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第四届“春城创业荟”创业创新大赛海选晋级项目（成长组）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1 工业密封设计与开发 材料、机械能源 云南申行科技有限公司

2 纸管、纸箱高效清洁生产制造项目 材料、机械能源 寻甸兴达纸业有限公司

3 微型耕整地机械组装与销售 材料、机械能源 云南谦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 挖掘资源价值，推动我省钒钛产业升级
转型

化工技术和环境
科学

昆明禾丰环境研究所

5 垃圾燃烧发电系统的开发及应用
化工技术和环境

科学
昆明鑫兴泽环境资源产业有

限公司

6 小宝“荃力净”——芳香植物除甲醛
化工技术和环境

科学
云南小宝科技有限公司

7 涂装工业挥发性有机废气（VOCs） 处理

设备

化工技术和环境
科学

云南富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 污水治理技术的集成创新与应用
化工技术和环境

科学
云南博曦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9 污水检测与处理的创新及服务平台建设
化工技术和环境

科学
云南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最新纳米乳化剂超临界提纯技术在雨生
红球藻生产中的应用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白鸥微藻技术有限公司

11 全智能气雾产业化栽培玫瑰花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雪麟科技有限公司

12 山和良蜜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天卉蜂业科技有限公司

13 地涌金莲开发与销售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禄劝石姑娘山地涌金莲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14 鲜花特色深加工及产业化项目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云软创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5 扯咪村甘蔗种植与榨糖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咏耕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16 富民县鑫季源生态循环果蔬园综合开发
项目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富民潘博种植有限公司

17 道地药材滇黄精的开发利用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青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 智慧园林管家系统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大蚯蚓科技有限公司

19 “钟楼式”生猪生态养殖系统的研发与应

用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石林仁合牧业有限公司

20 智能化系统在有机蔬菜生产中的应用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良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1 名贵中药材川贝母组培育苗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22 香草芳林云香品牌建设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旭胜农业有限公司



23 守望地球家园 粪污资源还田 ——昆明高

校园区公共卫生间固液资源化利用推广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八卫科技有限公司

24 良种肉牛类群优选及绿色生态养殖示范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寻甸宏牧养殖有限公司

25 健康肉牛规模化养殖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寻甸汤何源养殖场

26 土鸡生态养殖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科牧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27 Easy Plant轻松种快乐管智慧农业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绿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8 绿化苗木的种植与销售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雅致苗圃有限公司

29 姬松茸生态种植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英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0 “合作社+农户”模式助力脱贫攻坚产业发

展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禄劝龙腾养殖专业合作社

31 “臻土”彝家黑猪的生态养殖示范与推广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宝来客彼格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32 旭润庄园食用菌特色优质新菌株选育及
栽培技术集成项目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昆明旭日丰华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33 突尼斯软籽石榴的无公害种植及推广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畦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4 东川雪岩种植专业合作社阿旺中药材种
植基地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东川雪岩种植专业合作社

35 蔬菜壮根营养液及其利用该营养液培育
蔬菜的技术运用及产业化

农林、渔牧、食
品及相关产业

云南盛节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36 根雕工艺品厂 其他行业 奇艺根雕工艺品厂

37 汉方明瞳 其他行业 云南明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8 51好支点—知识产权自助运用平台 其他行业
云南好支点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39 禾丰专业人才智库网 其他行业 昆明禾丰职业培训学校

40 “爱云咖”云南高校校园主题创客空间 其他行业
云南众创空间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41 皆大欢“洗”—途咕校园洗护平台 其他行业
云南前行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42 昆明泓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行业 昆明泓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43 密闭式热泵烘烤系统（以此为准） 其他行业
云南中海路德清洁技术有限

公司

44 哈曼大数据运营中心 其他行业 云南哈曼科技有限公司

45 智能办公空间管理系统 其他行业 昆明林海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46 民族服装、生产 其他行业 禄劝舞姿舞韵服装厂



47 手绘、喷绘苎麻门帘、壁挂、隔断、屏
风等工艺品系列研发设计和制作

其他行业
昆明创开瑞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48 诚爱家政 其他行业 诚爱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49 变电站绝缘体带电复合除污成套装置 其他行业 昆明和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50 纸介质绿色平版印刷系统 其他行业 云南卓印科技有限公司

51 企业财税服务平台 其他行业 昆明滇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52 晓书童频道 其他行业 昆明启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3 汽车变速箱养护项目 其他行业
昆明博仕特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54
云南本土新校服行业品牌践行者---Lai  

Dream 其他行业 云南莱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 孕妇的产后服务以及小孩的推拿 其他行业
云南菲式好邻居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

56 专注幼儿园装修 其他行业 昆明鹿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7 中药材育苗、移栽一体化种植基地 其他行业 昆明凯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8 红其星大蒜引种示范 其他行业
昆明明帆农业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59 疙瘩金红薯的种植示范推广 其他行业 昆明金盛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60 互联网+室内设计 其他行业
云南欧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61 大型医疗影像类第三方维修 生物医药
云南瑞派西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

62 虾青素高稳定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生物医药 云南钰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3 POCT基因即时诊断技术装备研究开发 生物医药
云南瑞栢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4 绣球类观赏植物规模化栽培技术推广示
范

生物医药 云南鑫源花卉种植有限公司

65 青春派记录馆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安宁匆匆那年摄影有限公司

66 INNER云剪辑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云南音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7 0-4岁亲子游泳互动教育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贝思莱特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68 让天下没有难读的书--致力于把优质的

教师资源输送到少数名族贫困地区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试竞成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69 《画说昆明》云南/昆明的历史挖掘与再

现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云南丙午郎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70 在线法律服务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奔普科技有限公司



71 华睿中学英语辅导站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龙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72 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全过程技术咨
询服务）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云南邦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3 空谷品牌全案设计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云南空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74 小天才快乐畅想美育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乐想童年教育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75 SevenColours自助绘馆绘画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芮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6 设旗品牌运营机构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云南中谷承道广告有限公司

77 基于知识创作与体验的自然教育APP的
构建与应用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云南一木生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78 新母婴·新产康 全周期产后康复解决方案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好月子科技有限公司

79 【张梅珍】扎染艺术人文品牌
文化创意和服务

咨询
昆明渡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0 全域互联网+智慧旅游政务服务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淼众科技有限公司

81 大数据分析咨询研究服务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云网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82 嗨科技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昆明瓜果科技有限公司

83 城市党建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红岭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84 云南腾印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出行创业项
目介绍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腾印科技有限公司

85 智慧消防大数据管理系统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林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6 唯恒农业数字化服务平台-让数据服务于

产业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唯恒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87 易安云——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安科院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88 绿通车生鲜物流大数据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昆明黑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9 动物防疫大数据平台项目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昆明鼎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0 6#救援服务平台的系统建设及推广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速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1 “滇医通”数字医疗服务平台的建设与运

营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合道康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92 云纸共享纸巾机研发与推广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仕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3 优货邦全球供应链移动社交电商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昆明贤邦科技有限公司

94 5G大规模MIMO天馈系统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深圳市深大唯同科技有限公

司



95 昆明“新实体数字大脑”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优鸟科技有限公司

96 云州造 B2B农产品在线交易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嵩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97 互联网+废旧手机价值评估及回收平台的

建立与应用项目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九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8 《悠米出行》定制化旅游接驳车辆信息
化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小豆科技有限公司

99 《约伴出行》社交分享旅游app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云南网力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100 P-Box公链
信息技术和电子

商务
昆明本番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市第四届“春城创业荟”创业创新大赛海选晋级项目(初创组)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1 基于智能控制系统的羊肚菌种植基地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省青曼达科技有限公司

2 云南花糯米 桑秋传非遗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桑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 柒宝互联网+绿色养生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昆明稚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 禄劝小草乌骨鸡养殖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禄劝县屏山街道小草乌骨鸡养
殖

5 云滇ID智能生态追溯香猪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昆明德旺猪肉代销有限公司

6 “Coffee Time”（咖啡时代）城市咖啡连

锁店项目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歌蕾裴咖啡有限公司

7 临餐粑粑圈七彩云菌餐饮连锁创业项目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昊铭莱餐饮管理公司

8 “荟过日子”社区无人货柜新零售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荟过日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9 蓓彼益母蜜膏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昆明蓓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四季和田一站式绿色农业科技创新服务
平台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启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1 园如艺植物空间“花主题生活艺术馆”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园如艺科技有限公司

12 中药材（金铁锁）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
项目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昆明阿土伯农业有限公司

13 极食优鲜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极食优鲜经贸有限公司

14 酒类个性化定制服务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昆明市盘龙区美酿食品经营部

15 云南曲坔饮品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曲坔饮品有限公司

16 林下胡峰养殖技术示范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寻甸金春养殖场

17 生鲜无农残全程保鲜创新型解决方案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真好生活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18 高钙彩稻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云南稻彩达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19 我的10年电商梦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昆明国开农业有限公司

20 生态猪养殖技术示范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寻甸云畜养殖场

21 智慧采摘—果园助力机器人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Miracle Maker



22 付佰安食疗馆
农林、渔牧、
食品及相关产

业

西山付佰安食疗馆

23 南国本草芯---一种基于亲子鉴定原理研

发的用于药材质量检测的基因芯片技术
生物医药 云南昶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解酒口服液和创口修复液 生物医药 云南宁山商贸有限公司

25 藏药与大健康产业种植加工销售品牌综
合开发

生物医药 云南龙衔黄精食品有限公司

26 滇中新区骨科医疗器械高新技术孵化研
产项目

生物医药 云南欧铂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7 环保科技一站式服务
化工技术和环

境科学
云南叁易科技有限公司

28 蔬菜废弃物固态好氧发酵无害化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

化工技术和环
境科学

云南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9 土壤淋洗耦合热脱附设备
化工技术和环

境科学
云南钰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0 实验室综合废水处理设备
化工技术和环

境科学
云南尤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1 焕驰液体喷护膜
化工技术和环

境科学
昆明金钺商贸有限公司

32 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B2B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嵩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3 科学普及创新教育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紫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4 凡特网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四叶草网络有限公司

35 想象家园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金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6 猎户座大数据精准招商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猎数科技有限公司

37 互联网 + 城市级智慧停车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辕辙科技有限公司

38 景区观景望远镜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倍优率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9 ECC总控平台软件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锦章号科技有限公司

40 直播+短视频社交电商赋能产业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永燃传媒有限公司

41 智慧供应链—数字点亮新零售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昆明海哲科技有限公司

42 大筑科技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大筑科技有限公司

43 锦沐轩学寝用品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昆明陌双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4 云南多肉植物品牌“五百里花房”种植及

电商销售项目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者村科技有限公司



45 个人健康信息管理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慧信科技有限公司

46 “数科”有氧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数科科技有限公司

47 一民宿云南本地民宿运营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

子商务
云南原宿科技有限公司

48 基于互联网的短途货物运输智能化和无
人化解决方案

材料、机械能
源

昆明易货格物流有限公司

49 甲翼机：会飞的太阳能发电站
材料、机械能

源
昆明鞘翼科技有限公司

50 改性生物柴油车用燃料
材料、机械能

源
云南孚美新能源有限公司

51 机控车床配件生产及零售
材料、机械能

源
云南天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2 恬雨花屋的N次方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恬雨花卉有限公司

53 非遗技艺 掐丝珐琅彩画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德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4 无人机大气监测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司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5 户外花园教室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慢蜗牛旅游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56 普洱茶的专属茶器 --- 今采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恒艺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57 民族文化创意珠宝设计定制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五寻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58 【野间美术馆】系列艺术教育课程体系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维他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59 云南特色民族“俏雲锦”民族服饰推广项

目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百子映福工艺品有限公司

60 规范汉字书写在线学习辅助教学系统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临摹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1 昆厂650跨界联名制造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创韵广告公司

62 星蜜校视媒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星蜜传媒有限公司

63 “祖氏滇绣”手工刺绣服装开发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文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4 漆艺传承青创社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上海才复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65 “山客煮酒”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项目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山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66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生鲜零售管理咨询
——赋能中小商家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鲜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67 小学霸在狮城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伊斯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68 云南滇瓦、斑陶健康茶酒器具、餐具销
售和创意设计销售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滇陶乐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69 槿尤花艺——鲜花电商及未来花艺生活

体验馆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槿尤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
司

70 一粒麦儿童滋养园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一粒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71 以专业感受艺术美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雅麒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72 艺全汇列宾国际心灵美学教育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艺全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73 儿童美术教育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恩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4 昆明书林别院独立精品酒店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南国之春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75 儿童成长智慧集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翼鸣公关传媒有限公司

76 中际金联-商务精细化服务集成托管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中际金联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77 企红云——企业红色文化云服务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昆明企红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78 多元民族文化品牌策划项目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善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9  300年斑花绽放新生
文化创意和服

务咨询
云南美知美物科技有限公司

80 云南“3分钟智慧应急救援网”落地项目 其他行业 云南马头墙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81 “人生智慧一千言”幼儿国学启蒙 其他行业
昆明市琼林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82 当代中国风及民族风服装服饰设计与定
制服务

其他行业
云南衣行长歌服装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83 智能辅助外骨骼机器人研究与开发 其他行业 昆明桑达科技有限公司

84 全覆盖审计管理及审计工具箱 其他行业 云南旭盟科技有限公司

85 稚屋日托 其他行业 云南稚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6 无人机多光谱在云南省内高原茶产业价
值介绍

其他行业 西山区维来通讯器材经营部

87 版纳候鸟管家 其他行业
云南候鸟旅居管家科技有限公

司

88 无人机前端精准制导 其他行业 云南俊能科技有限公司

89 绿色装配式装修全产业链 其他行业 云南精装科技有限公司

90 沃力空间办公企业服务平台 其他行业 昆明沃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1 “未来梦想+”幼儿素质教育提升计划 其他行业
昆明派易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92 全国第一架可一人携带操作的便携式植
保无人机

其他行业 云南秋昱羽盛科技有限公司

93 智能养车 其他行业 邻加养车

94 民族服装和民族改良服装 其他行业 云南格诗林服饰有限公司

95 吃萌 其他行业 “吃萌”项目团队

96 无影手影音后期工作室 其他行业 云南无影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7 体育运动的社会化普及和商业化创新融
合

其他行业
云南奥唯筑创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

98 一种用于高层建筑物的消防逃生和脱贫
项目的推广

其他行业
昆明淘胜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99 不舞不形MV少儿街舞 其他行业 云南寰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 绿色装配式建筑设计及技术服务 其他行业
昆明铁新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101 新型钢带木质包装箱 其他行业 昆明景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02 办公绿化专业服务 其他行业 云南春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3 苹果里美学馆 其他行业
昆明市盘龙区长耳象美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104 五金帮APP平台 其他行业 云南帮谋道科技有限公司

105 基于石林旅游资源的智慧化休闲度假庄
园建设

其他行业 云南乐尔农庄有限公司



昆明市第四届“春城创业荟”创业创新大赛报名统计表（创意组）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申报人

1 朝花夕拾--脱贫致富平台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宁平

2 “秒杀”果蔬等食材净化机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黄彪

3 锁钥南滇扶贫开发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张缅

4 秘密果园爆珠饮品的开发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段云凤

5 农副产品太阳能—热泵联合干燥箱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李金

6 酒点伴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石明周

7 《千滋百蘸——便携滇派新式蘸水》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谢子成

8 智慧书医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刘兰兰

9 自然糖-手工熬制糖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迟钰晔

10 “麻斋”小草坝天麻加工销售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张海

11 永生花礼品设计加工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周必良

12 真味薯业——高原特色产品创新开发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唐丽艳

13 独艺吾鸸——元阳鸸鹋创意产品开发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吴鑫娜琦

14 螺旋式鱼体传输装置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刘晓嫚

15 “龙的传人”专用口腔护理专家——龙血

竭牙膏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王萌

16 一种中草药结合微生物的绿色纯生物杀
虫剂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杨倩

17 营养增效型系列豆芽发酵乳制品生产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罗扬

18 懒乐轻食胚芽米 —— 传统酿造与现代低

温干燥技术的融合

农林、渔牧、食品及相
关产业

吕振东

19 “芯”好遇见你------记忆芯片项目策划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李杰

20 互联网社群+游戏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高龙

21 “馥苏”新花卉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黄文箫



22 无人机桥梁巡检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张俊博

23 租呗   一个大学生物品实时租赁交易的

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刘诗尊

24 “高数邦” app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周聪寅

25 小微知书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顾丽莎

26 东南亚商务直通车公众号平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王小金

27 测绘地信APP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庞仕吉

28 24小时（无人操作）智能饺子机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李文军

29 腕宝——智慧情绪管家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曹炜烨

30 人体穴位热雾疗仪 生物医药 施花萍

31 口腔微创液压牙钳 生物医药 何子龙

32 彝药月子熏蒸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生物医药 罗明会

33 水蛭人工养殖及其产品研发 生物医药 刘子超

34 蚊所未闻傣药液体蚊香 生物医药 明惠

35 “冬青精油”强效去痘剂 生物医药 杨凤玲

36 一种寡糖潜在药用价值的开发 生物医药 易梦镯

37 三七稀有人参皂苷的开发 生物医药 丁自贵

38 PVC再生·净时代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代茶丽

39 N+生态水稻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曾昌娥

40 等离子体强化催化处理典型大气污染物
成套技术推广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宁致远

41 爱云咖生态杯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王琛凌

42 荧光新材-铜离子检测试剂盒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蒋涛

43 固废基污泥深度脱水剂制备及应用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郭致蓥

44 本源科技-世界领先的手行氢化萘生产服

务商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徐丹丹



45 光伏直驱蓄能空调系统 材料、机械能源 王良

46 时代军港——退役军人就业服务生态圈 其他行业 杨松银

47 车小丫——安全出行守护神 其他行业 李月萌

48 千家书局 其他行业 吴志敏

49 画语·猫吧 其他行业 蒋静华

50 昆明候鸟管家 其他行业 高军

51 “安全着陆”运动防护中心 其他行业 彭远路

52 宠遇—用心创造更好的相遇 其他行业 向雯

53 基于无线传感技术的智能输液报警系统 其他行业 杨宇桥

54 浸入式液态硬件 其他行业 林子杰

55 让“我”伴你成长 其他行业 陈韵竹

56 润满家移动月子中心 其他行业 杨薇

57 古滇奇草堂 无创视力防控养护项目 其他行业 李清华

58 “天翼”筑梦工厂 其他行业 邓诗慧

59 玩在一起—校园文化创意孵化馆 其他行业 王翔

60 “花蕊计划”——助力贫困地区留守儿童

心理辅导
其他行业 马欢

61 干线运输下的货运车辆燃油消耗与碳排
放量测算监控系统

其他行业 徐新扬

62 绿色节能管家——基于图像识别和大数

据分析处理的平台
其他行业 周文娅

63 创客书坊 其他行业 徐群峰

64 新型三相电网输电线路绝缘电阻测试仪 其他行业 李通

65 一种能改变太阳能利用率的光伏板充电
装置

其他行业 张浩

66 高效净化高毒污染物材料的制备及组件
应用

其他行业 李江松

67 一种基于自然动力的河流湖泊漂浮垃圾
收集装置

其他行业 席良



68 春城慧眼识路 其他行业 赵仕林

69 杨林职教园区大学生宿舍神器购物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寸玉江

70 爱稀原创品牌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冯成功

71 昆明市创客联盟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陈曦

72 彩虹面团梦工厂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吴城燕

73 环保书斋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胡飞虎

74 逆进化旅游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张匀译

75 α（阿尔法）客栈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李玲

76 第一映像媒体工作室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吕锐

77 Bag工坊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李彩云

78 穿越时空的美装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郭静

79 ‘’酷享all”微信小程序运营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李淳

80 师承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王天义

81 Mini解忧屋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杨剑颖

82 云南文化手工包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明丽华

83 “吉他说”新媒体创业计划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张军

84 传文译站（传统文化交流的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李欣

85 游走滇峰--致力于打造云南高原体育赛

事品牌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李富雄

86 朴意凡器藤竹手工艺创意品牌塑造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曾镘醍

87 极教学“硬笔快写”科学练字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代瑄

88 碗约相会-个性化餐具服务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邹杰

89 滇典巅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杨卫杰

90 文创产品设计制作及新工艺研发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陆勇



91 橘井草堂工作室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赵义晓

92 报废汽车文化创意DIY系列作品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李祥

93 原创非遗传承艺术影视项目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沈明佳

94 创拓——玩转非遗体验式传拓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李畅

95 胡椒艺术经纪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凌虹雯

96 燃烬文化传媒工作室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杨靖琦

97 聚遗民族文化传播交流项目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杨秘

98 创新自然花卉—民族花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许艳梅

99 与子同袍中医审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谢满

100
“遇见阿诗玛”——非物质文化遗产、彝

族传统文化“阿诗玛文化”的传承发展与

创新设计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金思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