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海扬帆昆明大学生创业行动”六期复审通过名单 
                                                     时间:2017 年 9月 7日 

序号 区县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申报人 

1 五华区 流年光锦摄影工作室 昆明流年光锦摄影有限公司 王彬成 

2 五华区 
城市及周边村镇直饮水站的推

广 
云南净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潘志承 

3 五华区 
创业园区、商业中心、学校、幼

儿园等提供墙面装饰设计 
云南哈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孙熙 

4 五华区 
云岭法廌律师事务所案件管理

系统项目 
云南贝创科技有限公司 张应东 

5 五华区 创意 VR影像馆 昆明旭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俊程 

6 五华区 
咖果咖啡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及

概念推广 
云南咖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凌骁 

7 五华区 清迈扮旅中文角及其增值服务 清迈扮旅旅订 邓仕琨 

8 五华区 金缮修复手艺的文化传承 昆明茶席小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邵雨桐 

9 五华区 Diamana Diya 非洲鼓研习社 云南瓦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舟 

10 五华区 
彩云色彩画廊 2018 艺术家影像

志 
昆明色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鹏磊 

11 五华区 小糖人儿童特色摄影创意项目 昆明糖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函静 

12 五华区 纳禧创意茶空间 云南纳禧商贸有限公司 汪静波 

13 五华区 城市慢生活里的民艺 昆明活泥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王宗贵 

14 五华区 creator.儿童美术学院 云南大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蒋大伟 

15 五华区 
WNF贵金属腐蚀溶解综合服务方

案 
昆明万牛科技有限公司 何金光 

16 五华区 定制化设计项目 云南邦哲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陈永彬 

17 五华区 哪儿推物联网广告应用系统 云南百旅科技有限公司 施玉瑶 

18 五华区 云南天然香料提取及开发应用 昆明赫伯香料技术有限公司 端李祥 

19 五华区 
基于信息化建设和研发的整体

集成解决方案服务项目 
云南诺海科技有限公司 朱明聃 

20 五华区 污泥治理技术 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郑桂来 



21 五华区 愚山智造创艺工厂项目 昆明愚山智造创艺工坊 杨知达 

22 五华区 
基于.NET 的项目管理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云南碟欧科技有限公司 朱萌 

23 五华区 
庆典演出会展节庆活动策划执

行、户外广告设计制作 
云南千叶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兴 

24 五华区 正宗日式拉面森三拉面 昆明五华区森寅小吃店 那森布赫 

25 五华区 JAUNSOO 项目 昆明聚速科技有限公司 朴明杰 

26 五华区 
室内车内空气污染检测净化装

置的研发及产业化 
云南森娜科技有限公司 谢兰娜 

27 五华区 民族特色文化产品宣传推广 云南梵硕传媒有限公司 黄贤豪 

28 五华区 跃光体育互联网体育教育项目 云南跃光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王卓 

29 五华区 

在当代文明城市建设下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手工艺的

推广与流通 

昆明影爵文华传播有限公司 王兴宝 

30 五华区 
手工皮具创意设计制作及技艺

的传承 
昆明厚壤商贸有限公司 冯俊翔 

31 五华区 云南一带文创库 云南一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倪学彪 

32 五华区 
建水紫陶新型器型研发与网络

宣传销售 
昆明陶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航 

33 五华区 
大学生创业装饰设计工程公司

项目 
昆明冰河鱼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唐超 

34 五华区 Z J hand make 健康饮食 无注册 吕雅洁 

35 五华区 智能养老+享悦之旅服务 云南悦享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何建刚 

36 五华区 
移动宽带的安装及售后网络维

护服务项目 
云南安沃科技有限公司 杨继谣 

37 五华区 学生课外辅导 昆明丹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马梦丹 

38 五华区 
快一步兼职 O2O平台的推广和运

营 
云南厚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淼林 

39 五华区 大理祥云本土风味小吃 昆明市五华区海园小吃店 李金海 

40 五华区 
大象书店——隐匿于纷繁都市

中的文化传播者 
昆明筑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饶娆 

41 五华区 “裕宝”生态土鸡蛋销售项目 昆明鲜冠农业有限公司 肖杰 



42 五华区 朴相建筑三年发展计划 云南朴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金晶 

43 五华区 M60文创研发中心 昆明曹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雪 

44 五华区 
云南民族服饰文化产品开发和

产业化 
昆明狮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高玉武 

45 五华区 仿真木质古帆船 昆明森舍墨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王黎 

46 五华区 
云南实用花卉在普洱茶中的应

用 
云南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文虎 

47 五华区 “每周一花”鲜花配送服务项目 云南云朵朵商贸有限公司 曹蔚蕾 

48 五华区 手工皮具制作体验店 昆明吾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刘智熙 

49 五华区 
云南特色农产品互联网+实体销

售 
云南秋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陈志华 

50 五华区 互联网+新零售 云南降本流末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冉娇 

51 五华区 PLC/DCS 自控与监控系统 昆明寿浩科技有限公司 侍天雄 

52 五华区 
保鲜永生花技术研发及应用项

目 
云南翠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沈翠林 

53 五华区 
食品添加剂甜蜜素检测技术改

进 
云南三正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陈婧文 

54 五华区 昆明阳光事达 EOS 俱乐部 昆明灵创摄影有限公司  黄发先 

55 五华区 云南原创插画平台 云南正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陆倩 

56 五华区 
讯商集客-针对中小企业的及商

户的网络服务平台 
昆明泰讯科技有限公司 杨洪波 

57 五华区 云南建水紫陶的制作及销售 云南陶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海飞 

58 五华区 科研项目实验检测技术服务 昆明卓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崔勇 

59 五华区 鲲 scuba club & restaurant 云南镇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春 

60 五华区 园林景观设计 昆明筑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王永留 

61 五华区 识别门禁 云南冰鉴科技有限公司 袁园 

62 五华区 数字标牌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 云南佰映科技有限公司 赵黔楠 

63 五华区 
基于云计算的视频字幕智能翻

译系统 
云南火地科技有限公司 范超 



64 五华区 
大数据早期癌症风险预测应用

系统 
昆明大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艳飞 

65 五华区 创新型服务收费模式 云南云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黄国宏 

66 五华区 黑泽汉堡外卖专营店 昆明市五华黑泽小吃店 胡茜苡 

67 五华区 “服务+咨询”代理记账模式 昆明冠都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刘健云 

68 五华区 社区亲子共享图书馆   史晨俊 

69 五华区 国家知识产权申请项目 云南正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刘荣升 

70 盘龙区 竹衍生品在文化创意的运用 云南鑫竹艺科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曹肖兵 

71 盘龙区 普通全日制专升本考前培训 昆明学风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张现 

72 盘龙区 手工陶艺+手工花艺 云南藕遇莲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程若兰 

73 盘龙区 酒水 昆明毕图商贸有限公司 陶建平 

74 盘龙区 医疗系统研究与开发   桂欢 

75 盘龙区 
云尚花艺 cloud-高端花店培训

中心 
  李薇娅 

76 盘龙区 精品多肉家庭养护   马绍芳 

77 盘龙区 乐享家庭医疗健康服务 昆明乐享科技有限公司 汪细莲 

78 盘龙区 东南亚创意集市 云南拇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徐旺 

79 盘龙区 微信自媒体运营 昆明陆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陆永和 

80 盘龙区 
蜂产品营销与蜂文化、养生文

化、传统国学文化融合传播 
云南寰宇珍蜜经贸有限公司 周志远 

81 盘龙区 珍福农牧滇味源食品 昆明市盘龙区珍福农副产品经营部 张美珍 

82 盘龙区 莱安烘焙培训 昆明莱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何莲君 

83 盘龙区 石林军程户外运动   杨关龙 

84 盘龙区 微领地小蜜 APP 推广 云南鹏妮科技有限公司 王亚妮 

85 盘龙区 
Eleanor 小韩老师旅游自媒体平

台 
  韩梦遥 



86 盘龙区 
肖遥游互联网人文知识创业项

目 
云南旸谷科技有限公司 肖珂 

87 盘龙区 艺术培训学校 薇薇艺尚艺术培训中心 王晓薇 

88 盘龙区 漫爱时光婚典 昆明市唯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俊 

89 盘龙区 新型营销模式的图文快印 昆明皓胤图文有限公司 梁怡琴 

90 盘龙区 财会人员定制化培养 云南承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李靖 

91 盘龙区 
易网米线--互联网一站式服务

平台 
云南秘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春阳 

92 盘龙区 珠宝首饰手做体验课堂 昆明爱悦定制珠宝有限公司 杨菲 

93 盘龙区 

酷森行业平台产品发布系统及

酷森商城会员系统的研发建设

及运营 

云南酷森科技有限公司 晏恩波 

94 盘龙区 珠宝首饰手做体验课堂 云南朗哲科技有限公司 闫思旭 

95 盘龙区 云南舒文图文 云南舒文图文有限公司 胡皓然 

96 盘龙区 妈米油爱云南生活馆 云南家啡商贸有限公司 姚荣 

97 盘龙区 
云农之家——现代农业“端+云”

服务 
云南歌者科技有限公司 王楚安 

98 盘龙区 双江竹筒火腿 昆明品搭科技有限公司 霍文佳 

99 盘龙区 亲子阅读加油站 云南爱阅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王瑞 

100 盘龙区 包裹王 APP 软件 昆明刺猬科技有限公司 杨建华 

101 盘龙区 
嵌入式 GPRS 增强方案在电力仪

表的应用 
云南海力特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陈雷 

102 盘龙区 云南由在服饰文化项目 云南由在服饰有限公司 李燕 

103 盘龙区 本然生态食品连锁经营 昆明飚飓商贸有限公司 海玲 

104 盘龙区 

WSN和 GPRS融合的水电站最小

下泄流量及河流生态流量实时

数字监测系统 

云南天光浩月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王瑜 

105 盘龙区 E 家装修管理系统 云南恒浩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朱启贵 

106 盘龙区 优法屋网。互联网+法律 云南律友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曹健 



107 盘龙区 野生猕猴桃酒   邓云兰 

108 盘龙区 
凝聚云南民族特色的高校文创

产品开发项目 
昆明此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黄李兵 

109 盘龙区 俊享时光私人影院 昆明市盘龙区微影咖啡厅 费翔 

110 盘龙区 大学生微电商创业实战 盘龙区澜庭集百货经营部 马一 

111 盘龙区 火灾体验及求生教育 昆明锦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学枝 

112 官渡区 绿色生态蔬菜规模化种植项目   侯云龙 

113 官渡区 婴幼托管中心   龚锦秀 

114 官渡区 
优质创意影像产品的生产与整

合营销 
昆明蒋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蒋硕 

115 官渡区 新型人力资源行业 云南好找人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陈龙 

116 官渡区 民俗文化创意展览展示项目 昆明俊艺怡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敏 

117 官渡区 菡轩记宋制汉服   赵琳 

118 官渡区 
懂你的财务管家——身边的财

务坊 
昆明立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谢娟 

119 官渡区 私人定制设计、画册制作 昆明佳品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陆晓丽 

120 官渡区 多肉主题生活馆 昆明只爱肉花卉有限公司 吴敏 

121 官渡区 玫瑰花提取专利技术的产业化 云南滇药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杨正书 

122 官渡区 
黄金石斛条——积萃生态铁皮

石斛黄金冻干条 
昆明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钞晶晶 

123 官渡区 
基于组培技术体系的一站式培

训服务 
云南青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昆华 

124 官渡区 粮油 云南高山原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李艳飞 

125 官渡区 
外脑计划——中小医院医保管

理标准化解决方案 
云南纬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杜托 

126 官渡区 中小企业财务综合管理服务云 云南青年学园科技有限公司 潘建吉 

127 官渡区 
专注于个人成长与经历分享的

深度知识分享互联网平台 
昆明留墨科技有限公司 马亨 

128 官渡区 
创业交流与竞赛活动等服务，电

子商务及国内贸易等 
昆明海帆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周媛 



129 官渡区 中小微劳务派遣 云南鑫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张晓洁 

130 官渡区 
仔猪与生猪规模化标准养殖场

建设项目 
云南旭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曹子松 

131 官渡区 
基于创业创新服务的产业运营

平台建设项目 
云南西田智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新发 

132 官渡区 叮当猫企管——企业创业超市 云南叮当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攀 

133 官渡区 “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 云南博瑞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刘正明 

134 西山区 
针对职场新人的内容服务电商

平台 
昆明和促商贸有限公司 杨璐 

135 西山区 乌山茶语茶叶店 昆明市西山区乌山茶语茶叶店 陈研 

136 西山区 天拓装饰工程 昆明天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杨超 

137 西山区 云爱课外辅导培训习惯养成 昆明云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李朝荣 

138 西山区 
城市整体形象及旅游品牌营销

推广 
云南邦彦科技有限公司 周杨 

139 西山区 儿童潜能开发 昆明唯能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毛家勇 

140 西山区 昆明新长江职业培训学校 昆明新长江职业培训学校 李良 

141 西山区 千奇时光咖啡馆 无注册 代龙娇 

142 西山区 一站式互联网营销解决方案 云南上头条科技有限公司 刘少何 

143 西山区 室内空气净化（除甲醛） 云南滇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姚泓君 

144 西山区 
岚海 - “互联网+”综合服务平

台 
云南羚澜科技有限公司 王琰 

145 西山区 
针对中微小型企业的知识产权成长

规划服务项目 
云南共济科技有限公司 张世丰 

146 东川区 猪的养殖及销售 昆明金斌养殖有限公司 吴芮 

147 东川区 
阉鸡的养殖与销售，以及阉鸡技

术 
昆明昌俊养殖有限公司 王力萍 

148 东川区 牲畜、家禽养殖及销售 昆明晋云有限公司 吴迪 

149 东川区  高山药材当归种植 东川区天兴种植专业合作社 唐兴甫 

150 安宁市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应用及技术

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

线；网页设计 

云南驭云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胡天睿 



151 安宁市 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 安宁辰昱广告有限公司 罗云丽 

152 安宁市 散养阉母鸡 安宁箐牧园阉母鸡专业合作社 杨振荣 

153 安宁市 安宁青龙水神峤景区 安宁青龙水神峤景区 刘忠桥 

154 安宁市 
新型工程环保材料粉体土壤固

化剂生产销售项目 
安宁兴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姚兰 

155 安宁市 
高新科技电子产品服务、销售及

推广 
安宁酷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茜 

156 呈贡区 轻量化健身服务 昆明葑圆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刘百川 

157 呈贡区 
中国传统木工技艺在绘画装裱

中的应用 
昆明互画艺术品有限公司 李凡文 

158 呈贡区 云端 SaaS建站系统 云南万眸科技有限公司 匡大兆 

159 呈贡区 归根服务超市 昆明归根传媒有限公司 杨永胜 

160 呈贡区 星空投研 云南星空投研科技有限公司 张珅 

161 呈贡区 幼儿体育训练 昆明云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严雪嘉 

162 呈贡区 预加热炖汤包 昆明爱申商贸有限公司 高婷 

163 呈贡区 “花享家”个性鲜花宅配社群 昆明豆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曹珊 

164 呈贡区 DM 全球优品汇跨境商城 呈贡黛茉化妆品经营部 李景良 

165 呈贡区 有机摩梭古酿 昆明铭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赵紫嫣 

166 呈贡区 艺之翼美术馆 云南艺之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徐印巧 

167 呈贡区 新能源全地形车 云南谌功科技有限公司 李祉谌 

168 呈贡区 
固定翼无人机定点起飞及回收

系统 
云南萱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袁耀庭 

169 呈贡区 纸艺文化复兴 昆明清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许越 

170 呈贡区 绿色防控-太阳能杀虫灯 云南本乐科技有限公司 唐双双 

171 呈贡区 物理生物性环保快速发酵系统 云南绿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李朝俊 

172 呈贡区 驾考平台升级交易平台 云南努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王翔 



173 呈贡区 “灵鹊”精准导医服务平台 昆明灵鹊科技有限公司 冯泽仲 

174 呈贡区 雾光智能喷药机 云南臻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杨坤 

175 呈贡区 昆明海棠设计 昆明海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卢勇 

176 呈贡区 云南鲜花电子商务零售及批发 春城花事鲜花淘宝店 蒋慧 

177 富民县 蜜蜂养殖及蜂产品销售 富民蜜采蜜蜂养殖有限公司 张节 

178 宜良县 幸福圆家庭俱乐部 宜良幸福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梁语桐 

179 石林县 
大棚养殖与林地土鸡特色养殖

项目 
石林海平养殖场 毕海燕 

180 石林县 主要经营早餐、小吃 石林老妈小吃店 杨娅 

181 石林县 云南生鲜果蔬电子商务 云南彝伙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兰芬 

182 石林县 乐蔬 CSA 模式农园 石林乐蔬种植园 毕颖 

183 石林县 石林好宜家农庄 石林好宜家农庄 杨丽波 

184 禄劝县 
资源循环优质葡萄种植技术开

发应用 
禄劝盛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邝尧 

185 禄劝县 禄劝星程青少年篮球培训 禄劝星程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刘昆 

186 禄劝县 互联网+生态养殖 禄劝团街建伟撒坝猪扩繁养殖场 谢建伟 

187 禄劝县 农副产品加工收购 禄劝屏山镇百优农产品购销店 刘涛 

188 禄劝县 私人定制婚礼策划机构 禄劝私人定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白云逸 

189 禄劝县 汽车装饰、清洗级美容 禄劝鼎鑫商贸有限公司 陈达宇 

190 禄劝县 禄劝地涌金莲 禄劝地涌金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赵文翠 

191 禄劝县 经济作物种植和肥猪饲养 禄劝银盘农牧有限公司 陈学才 

192 禄劝县 禄劝自木山蜜蜂养殖基地 禄劝自木山蜜蜂养殖基地 刘立斌 

193 禄劝县 禄劝青沙坡养殖场 禄劝青沙坡养殖场 赵忠阳 

194 禄劝县 生态鱼的养殖和销售 禄劝荣盛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门爽 



195 禄劝县 农产品加工销售 禄劝昌盛种植专业合作社 高玉凡 

196 禄劝县 高寒山区稀有中草药种植 云南禾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春蓉 

197 禄劝县 肉牛养殖项目 禄劝鼎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肖海风 

198 禄劝县 
核桃林下套种粉葛示范基地建

设 
禄劝益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薛丽琼 

199 禄劝县 蛋鸡养殖与销售 禄劝恒昌农牧有限公司 张梅 

200 禄劝县 食用玫瑰鲜花酒开发销售 云南霖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大奇 

201 禄劝县 私人定制装饰 禄劝小蚁装饰有限公司 郭云伟 

202 禄劝县 鱼片火锅外卖 禄劝半岛鱼庄 李瑞 

203 禄劝县 茵曼棉麻艺术家体验店 禄劝屏山镇茵茵服装店 刘治春 

204 寻甸县 獾的高原驯化和养殖 寻甸正德养殖有限公司 肖天艳 

205 寻甸县 蔬菜、雪莲果种植销售 寻甸叶蓁种植园 马金权 

206 寻甸县 餐饮服务行业 寻甸县牛大锅餐厅 张祝芝 

207 寻甸县 户外运动、拓展培训、夏令营 寻甸玉蝶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马玉蝶 

208 寻甸县 
肉用牛生态养殖和乡土苗木种

植 
寻甸繁盛养殖场 选永成 

209 寻甸县 
家畜、家禽饲养销售；桑蚕养殖

销售 
寻甸文生养殖场 杨文生 

210 度假区 情智新托管教育中心 昆明欣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倪志平 

211 度假区 云逸家分散式民宿运营   田晓双 

212 度假区 艺梦少儿艺术培训中心 昆明酷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顾晨仪 

213 度假区 世界你好语言教育中心 世界你好教育机构 郭益诚 

214 度假区 城市共享运动 云南烁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管兴 

215 度假区 影视文化行业教育咨询 昆明影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夏利松 

216 度假区 昆明鏖糟馆民宿 昆明鏖糟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王晛 

217 度假区 
新型儿童生日拍摄（微电影+摄

影） 
昆明鲸鱼微电影有限公司 邓皓文 



218 度假区 昆明切莫影视中心 昆明切莫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李灵仙 

219 度假区 
昆明怀瑾握瑜商贸有限公司电

子商务项目 
昆明怀瑾握商贸有限公司 寸树芳 

220 度假区 滇派核雕 昆明启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钱晓琼 

221 度假区 

东陆风华整合企业、高校、教师、

学生资源整合，帮助学生留学项

目 

云南东陆风华留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李艾洋 

222 度假区 昆明一眼网拍 昆明一眼传媒有限公司 彭映春 

223 高新区 
“云设备”—基于二维码的设备

管理服务平台 
云南千络千科技有限公司 赵正德 

224 高新区 微课——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杜琴 

225 高新区 
绿柚-遇见有趣的人，玩美你的

旅行 
昆明猴斯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乔翔 

226 高新区 艺术创客餐饮   吴颖 

227 高新区 
云南珍稀特有土著鱼类资源的

保育研究和可持续产业化开发 
昆明牛渔水产有限公司 包圆 

228 高新区 安然平面设计 昆明市海源中路安然平面设计工作室 朱安然 

229 高新区 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   赵静然 

230 高新区 
云南原创动漫旅游民族文化传

播 
  任世超 

231 高新区 3D 打印技术研发及服务 昆明云巅科技有限公司 王里岗 

232 高新区 “南”云南地道美食品牌   刘宸旭 

233 高新区 企业标准自我公开工作 昆明标晟科技有限公司 李洛克 

234 高新区 
直营连锁药店 / 为了你健康药

房 品牌联营 
云南为了你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张书杰 

235 高新区 社区居家养老监控服务系统 昆明叮当科技有限公司 汤丽琼 

236 高新区 
菌根菌生物技术应用研究及示

范推广 
昆明云新菌根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凡珊 

237 高新区 全新构型飞行器——鞘翼机 昆明鞘翼科技有限公司 杨卫华 

238 高新区 视频制作 昆明浩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王可霄 

239 高新区 云南体育赛事一站式服务平台 昆明潘多拉科技有限公司 孙君鹏 



240 高新区 
农产品追溯系统及电商综合服

务系统研发与运用 
云南彩蝶科技有限公司 李伟 

241 高新区 高糖人士专用功能米 云南屯屯麦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谈蓉 

242 高新区 
高原特色油橄榄种植技术研究

及应用推广 
昆明双米科技有限公司 李一娟 

243 高新区 土壤退化精准修复集成技术 云南和瑾科技有限公司 周路 

244 高新区 跨境电子商务服务 云南果其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庄严 

245 高新区 昆明永卓原味 昆明永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倪敏 

246 高新区 
资源化利用人畜粪便生产有机

肥 
昆明慧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李克彦 

247 高新区 
太阳能咖啡干燥系统研发与示

范 
昆明恒宇惠源科技有限公司 李韬鹏 

248 高新区 
企业影视宣传片制作摄影摄像

服务 
昆明古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沈文左 

249 高新区 
综合利用废弃果蔬(皮)生产酵

素洗护系列产品技术开发 
云南人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婉榕 

250 高新区 新型智能户用型果蔬烘干机 昆明霍尔金科技有限公司 王蕾 

251 高新区 
服务中微小型企业的财务咨询

服务 
昆明练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蔡莹君 

252 高新区 
创绿精品花卉园艺改造提升项

目 
昆明市商院路创绿花卉经营部 储晓 

253 高新区 
丽江月季的组培快繁、示范种植

及推广 
丽江怡境庄园有限公司 彭丽慈 

254 高新区 昆明紫荆鲜花店 紫荆鲜花店 李梦林 

255 高新区 男票女票手绘 云南红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金旭 

256 高新区 
企业污水处理设备装置及售后

维修服务 
云南佳航科技有限公司 苏祥龙 

257 高新区 网约车（创博安车） 云南博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张艳祥 

258 经开区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生产加工 云南木河云生果业有限公司 郭巍 

259 经开区 专注企业服务 云南去出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昆 

260 经开区 微校出行软件 云南投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余静远 

261 经开区 栖木美食云南特色美食推广 云南栖木众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田晶 



 

262 经开区 VR 安全教育体验系统 云南点云科技有限公司 王保聚 

263 经开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咨询服

务 
云南文柏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 胡文娴 

264 经开区 “智童年”家园互动平台 云南智童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谢瑞曦 

265 经开区 矿用智能安全无人凿岩钻车 云南旷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张雁 

266 经开区 室内环境检测 昆明速惠科技有限公司 赖波 

267 经开区 7 益 7·租八戒共享电动车 云南穹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志国 

268 经开区 
高原特色有机金边玫瑰产品开

发及生产项目 
云南元勇超药业有限公司 郎元超 

269 经开区 
多品牌联合精准型综合性创意

展 
昆明东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陈永鹏 

270 经开区 “东巴客”特色食品加工项目 云南东巴客食品有限公司 牛金平 

271 经开区 乡猪记猪肉品牌连锁店 云南乡思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邓孟 

272 经开区 
“互联网+”自媒体文化创意产

品销售及特产销售 
昆明尚影魔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尚湧林 

273 经开区 
创新研发卤肉菜系——钱小饭

连锁店 
  钱义豪 

274 
大学生

创业园 
古滇漆工艺品研发   孙丁丁 

275 
大学生

创业园 
珈琦软装设计   杨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