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一批中国轻工业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建议名单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审建议

1 中国轻工业发酵工程重点

实验室
江南大学 优秀

2 中国轻工业啤酒生物发酵

工程重点实验室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3 中国轻工业微生物资源与

生物催化重点实验室
大连工业大学 优秀

4 中国轻工业微生物工程重

点实验室

天津科技大学、梅花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

5 中国轻工业制浆造纸与印

刷包装重点实验室
齐鲁工业大学 优秀

6 中国轻工业皮革清洁生产

重点实验室
陕西科技大学 优秀

7 中国轻工业纸基功能材料

重点实验室
陕西科技大学 优秀

8 中国轻工业胶体界面化学

重点实验室
江南大学 优秀

9 中国轻工业锂离子动力电

池及系统重点实验室

浙江天能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优秀

10 中国轻工业家用电器变频

技术重点实验室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 中国轻工业绿色照明重点

实验室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立达信绿色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

优秀

12
中国轻工业航天表及计时

仪器可靠性研究重点实验

室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秀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审建议

13 中国轻工业合成生物工程

重点实验室
天津大学 合格

14 中国轻工业生物基材料工

程重点实验室
华东理工大学 合格

15 中国轻工业固态酿造技术

重点实验室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6 中国轻工业华南农产品加

工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合格

17 中国轻工业酒类品质与安

全重点实验室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劲牌有限公司、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学

合格

18 中国轻工业乳酸生物基材

料重点实验室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格

19 中国轻工业生物酿造群体

微生物代谢重点实验室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20 中国轻工业果蔬保鲜与加

工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园
合格

21 中国轻工业浓香型白酒固

态发酵重点实验室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2 中国轻工业植物饮料重点

实验室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23 中国轻工业食品低温加工

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
郑州轻工业大学 合格

24 中国轻工业工业酶菌种选

育技术重点实验室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

司
合格

25 中国轻工业秸秆生物精炼

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格

26 中国轻工业功能与营养食

品重点实验室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合格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审建议

27 中国轻工业新型有机酸生

物发酵工程重点实验室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28 中国轻工业啤酒酿造技术

重点实验室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29 中国轻工业绿色塑料成型

与质量评价重点实验室

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

所
合格

30 中国轻工业无机材料重点

实验室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31 中国轻工业食品包装安全

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华腾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32 中国轻工业高性能陶瓷玻

璃材料重点实验室
陕西科技大学 合格

33 中国轻工业绿色高分子材

料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
合格

34 中国轻工业新型功能陶瓷

材料重点实验室
景德镇陶瓷大学 合格

35 中国轻工业绿色塑料助剂

重点实验室
浙江工业大学 合格

36 中国轻工业高性能聚酯膜

材料重点实验室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

司
合格

37 中国轻工业造纸废弃物综

合利用重点实验室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

限公司

合格

38 中国轻工业制革绿色工程

重点实验室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39 中国轻工业特种土工复合

材料重点实验室

泰安路德工程材料有限公

司
合格

40 中国轻工业造纸与生物质

精炼重点实验室

天津科技大学、山东华泰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1 中国轻工业植物资源高值

化利用重点实验室
大连工业大学 合格

42 中国轻工业清洁制革材料

重点实验室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43 中国轻工业日用玻璃新技

术重点实验室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轻工

业设计院、山东省药用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审建议

44 中国轻工业明胶重点实验

室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鑫浩源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5 中国轻工业表面活性剂重

点实验室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 合格

46 中国轻工业节能节水与废

水资源化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

源环境研究所（北京市土地

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47 中国轻工业新能源动力与

储能电源重点实验室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合格

48 中国轻工业高能锂电材料

重点实验室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格

49 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和资

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
北京工商大学 合格

50 中国轻工业 UV油墨重点

实验室

深圳市深赛尔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51 中国轻工业蜡烛及制品重

点实验室

大连达伦特工艺品有限公

司、大连市产品质量检测研

究院

合格

52 中国轻工业洗涤剂重点实

验室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53 中国轻工业绿色洗涤用品

重点实验室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
合格

54 中国轻工业分布式储能技

术重点实验室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合格

55 中国轻工业化妆品重点实

验室
北京工商大学 合格

56 中国轻工业污染治理和资

源化重点实验室
郑州轻工业大学 合格

57 中国轻工业混合动力汽车

起停电池重点实验室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

司、安徽力普拉斯电源技术

有限公司

合格

58 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自动

化与信息化重点实验室

陕西科技大学、陕西西微测

控工程有限公司
合格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评审建议

59 中国轻工业体育器材制造

重点实验室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合格

60 中国轻工业制笔工程技术

重点实验室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61 中国轻工业低温冷冻技术

重点实验室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2 中国轻工业装备制造与智

能测控重点实验室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昌华造

纸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信和

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碧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肥城金塔机械有限公司、普

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合格

63 中国轻工业液体包装装备

重点实验室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合格

64 中国轻工业公共用钟及时

间同步系统重点实验室

烟台持久钟表集团有限公

司
合格

65 中国轻工业半导体照明电

器重点实验室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合格

66 中国轻工业装备制造智能

化重点实验室
陕西科技大学 合格

67 中国轻工业制笔材料重点

实验室
温州大学 合格

68 中国轻工业 LED节能照明

重点实验室
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合格

69 中国轻工业包装技术与安

全重点实验室
江南大学 合格

70 中国轻工业功能搪瓷材料

重点实验室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71 中国轻工业氨基酸生物转

化重点实验室

山东祥维斯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不合格

72 中国轻工业食品配料重点

实验室
天津科技大学 不合格

73 中国轻工业制盐与盐化工

重点实验室
天津科技大学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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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中国轻工业食品包装材料

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天津科技大学 不合格

75 中国轻工业核桃饮品重点

实验室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科技大学
不合格

76 中国轻工业功能制品发酵

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设计院
不合格

77 中国轻工业盐田藻类生物

技术重点实验室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

不合格

78 中国轻工业食品安全智能

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中科智

能识别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不合格

79 中国轻工业汽车用改性塑

料重点实验室

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

司
不合格

80 中国轻工业高分子建筑材

料重点实验室

新疆蓝山屯河型材有限公

司
不合格

81 中国轻工业新型塑料异型

材重点实验室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不合格

82 中国轻工业工业设计重点

实验室
江南大学 不合格

83 中国轻工业食品饮料智能

制造及装备重点实验室

杭州娃哈哈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娃哈哈科技有限

公司

不合格

84 中国轻工业智能化 LED照

明重点实验室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85 中国轻工业再生塑料循环

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

集团有限公司
不合格

86 中国轻工业植物酵素生产

工艺重点实验室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不合格

87 中国轻工业手表材料重点

实验室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