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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岳阳市重点实验室绩效评估结果表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岳阳市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及应用重点实验室 湖南理工学院 合格

岳阳市代谢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中心医院 合格

岳阳市洞庭湖区特色中药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合格

岳阳市骨科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人民医院 合格

岳阳市炎性肠病中医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中医医院 合格

岳阳市呼吸疾病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人民医院 合格

岳阳市心血管病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中心医院 合格

岳阳市电磁装备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湖南理工学院 合格

岳阳市农业环境监测与修复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合格

岳阳市脾胃病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中医院 合格

肝胆微创诊疗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岳阳广济医院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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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泌尿外科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中心医院 合格

血型基因研究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中心血站 合格

云计算与大数据分析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湖南理工学院 合格

老年健康养护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合格

三维步态力学分析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中心医院 合格

生殖医学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合格

增材制造技术岳阳市重点实验室 湖南理工学院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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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岳阳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评估结果表
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评估结果

岳阳市电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科美达电气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环氧环己烷一体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昌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再生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合格

岳阳市移动机车定位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元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高压阀门管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大输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菜籽油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冶金炉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巴陵炉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植物用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激光再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大陆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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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石油化工清洁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长岭炼化岳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橡塑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际华 3517 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生物酶发酵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利尔康生物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数码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福泰数码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煤化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四化建高压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水产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康易达绿茵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药品冻干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合格

岳阳市北斗导航系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国信军创 6906 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防水材料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黄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洞庭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环保胶粘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汇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手性药物中间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亚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湘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石油化工余热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长岭设备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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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高梯度磁力选矿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大力神电磁机械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名贵鱼类苗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合格

岳阳市乳腺疾病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人民医院 合格

岳阳市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手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人体微量元素补充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新华达制药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种猪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畜牧研究所 合格

岳阳市面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玉峰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水生埴物保护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合格

岳阳市散装物料管理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千盟工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高效节能换热设备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中达换热装备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柔性线路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方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聚丙烯熔喷无纺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盛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蛋白质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康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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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合格

岳阳市水上安全气象保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 合格

工厂化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新能源纯水冷却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高澜节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镁合金特种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康源邦尔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岳阳市环保型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凯门水性助剂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特钢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金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锂离子电池检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晨威高科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道路养护特种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新永利交通科工贸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凯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芝麻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长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岳阳市新材料智能钓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一叶舟钓具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茶枯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淳湘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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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岳阳市感应无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超盟科技有限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特种水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展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酶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电磁搅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天力电磁设备有限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农作物种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不合格

岳阳市造纸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国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磁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科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农作物质量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不合格

岳阳市淡水鱼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不二家食品有限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中小企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汇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不合格

岳阳市电磁感应化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鸿升电磁科技有限公司 不合格

岳阳市南方水田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站 不合格

岳阳市洞庭湖候鸟栖息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不合格



8

岳阳市水性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福湘木业有限公司 申请延期评估

岳阳市铝合金压铸工艺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基特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延期评估

岳阳市数字激光定位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科恒电气有限公司 申请延期评估

岳阳市冶金磁电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岳阳东方雷神标准电器有限公司 摘牌（公司注销）

岳阳市生物医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摘牌（公司注销）

岳阳市(保靖)优质茶品种选育与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保靖县科学技术推广中心 摘牌（公司注销）

岳阳市珍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普利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摘牌（公司注销）

岳阳市石油化工燃烧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吉祥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牌（公司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