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年度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试点工作拟补助项目清单

序号 报送单位 生产企业名称 投保新材料名称 对应保险单号 承保机构名称

1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椿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金基银钯合金复合材料
10118033900891007990
10118033900891011380
1011803390089101001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2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流动尼龙

AHAE02ZZJ919Q000002N
AHAE02ZZJ919Q000003C
AHAE02ZZJ919Q000004S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心支公司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埃克诺新材料（大连）有限公
司

氮化硅陶瓷材料 ADAL005ZJ919Q000001L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分公司

4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轴承钢

PZHJ202032010000000005
PZHJ201932010000000007
PZHJ202032010000000003
PZHJ202032010000000001
PZHJ20193201000000001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市分公司

5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隆达超合金航材有限公司 超高纯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 1460523390085540682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分公司

6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苏州腾达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扩散膜 1055000390076673444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7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苏州腾达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复合膜
10550003900673338786
10550003900881928669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8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环保水系剥离液 1460506390068066719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分公司

9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和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铜蚀刻液 PNBJ20193211000000000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市分公司

10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泰瑞耐火有限公司 碳化硅陶瓷膜过滤材料 14688013900640297909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
兴中心支公司

11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高性能碳纤维
ANAJG01ZJ919Q000011S
ANAJG01ZJ919Q000010K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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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高性能碳纤维
PZHJ201932010000000002
PZHJ20193201000000000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

13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世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流动性尼龙

PNBJ201933010000000001
PNBJ201933010000000002
PNBJ201933010000000003
PNBJ201933010000000004
PNBJ201933010000000005
PNBJ201933010000000006
PNBJ201933010000000007
PNBJ201933010000000008
PNBJ201933010000000009
PNBJ201933010000000010
PNBJ20193301000000001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国际保险营业部

14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通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汽车核心部件用尼龙复合材
料

AHAZ750ZJ919Q000003Y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中心支公司

15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锦辉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复合膜
AHAZ650ZJ919Q000004E
AHAZ650ZJ919Q000005P
AHAZ650ZJ919Q000003F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中心支公司

16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极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隔膜涂布超细氧化铝

粉体材料

PNBJ201933060000000003
PNBJ201933060000000004
PNBJ20193306000000000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市分公司

17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扩散膜（下扩散膜） PZHJ20193302000000000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

18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阜阳欣奕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光刻胶

AHEFKJ1ZJ920Q00005N
AHEFKJ1ZJ920Q00001N
AHEFKJ1ZJ920Q00004G
AHEFKJ1ZJ920Q00003A
AHEFKJ1ZJ920Q00002T
AHEFKJ1ZJ920Q00006T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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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芜湖映日科技有限公司 高密度ITO靶材

AHEFTL1ZJ920Q000002G
AHEFTL1ZJ919Q000015P
AHEFTL1ZJ919Q000019B
AHEFTL1ZJ919Q000021T
AHEFTL1ZJ919Q000018L
AHEFTL1ZJ920Q000003A
AHEFTL1ZJ919Q000013K
AHEFTL1ZJ919Q000005L
AHEFTL1ZJ920Q000001L
AHEFTL1ZJ919Q000012H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中心支公司

20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芜湖映日科技有限公司 平面显示用高纯  钼管靶
AHEFTL1ZJ919Q000016F
AHEFTL1ZJ919Q000014A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中心支公司

21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芜湖东旭光电有限公司 无碱玻璃基板
10550003900852905327
PZHJ20194403000000000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公司

22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中建材（蚌埠）光电材料有限
公司

高铝硅酸盐盖板玻璃 AHEFBB1ZJ920Q000001K
中国太平洋财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
埠中心支公司

23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州旭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碱玻璃基板
PZHJ201944030000000002
10550003900693836500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24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氧化镥 PNBJ20193502000000000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公司

25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清景铜箔有限公司 极薄铜箔 1136300390084032405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分公司

26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瀚天天成电子科技（厦门）有
限公司

碳化硅外延片 1302202390088801967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公司

27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西庞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碳化硅陶瓷膜过滤材料 PZHJ20193603000000001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省分公司

28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索力得焊材股份有限公司
大线能量焊接用钢高效焊接

材料
13667003900811186301
1366700390081117716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第一中心支公司

29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

芳纶纸
PZHJ201937060000000013
PZHJ201937060000000014
PZHJ20193706000000001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市分公司

30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赢耐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基银钯合金复合材料 1366700390088224296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第一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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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烟台一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金基银钯合金复合材料
13667003900847506978
13667003900873646325
13667003900847506647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第一中心支公司

32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道普安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航空制动用碳/碳复合材料 AJIND50ZJ919Q000002P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中心支公司

33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赢耐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基银钯合金复合材料 1366700390088223939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第一中心支公司

34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聚源玄武岩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玄武岩纤维
AJINJ50ZJ920Q000004R
AJINJ50ZJ920Q000002R
AJINJ50ZJ920Q000003R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中心支公司

35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电子产品用氧化锆陶瓷外壳
材料

1366700390088540021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第一中心支公司

36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用介质
材料

13667003900885398688
1366700390088540087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第一中心支公司

37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用介质
材料

PZHJ201937050000000005
PZHJ201937050000000011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分公司

38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麦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稀土抛光材料 13667003900872254152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第一中心支公司

39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神马华威塑胶股份有限公
司

高流动性尼龙（2701THB） AZHZZ01ZJ919Q000004X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中心支公司

40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厅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材料

13207513900878228990
13207513900878228356
13207513900886040940
13207513900878228241
1320751390087822849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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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厅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材料

13207513900878228149
13207513900878228902
13207513900880928997
13207513900885902656
13207513900880928791
13207513900880928170
13207513900880928405
13207513900880927096
13207513900880927914
13207513900880926630
1320751390088092747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中心支公司

42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厅 灵宝华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 极薄铜箔
10562003900887976333
10562003900887975814
1056200390088797551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43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厅 洛阳月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硅碳负极材料  AZHZZ01ZJ919Q000023F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中心支公司

44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太和气体（荆州）有限公司 高纯氯 AWUH02OZJ919Q000025Y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中心支公司

45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湖北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Li(NiCoAl)02-容百锂电
S904镍钴铝酸锂三元材料)

PZHJ201942070000000006
PZHJ201942070000000007
PZHJ201942070000000008
PZHJ201942070000000009
PZHJ2019420700000000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
州市分公司

46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摩擦一号制动科技（仙桃）有
限公司

环保型、高稳定摩擦材料
PQEO201942010000000002
PQEO20194201000000000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市分公司

47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长沙五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核心部件用尼龙复合材

料

ACHSDB4ZJ919Q000005K
ACHSD26ZJ919Q000001F
ACHSDB4ZJ919Q000006C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中心支公司

48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株洲时代工程塑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汽车核心部件用尼龙复合材
料

01194302350104G8000011
01194302350104G800001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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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株洲时代工程塑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轴承（传动系统）用工程塑
料

01194302350104G8000009
01194302350104G800001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中心支公司

50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超粗晶粒硬质合金工程齿 ACHSZ30ZJ919Q000013P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心支公司

51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深井能源开采用PDC硬质合

金
ACHSZ30ZJ919Q000012B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心支公司

52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钛合金加工用超细硬质合金

高端棒材
12002893900880939419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中心支公司

53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湖南博云汽车制动材料有限公
司

环保型，高稳定型摩擦材料

PZHJ201943930000000007
PZHJ201943930000000008
PZHJ201943930000000006
PZHJ20194393000000000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营业部

54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无纺布陶瓷隔膜

PZHJ201943070000000005
PZHJ201943070000000010
PZHJ201943070000000002
PZHJ20194307000000001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
德市分公司

55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高密度铜板 1056900399118055265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56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钴酸锂

12023003900888058856 
12023003900713522462
12023003900713525848
12023003900713531874
12023003900713525146
12023003900888084731 
12023003900888413307 
1202300390088848113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市开福支公司

57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锂钴氧
12023003900713523063
1202300390088835721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市开福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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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先导薄膜材料（广东）有限公
司

高密度ITO靶材

PZHJ201944180000000037
PZHJ201944180000000038
PZHJ201944180000000032
PZHJ201944180000000029
PZHJ20194418000000004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
远市分公司

59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先导薄膜材料（广东）有限公
司

高密度ITO靶材

PZHJ201944180000000013
PZHJ201944180000000020
PZHJ201944180000000031
PZHJ201944180000000030
PZHJ201944180000000019
PZHJ201944180000000041
PZHJ20194418000000004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
远市分公司

60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先导薄膜材料（广东）有限公
司

高密度ITO靶材

PZHJ201944180000000017
PZHJ201944180000000028
PZHJ201944180000000027
PZHJ201944180000000025
PZHJ201944180000000022
PZHJ201944180000000023
PZHJ201944180000000035
PZHJ201944180000000033
PZHJ201944180000000036
PZHJ201944180000000034
PZHJ20194418000000004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
远市分公司

6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珠海长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聚苯硫醚类系列特种新材料
ASHZ0CEZJ919Q000002F
ASHZ0CEZJ919Q000001O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62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金斯达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103号-金基银钯合金复合材

料
1056100399028119097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63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江油市长祥特殊钢制造有限公
司

汽车用高端热作模具钢
12631343900878099355
1263132390087809893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
阳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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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铝硅酸盐盖板玻璃

10550003900839059984
10550003900852954589
10550003900839060843
1055000390083906130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
阳中心支公司

65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尾气催化剂及相关材料 1269676390088996712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市锦城支公司

66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尾气催化剂及相关材料 12696763900885978178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市锦城支公司

67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川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石墨 PZHJ20195101000000001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公司成都
市分公司

68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西安欧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D打印用合金粉末：钛合金

粉末
11742003900821230532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69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高强高韧钛合金棒材

11742003900848716747 
11742003900848942019   
11742003900861467960
1174200390084871721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70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反应堆中子吸收体材料 1174200390086148552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71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宽幅钛合金板

11742003900872420665
11742003900872684699
11742003900880148454
11742003900872419407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72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强高韧钛合金棒材

PZHJ201961030000000010
PZHJ201961030000000011
PZHJ201961030000000013
PZHJ201961030000000016
PZHJ201961030000000012
PZHJ201961030000000009
PZHJ201961030000000015
PZHJ20196103000000001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
鸡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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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

和信息化厅
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卷重宽幅纯钛带卷

12396003900709454292
12396003900709462072
1239600390070945549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分公司

7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

和信息化厅
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卷重宽幅纯钛带卷

PZHJ201965220000000001
PZHJ201965220000000002
PZHJ20196522000000000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
密市分公司

7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山西烁科晶体有限公司 碳化硅单晶衬底 ABEJ020ZJ920Q000005M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7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
限公司

高铝硅盖板玻璃 ABEJ020ZJ920Q000002I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7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
司

无碱玻璃基板 ABEJ020ZJ920Q000001P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78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高温合金粉末盘坯料 1016200390081659902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7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扩散膜

PKCL201934310000000015
PKCL201934310000000011
PKCL20193431000000001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公司

8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复合膜

PKCL201934310000000012
PKCL20193431000000001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公司

81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车用铝合金薄板 1014400390090021190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82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大规格7050系铝合金预拉伸
厚板

PZHJ202050010000000019
PZHJ202050010000000016
PZHJ202050010000000013
PZHJ20205001000000000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市分公司

83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高性能车用铝合金薄板
PZHJ202050010000000009
PZHJ202050010000000007
PZHJ20205001000000000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市分公司

84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华先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芳纶绝缘纯纸（芳纶纤维材
料制品）

PZHJ201943020000000003
PZHJ20194302000000000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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