
略分析

20200520121925280627

仪坤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274000

20200701142627607338

上海煜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87500

20201225194024944946

上海景启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拓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54000

20190830104419386828

上海哇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桓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

20200731110711306795

上海通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凯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86400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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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名称

订单编号

24

互联黑板的企业创新战略规划

20201015123304216088

25
26
27
28
29

调制解调技术专利调查及稳定
性分析
杰卡协作机器人中国专利侵权
预警分析
锂电池热失控探测抑制专利调
查布局分析
器魂智能 AI 方案在声音监测
领域创新需求咨询服务
宠物体征监测系统专利侵权风
险识别

申请使用主体

服务机构

兑付额

上海联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科言知识产权企划有限公司

50000

20210309091741605061

上海磐启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品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8000

20200814155731525854

上海节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品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29700

20210429114746032654

哲弗智能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品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79200

20191115124321572116

上海器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日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4000

20210319112854292399

上海竑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容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25000

上海莘泽创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莘泽创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30

忱芯科技成果产品化应用推广

20200716174323143606

忱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31

庆科成果产品化应用推广

20200820150105442088

上海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00527172126530354

上海氪励铵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拾柴科技有限公司

154800

20200902161744325992

上海量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25000

20191114101740800315

上海智瞳道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硕力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140000

20200422130349775188

上海淘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梧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6000

32
33
34
35

一种植入式控尿装置的专利评
议分析报告
8 项即时通信领域专利侵权分析
智瞳道和第二代激光显示技术
相关专利分析与布局规划
企业创新需求分析高可靠性医
疗数据加密技术

141000
84000

36

企业创新需求分析光伏监控系统

20191119140647517590

上海橡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梧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6000

37

基于自定位技术的三维激光采
集设备技术需求供需对接

20200506162156321764

上海奥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梧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8000

— 5 —

序号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服务名称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
台”技术成果供需对接
DELs 化合物筛选技术知识产
权分析评议
CTP 智慧停车技术知识产权分
析评议
视频卡顿故障分析技术市场竞
争情报分析项目
机器视觉识别技术创新路线规
划
基于 NB-IOT 智能家居控制系
统的技术供需对接服务
管线内部检测技术的研发方向
分析
海洋环境检测创新成果知识产
权战略规划分析
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领导力
培训
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领导力
培训
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领导力
培训
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领导力
培训
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领导力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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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编号
20200602134752170015
20200605133120962865
20200619170114095626
20200602133728735615
20200408142204891748

申请使用主体

服务机构

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佰奥思特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 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限公司
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
上海畅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
上海微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
上海研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上海邦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兑付额
96000
92000
96000
100000
112000

20200601144125767988

上海众执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40000

20200605132118897223

上海道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智化利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104000

20200617111637467924

上海鉴海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139500

20200821121749119514

昂倍兹（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48000

20200804165442937454

上海天徵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50000

20200817174819675778

上海赛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50000

20200818143852439383

上海南航医院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50000

20200805133456887859

上海医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50000

序号
51
52
53
54
55
56
57

服务名称
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领导力
培训
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领导力
培训
2020 年上海市企业家创新领导
力（技术转移）培训
2020 年上海市企业家创新领导
力（技术转移）培训
2020 年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
领导力研修班
2020 年上海市科技企业家创新
领导力研修班
上海大学 2020 年度上海市科技
企业家创新领导力培训

订单编号

申请使用主体

服务机构

兑付额

20200819184233398564

上海量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50000

20200828091247677931

上海连成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

50000

20200927165645713811

上海挚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50000

20201110165356415367

上海斐亚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50000

20200729134624642769

上海辕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50000

20200821152009490597

水车茗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
上海交通大学
司

50000

20201109153819383907

上海奥托克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50000

合

计

上海大学

498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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