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八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赛入围名单 
 

序号 地区 类别 参赛队伍 参赛项目 

1 保定 成长组 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核电站控制棒驱动机构用马氏体不锈钢

12Cr13 小口径厚壁管驱动杆制备与应用 

2 保定 成长组 
保定市福瑞客特种陶瓷制品制造有限公

司 
300-350km/h 及以上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 

3 保定 成长组 河北美荷涂料有限公司 预感防控体系的建设与应用 

4 保定 成长组 河北中环新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高效空气净化消毒材料研发及应用 

5 保定 初创组 保定邦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后疫情·新材料·聚氨酯 TPU 纳米长效抗

菌制品 

6 保定 团队组 繁多星科技团队 
三维温控变色油墨及印刷产品的开发及

应用 

7 保定 团队组 七色光 基于 CADD-MINP 的化学发光试剂盒 

8 保定 团队组 炫彩木韵——彩色科技木创新工作室 炫彩木韵 

9 沧州 成长组 沧州旭阳科技有限公司 
聚酰胺热塑性弹性体制备及产业化创新

团队 

10 沧州 成长组 河北天科瑞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防刺复合材料 

11 沧州 初创组 河北联之捷焊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用新型焊丝——绞股焊丝 

12 承德高新区 团队组 魅力无限 
粘上你就别想离开我——防脱落自保温

饰面一体化砌块 

13 承德高新区 团队组 驭梦科创 改性天然沸石基家用环境除湿净化系统 

14 定州 成长组 河北复朗施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新兴纳米材料装备研发及纳米材料工业

量产 

15 邯郸 成长组 邯郸二宁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铝合金铸件高固相半固态流变技

术的产业化应用 

16 邯郸 成长组 邯郸市峰峰龙海金属镁加工有限公司 生物医用高纯镁材料 

17 邯郸 成长组 邯郸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大尺寸、高效率碲化镉发电玻璃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 

18 邯郸 成长组 河北和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藏羊绒典藏艺术制品 

19 邯郸 成长组 河北华清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OLED材料 

20 邯郸 成长组 河北科欧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保真复原橡胶 

21 邯郸 成长组 河北利仕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海因类消毒产品开发及产业化应用  

22 邯郸 成长组 中亨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真空绝热板恒温箱的研发与产业化 

23 邯郸 团队组 创新团队 耐磨二氧化硅超疏水材料的研究 

24 邯郸 团队组 
集成电路用超高纯难熔金属新材料研发

团队 
集成电路用超高纯钨制品新材料研发 



序号 地区 类别 参赛队伍 参赛项目 

25 邯郸 团队组 暖中科技 真空封装法生产石墨烯电地暖膜 

26 邯郸 团队组 冶金新材料 绿色生态 IPS 新材料 

27 邯郸 团队组 玉辉新材料 新型油水分离材料 

28 邯郸 团队组 智造材料 
新型空心双金属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

制备 

29 衡水 成长组 博路天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容量动力电池用硅基负极材料 

30 衡水 成长组 河北欧通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精级铬锆铜微孔管—新一代导电嘴材

料 

31 衡水 成长组 衡水均凯化工有限公司 
柔性液晶显示新材料聚酰亚胺单体的研

发及产业化 

32 衡水 初创组 河北帅阔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纳米改性无溶剂高强度弹性涂料 

33 衡水 团队组 绿色新型无机阻燃剂研发团队 新型金属复合盐阻燃剂的研发和应用 

34 京津冀协同 团队组 Enterprise 
“尘电不侵”——基于磁性技术的纳米自

洁建筑涂料 

35 京津冀协同 团队组 高端球形钛粉创新团队 钛科新材-全球高端技术钛领域的领跑者 

36 京津冀协同 团队组 土浪猫 木来心往 

37 廊坊 成长组 国科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防监控补光灯用荧光转换型 LED光源及

其配套近红外发光材料 

38 廊坊 成长组 廊坊旭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芦苇基超疏水型气凝胶抗菌材料 

39 廊坊 成长组 迈海新型材料科技（固安）有限公司 生物医用陶瓷材料及其数字化智能制造 

40 廊坊 团队组 舒毅防护科技 
新型盐膜空气过滤杀菌材料及防护产品

应用推广 

41 廊坊 团队组 智能表面 润湿性可控的智能表面 

42 秦皇岛 成长组 秦皇岛美博士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美博士纳米贝壳粉 

43 秦皇岛 成长组 青龙满族自治县博汇工贸有限公司 
碳化硅陶瓷先驱体及碳化硅陶瓷基复合

材料 

44 秦皇岛 成长组 远科秦皇岛节能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石墨稀涂层在燃气轮机涡轮叶片上的应

用 

45 石家庄 成长组 河北正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及高铁用核心部件高导热氮化

硅陶瓷基板产业化 

46 石家庄 成长组 石家庄鑫富达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基于新型环烯烃聚合物材料的疫苗用包

装 

47 石家庄 团队组 零点征程 "油然而生"——油井用可控封堵剂 

48 
石家庄高新

区 
成长组 河北惟新科技有限公司 显示行业用高性能 ITO靶材成套工艺技术 

49 
石家庄高新

区 
成长组 见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纳米银离子抗菌新材料及制品 

50 
石家庄高新

区 
初创组 河北戴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促伤口愈合-抗菌-抗疤痕三效合一的 2类

新药苯妥英银外用制剂的开发 

51 唐山 成长组 唐山市博世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效缓释促愈合抗菌凝胶功能敷料 



序号 地区 类别 参赛队伍 参赛项目 

52 唐山 团队组 不叮团队 芳香驱蚊凝胶 

53 辛集 成长组 河北冠靶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金属及合金溅射靶材项目 

54 辛集 成长组 河北华纺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交通系统（公交车、地铁、高铁、飞

机等）的抗病毒纳米过滤材料 

55 辛集 成长组 河北天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污水处理阳极材料 

56 辛集 成长组 铁科腾跃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铁路隧道衬砌结构防水用新型橡胶

止水带 

57 辛集 成长组 辛集市凯科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性涂层胶产品的研发 

58 邢台 成长组 河北塔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超耐磨混凝土输送橡胶软管 

59 邢台 成长组 河北允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 200 吨对叔丁基苯甲腈项目 

60 邢台 成长组 邢台镁熙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手机玻璃屏专用低铁碳酸镁 

61 邢台 团队组 
河北省沙河玻璃技术研究院抗菌玻璃研

发团队 

离子交换法抗菌玻璃及其在医疗环境、公

共空间的应用 

62 邢台 团队组 花黄团队 超薄高强度玻璃制镜 

63 雄安 成长组 雄县雄阳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道、坑塘、景观水治理抗菌抑藻复合新

材料 

64 雄安 初创组 河北雄安伊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改性聚烯烃合金网格式渗排水管 

65 张家口 成长组 张家口烯暖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石墨烯基功能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