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年云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公示名单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1 昆明市 高新区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昆明市 高新区 昆明腾洋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3 昆明市 高新区 云南兴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 昆明市 高新区 云南缘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 昆明市 高新区 云南昆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 昆明市 高新区 昆明贵研金峰科技有限公司

7 昆明市 高新区 云南运成制版有限公司

8 昆明市 高新区 昆明和合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9 昆明市 高新区 云南五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昆明市 高新区 昆明南珠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11 昆明市 高新区 云南全克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12 昆明市 安宁市 昆明金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3 昆明市 安宁市 云南安化有限责任公司

14 昆明市 安宁市 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5 昆明市 安宁市 昆明市华港塑业有限公司

16 昆明市 安宁市 昆明汇泉高纯半导材料有限公司

17 昆明市 安宁市 云南三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18 昆明市 呈贡区 云南绿盛美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9 昆明市 滇中新区 中驰三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 昆明市 富民县 昆明俊马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21 昆明市 官渡区 凯斯达科技有限公司

22 昆明市 官渡区 云南天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3 昆明市 官渡区 昆明驼行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 昆明市 官渡区 云南九巨龙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 昆明市 官渡区 昆明力飞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26 昆明市 官渡区 国检测试控股集团云南京诚检测有限公司

27 昆明市 晋宁区 云南欣城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28 昆明市 晋宁区 昆明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29 昆明市 晋宁区 云南固特邦钢塑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30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海燕建设有限公司

31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玖香鲜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通标检测有限公司

33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昆岭薄膜工业有限公司

34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超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5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恒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6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37 昆明市 经开区 昆明富尔诺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新坐标科技有限公司

39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建投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0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建投第二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41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养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2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3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与诺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4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建投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45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科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46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思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47 昆明市 经开区 昆明悟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8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聚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9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仨得科技有限公司

50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艺筑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51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冶金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52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优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3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菩丕实业有限公司

54 昆明市 经开区 昆明小松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55 昆明市 经开区 昆明龙誉恒光电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56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57 昆明市 经开区 昆明天华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58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智谷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9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云检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60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达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61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楚天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62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先控科技有限公司

63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顺筑装配式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64 昆明市 经开区 云南睿利科技有限公司

65 昆明市 经开区 昆明白鸥微藻技术有限公司

66 昆明市 经开区 昆明途恒科技有限公司

67 昆明市 空港区 云南百冠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68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凌翔建筑管理有限公司

69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大口码科技有限公司

70 昆明市 盘龙区 昆明茨坝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71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芸岭鲜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2 昆明市 盘龙区 中基万季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3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海力特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74 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长耕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75 昆明市 嵩明县 昆明源瑞制药有限公司

76 昆明市 嵩明县 云南绿宝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77 昆明市 嵩明县 云南易高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78 昆明市 嵩明县 云南菌视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9 昆明市 嵩明县 昆明统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0 昆明市 嵩明县 昆明博效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81 昆明市 嵩明县杨

林经开区

昆明铁骑力士饲料有限公司

82 昆明市 五华区 昆明微想智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 昆明市 五华区 昆明鑫兴泽环境资源产业有限公司

84 昆明市 五华区 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85 昆明市 五华区 云南友脉科技有限公司

86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腾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87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明侍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8 昆明市 西山区 昆明裕众光学有限公司

89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建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90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91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92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新铜人实业有限公司

93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94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神州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95 昆明市 西山区 昆明英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6 昆明市 西山区 云南铁汉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97 昆明市 西山区 昆明勋凯瑞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98 昆明市 宜良县 云南凯威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9 昆明市 宜良县 云南国润香料制造有限公司

100 昆明市 宜良县 北新建材（昆明）有限公司

101 昆明市 宜良县 云南连宸食品有限公司

102 昆明市 宜良县 云南滇都种业有限公司

103 昆明市 宜良县 昆明悦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4 保山市 昌宁县 昌宁华龙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5 保山市 龙陵县 云南品斛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6 保山市 龙陵县 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07 楚雄州 楚雄市 楚雄佑琳生科技有限公司

108 楚雄州 楚雄市 楚雄州志祥粮油有限公司

109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楚雄云植药业有限公司

110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云南裕丰药业有限公司

111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楚雄老拨云堂药业有限公司

112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云南瑞药金方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113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楚雄威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4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云南郡筹制药有限公司

115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云南楚雄益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16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云南宾飞科技有限公司



117 楚雄州 楚雄市

高新区

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

118 楚雄州 大姚县 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

119 楚雄州 大姚县 云南大姚祥华工业制造股份公司

120 楚雄州 大姚县 大姚家和天然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21 楚雄州 禄丰市 龙佰禄丰钛业有限公司

122 楚雄州 禄丰市 云南嘉缘花木绿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23 楚雄州 禄丰市 云南安锋气体有限公司

124 楚雄州 牟定县 云南牟定彝乡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 楚雄州 牟定县 云南牟定兴华食品有限公司

126 楚雄州 南华县 楚雄州恒麟建材有限公司

127 楚雄州 武定县 龙佰武定钛业有限公司

128 楚雄州 武定县 云南胤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9 楚雄州 元谋县 元谋县果然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30 楚雄州 元谋县 元谋金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31 大理州 宾川县 云南泰瑞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132 大理州 大理市 嘉士伯（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

133 大理州 鹤庆县 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

134 大理州 鹤庆县 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

135 大理州 弥渡县 云南明远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136 大理州 巍山县 大理时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7 大理州 祥云县 云南龙云大有实业有限公司

138 大理州 祥云县 大理州祥云大宇包装有限公司

139 大理州 祥云县 云南华诺工贸有限公司

140 大理州 云龙县 大理州云龙县诺邓火腿食品厂

141 德宏州 芒市 德宏盈瑞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142 迪庆州 维西县 迪庆香格里拉碧罗雪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3 迪庆州 维西县 维西伟宏农特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4 迪庆州 香格里拉

市

香格里拉市禧裕谷农耕文化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45 红河州 个旧市 红河州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46 红河州 金平县 金平县天源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147 丽江市 古城区 丽江市英煌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48 丽江市 古城区 丽江市古城区秋成种养殖有限公司

149 丽江市 华坪县 华坪县华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0 丽江市 永胜县 丽江十邦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151 丽江市 永胜县 丽江市永胜天然食品厂

152 丽江市 玉龙县 丽江华利生物开发药业公司

153 丽江市 玉龙县 丽江翠森茂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4 临沧市 临翔区 云南善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5 临沧市 临翔区 云南孤狼翼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6 临沧市 临翔区 云南广福药业有限公司



157 临沧市 永德县 云南戎氏永德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158 普洱市 孟连县 普洱市孟连行健普洱茶开发有限公司

159 普洱市 宁洱县 普洱科茂林化有限公司

160 普洱市 宁洱县 普洱茶王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1 普洱市 思茅区 普洱联众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162 普洱市 思茅区 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163 普洱市 西盟县 西盟佤山种猪改良科技有限公司

164 曲靖市 富源县 云南俏生源食品有限公司

165 曲靖市 会泽县 会泽浔陶商贸有限公司

166 曲靖市 会泽县 会泽德康斑铜工贸有限公司

167 曲靖市 会泽县 会泽鲟鱼谷鱼子酱有限责任公司

168 曲靖市 经开区 云南康恩贝希陶药业有限公司

169 曲靖市 经开区 曲靖阳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170 曲靖市 经开区 云南博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1 曲靖市 经开区 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72 曲靖市 陆良县 陆良佰佳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3 曲靖市 陆良县 陆良爨乡绿圆菇业有限公司

174 曲靖市 陆良县 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

175 曲靖市 陆良县 陆良灿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76 曲靖市 罗平县 罗平县阳洋黄姜有限公司



177 曲靖市 罗平县 罗平金丰油脂有限公司

178 曲靖市 马龙区 云南双友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79 曲靖市 麒麟区 曲靖乾坤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80 曲靖市 麒麟区 云南沃鼎庄园酒业有限公司

181 曲靖市 师宗县 师宗起点胡蜂养殖有限公司

182 曲靖市 宣威市 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凤凰钢铁有限公司

183 曲靖市 沾益区 曲靖福牌彩印有限公司

184 曲靖市 沾益区 云南云维飞虎化工有限公司

185 曲靖市 沾益区 曲靖胜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86 文山州 富宁县 富宁金泰得剥隘七醋有限公司

187 文山州 广南县 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8 文山州 马关县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189 文山州 丘北县 文山玖香鲜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0 文山州 文山市 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

191 文山州 西畴县 文山麒丰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92 文山州 砚山县 金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3 文山州 砚山县 云南立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4 西双版纳

州

景洪市 满山歌茶业（西双版纳）有限公司

195 西双版纳

州

景洪市 云南西双版纳州古茶山茶业有限公司

196 西双版纳

州

勐海县 勐海曼香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97 玉溪市 澄江市 云南澄江华业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98 玉溪市 澄江市 云南德春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99 玉溪市 澄江市 云南澄江志成磷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 玉溪市 澄江市 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

201 玉溪市 澄江市 云南澄江天辰磷肥有限公司

202 玉溪市 高新区 云南绿叶生防科技有限公司

203 玉溪市 高新区 红云制药（玉溪）有限公司

204 玉溪市 高新区 云南素颜素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5 玉溪市 高新区 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

206 玉溪市 高新区 云南德新纸业有限公司

207 玉溪市 红塔区 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注册地址

企业名称
州、市 县、市、区

208 玉溪市 红塔区 云南前列电缆有限公司

209 玉溪市 红塔区 云南吉星德亿科技有限公司

210 玉溪市 红塔区 玉溪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211 玉溪市 江川区 玉溪新天力农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12 玉溪市 江川区 云南天合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13 玉溪市 通海县 通海锦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4 玉溪市 通海县 通海云石工贸有限公司

215 玉溪市 易门县 云南裕隆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16 玉溪市 易门县 云南傲远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17 昭通市 鲁甸县 昭通高速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218 昭通市 巧家县 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19 昭通市 永善县 昭通市金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220 昭通市 永善县 云南八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