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特色产品

1 安徽 安徽红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服装MTM规模化定制

2 安徽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水刺无纺布

3 安徽 广德天运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复合高阻燃材料

4 安徽 铜陵松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环锭纺智能落纱机

5 北京 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BWT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

6 北京 北京宇田相变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性微胶囊

7 福建 福建省海兴凯晟科技有限公司 舒弹丝

8 福建 福建省长乐市立峰纺织有限公司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9 福建 厦门帮众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度全自动配料机

10 广东 中山子目相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涂料数码印花牛仔休闲服

11 广西 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丝巢”桑蚕丝被

12 河北 河北力科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高强包芯缝纫线

13 湖北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EXCEL系列双组份非织造布

14 湖北 湖北山特莱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水溶性聚酯浆料

15 湖北 森织汽车内饰（武汉）有限公司 多功能特色内饰面料

16 湖北 武汉裕大华服饰有限公司 
冰川品牌羽绒服、裕大华1919品
牌西服

17 湖南 常德经纬摇架科技有限公司 纺纱摇架、上肖

18 江苏 常州巨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阿里supET工业联网平台

19 江苏 常熟万龙机械有限公司 专用托网结构的圆筒针刺机

20 江苏 常州丁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性面料

21 江苏 海安县华荣化纤有限公司 锦纶丝、锦纶线

22 江苏 江苏富之岛美安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染天然抗菌夏被

23 江苏 江苏恒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织、针织滤料基布

纺织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第一批）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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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江苏 江苏恒舞丝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创丝巾

25 江苏 江苏华跃纺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基布

26 江苏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细纤维系列面料及无尘洁净制
品

27 江苏 江苏联宏纺织有限公司 纳米功能性针织品

28 江苏 江苏陆亿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铜离子抗菌改性聚丙烯腈纤维抗
菌织物

29 江苏 江苏宋和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提花机

30 江苏 江苏索力得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粗旦高强涤纶工业长丝（3000D
以上）

31 江苏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 纺织后整理设备

32 江苏 江阴市傅博纺织有限公司 彩色针织牛仔

33 江苏 凯盛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凯盛牌家纺套件

34 江苏 连云港神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性能碳纤维机械手臂

35 江苏 如意屋家居有限公司 功能性窗帘面料

36 江苏 无锡市金达超细织物有限公司 超细纤维擦拭布

37 江苏 无锡协新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法功能整理（多酶协同）羊
毛面料

38 江苏 无锡裕通织造有限公司 超细旦麂皮绒、易去污面料

39 江苏 张家港三得利染整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涂料连续段染喷染纱线

40 江西 江西昌硕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功能性涂层复合纺织品

41 辽宁 大连东立工艺纺织品有限公司 流苏

42 辽宁 一生一纱时尚产业（大连）有限公司 波西米亚风格婚纱

43 山东 济宁如意家纺有限公司 雨露棉系列产品

44 山东 临清市志海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强捻纱

45 山东 青岛百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薄荷改性粘胶纤维

46 山东 青岛邦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TempSense智能调温纤维

47 山东 青岛新维纺织开发有限公司 迭代涤纶

48 山东 乳山汉泰大麻纺织有限公司 汉麻有机棉复合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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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山东 山东广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印染、洗涤等设备应用的
辊轴类产品

50 山东 山东联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新材料赛络紧密纺纱线

51 山东 山东千榕科技有限公司 加尔思医护服产品

52 山东 山东圣润纺织有限公司 高端功能性腈纶纱

53 山东 山东维蕾克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维蕾克服饰

54 山东 山东兴国大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电子级无碱玻璃纤维E布

55 山东 山东兴国新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温复合过滤材料

56 山东 山东兴国新力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集装袋

57 山东 山东银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工艺被套、被子、窗帘等家用纺
织品

58 山东 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 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

59 山东 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

60 山东 烟台明远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可回收、可持续、环保家用纺织
产品

61 山东 淄博朗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碳纤维轴辊

62 山东 淄博祥源纺织有限公司 酸性印花技术

63 山西 山西吉利尔潞绸集团织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娘潞绸被

64 陕西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方科”牌安全防护用纺织品

65 陕西 陕西长岭纺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纺纱全流程质量检测控制系统

66 上海 上海锴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晓布纺织品智能质检机器人XB-
100

67 上海 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羽绒、羽绒制品

68 上海 上海灵氟隆膜技术有限公司 聚四氟乙烯微孔膜

69 上海 上海兆妩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唐韵真丝斜纹印花方巾

70 上海 上海珍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B功能家纺产品

71 四川 成都晓梦纺织品有限公司 百草养生枕

72 新疆 新疆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 职业装

73 新疆 新疆玉泰驼绒纺织品有限公司 抑菌排汗驼绒短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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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新疆 新疆臻泰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高端面料色纱系列

75 浙江 杭州柯力达家纺有限公司 高耐磨装饰面料

76 浙江 宁波丽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组合型新型材料地毯

77 浙江 宁波圣瑞思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智能纺织服装吊挂系统

78 浙江 绍兴豪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蓝光制网机

79 浙江 绍兴勤烨针织工业园有限公司 竹纤维系列西装面料

80 浙江 桐乡市恒基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高性能DTY差别化纤维

81 浙江 浙江澳亚织造股份有限公司 松紧带 提花带

82 浙江 浙江蚕缘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至尊黄金纯桑蚕丝被

83 浙江 浙江东进新材料有限公司 防水透湿功能性面料

84 浙江 浙江吉麻良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精梳大（汉）麻棉混纺纱

85 浙江 浙江金佰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低能耗深井曝气技术

86 浙江 浙江蓝天海纺织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蓝翔”防静电系列产品

87 浙江 浙江尚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性运动面料

88 浙江 浙江省台州芸芝绣衣有限公司 盘雕绣时尚吊裙

89 浙江 浙江双灯家纺有限公司 智能生态感应毛巾

90 浙江 浙江五世同堂真丝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蚕丝被

91 浙江 浙江原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印花图案设计与分色

92 浙江 中多控股有限公司 麂皮绒

93 重庆 重庆段氏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AI 服装定制平台（西服、大衣、
衬衫等服装全品类定制）

94 重庆 重庆金猫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高精密钢丝圈钢领

95 重庆 重庆立泰服饰集团有限公司 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