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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全国 100 家主要海洋工程及相关企业情报 企业列表 

 江苏神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裕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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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重工船舶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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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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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中远重工有限公司 

 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 

 广东省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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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 

 浙江东红船业有限公司 

 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中钢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 

 大连船舶工业公司(集团)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烟台中集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江苏苏鑫管夹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海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海王星海上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华宇镁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焦作市益瑞镁合金有限公司 

 深圳船舶工业贸易公司 

 上海骏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海鹰加科海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船舶工业公司 

 天津中海科技实业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 

 南京武家嘴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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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贺乐斯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谱海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颂凯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首钢总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 

 江苏稳强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 

 南京斯迈柯特种金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友联船厂(蛇口)有限公司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机械研究所 

 中船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公司 

 洛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 

 合肥天鹅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宏利船舶涂装厂 

 山东省乳山市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源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德沃森(中国)密封橡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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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远方迪威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油漆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格复合材料(南通)有限公司 

 江苏海泰船舶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宏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市管道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阳光泵业有限公司 

 宝鸡市天河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张家港市斯特尔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和世泰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海王机电工程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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