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0年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入围企业名单

序号 所属市州 参赛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参赛产业 参赛类别 分组安排
半决赛得

分
小组排名

1 长沙 限定场景低速自动驾驶小车应用项目 湖南阿波罗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初创组 1组 87.54 1

2 长沙
基于AI行为大数据的学习习惯智能养成系
统研发与应用

湖南灵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初创组 2组 87.71 1

3 长沙 家庭储能系统产品 湖南省电将军云储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 初创组 初创组 87.31 2

4 长沙 甲状旁腺成像系统 湖南马尼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 初创组 初创组 90.49 2

5 衡阳 年产2万件祁东特色席草工艺品 湖南昇顺席草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生物 初创组 初创组 90.7 1

6 常德 农林固废资源化县域产业协作体 安乡汉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初创组 初创组 89.84 1

7 益阳
半导体设备用高纯碳化硅涂层关键零部件
产业化项目

湖南铠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初创组 初创组 90.3 1

8 益阳 本外币兑换一体机项目 湖南创想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制造 初创组 初创组 88.31 1

9 益阳 VOCs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设备推广应用 湖南沃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初创组 初创组 89.55 2

10 永州 祁阳县智慧林业 湖南猎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制造 初创组 初创组 88 2

11 娄底 新能源电力系统熔断器研发及其产业化 湖南格仑超熔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初创组 初创组 88.07 1

12 娄底 纳米无机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娄底市新越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初创组 初创组 89.66 2

13 长沙 单极等离子体手术系统 湖南菁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 成长组 1组 89.68 1

14 长沙 “掌中测”便携式移动诊断平台 湖南伊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 成长组 4组 91.53 1

15 长沙 焊丝生产行业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长沙衡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制造 成长组 2组 87.98 1

16 长沙
智慧安全用电集成系统（安全用电智能装
置）

湖南一二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制造 成长组 3组 91.13 1

第 1 页，共 2 页



序号 所属市州 参赛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参赛产业 参赛类别 分组安排
半决赛得

分
小组排名

17 衡阳
新能源汽车分体式电机壳体及关键制造技
术的研究与产业化

湖南省嘉力机械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成长组 1组 88.17 1

18 衡阳
风电机组塔筒法兰平面度智能检测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

湖南恒岳重钢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新能源 成长组 2组 89.75 1

19 株洲 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开发与应用 湖南米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成长组 1组 89.5 1

20 株洲
广域持久监测系统（Wide Area Persistent 

Surveillance）
湖南傲英创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成长组 3组 88.48 1

21 岳阳 5万吨/年苯甲酸项目 湖南弘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成长组 3组 92.41 1

22 岳阳 新型垃圾焚烧飞灰螯合剂的研发及产业化 湖南福尔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成长组 1组 92.44 1

23 常德
兽药抗生素氟苯尼考中间体的生物酶法合
成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湖南引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 成长组 2组 88.79 1

24 常德 一种淡水藻类新食品原料的产业化 常德炎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 成长组 3组 88.91 1

25 益阳 硅酸钙板覆膜技术研发及规模化生产 湖南愿景住宅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成长组 2组 88.85 1

26 益阳 基于储能的柴发分布式能源系统 湖南微网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成长组 3组 90.08 1

27 永州
基于三农服务与农产品流通供应的大数据
平台

永州润农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成长组 2组 86.6 1

28 永州 新型超宽视角触控液晶显示器件 江华飞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成长组 4组 91.17 1

29 永州 纳米级高性能半导体稀土抛光材料 湖南皓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 成长组 1组 89.57 1

30 永州 新型LED光源研发及其产业化研究 湖南正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成长组 2组 89.3 1

31 永州 新型节能环保高效高压风机 湖南佛尔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制造 成长组 1组 91.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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