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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8 批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1 杰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杰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 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 迪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迪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 安丘博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安丘博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 华夏天信智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天信智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 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 济南天邦化工有限公司 济南天邦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 青岛海科佳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海科佳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 滨州戴森车轮科技有限公司 滨州戴森车轮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 济南黄台煤气炉有限公司 济南黄台煤气炉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 东营市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15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7 山东奥扬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奥扬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8 山东朱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朱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9 烟台显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显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 青岛佳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佳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1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2 淄博纽氏达特行星减速机有限公司 淄博纽氏达特行星减速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3 济南百斯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百斯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4 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5 强信机械科技（莱州）有限公司 强信机械科技（莱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6 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7 山东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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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28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9 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中节能（临沂）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0 东营联合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联合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31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2 山东德瑞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德瑞防腐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3 山东名盾防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名盾防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4 山东亿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亿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5 山东蓝贝思特教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蓝贝思特教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6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7 纬达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纬达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8 青岛镭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镭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9 淄博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0 山东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1 山东腾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腾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2 海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海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3 山东天辰智能停车有限公司 山东天辰智能停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4 山东海佑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海佑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5 山东美能达健身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能达健身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6 山东优路通汽配有限公司 山东优路通汽配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7 山东齐鲁漆业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漆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8 山东高速铁建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铁建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9 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0 枣庄市东粮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枣庄市东粮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1 山东华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华纶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2 东营市一大早乳业有限公司 东营市一大早乳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3 山东京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京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4 山东瑞新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瑞新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5 烟台明远创意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明远创意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6 潍坊亿斯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亿斯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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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山东御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御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8 山东新美达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新美达科技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9 平原恒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平原恒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0 乐陵市友谊体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乐陵市友谊体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61 山东东大塑业有限公司 山东东大塑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2 青岛点石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青岛点石文具用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3 山东潍坊鲁中拖拉机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鲁中拖拉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4 山东天普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普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5 山东世纪联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联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6 山东德丰重工有限公司 山东德丰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7 山东卓越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卓越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8 广信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广信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9 山东泰开互感器有限公司 山东泰开互感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0 威海海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威海海鑫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1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2 隆达铝业（烟台）有限公司 隆达铝业（烟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3 青岛海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海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4 环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5 极景门窗有限公司 极景门窗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6 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 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7 山东青州云门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青州云门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8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鼎梁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9 淄博三田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淄博三田化工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0 山东安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1 山东焦点福瑞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焦点福瑞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2 山东捷利尔肥业有限公司 山东捷利尔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3 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4 国铭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国铭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5 山东寿光巨能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寿光巨能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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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山东三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7 山东植丰农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植丰农化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8 迅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迅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9 五莲县玉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五莲县玉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0 山东米科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米科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1 山东东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东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2 山东鲁西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鲁西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3 山东一诺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一诺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4 山东铁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铁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5 山东彬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彬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6 山东冠翔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冠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7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8 山东鲁润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鲁润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9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0 泰安市泰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泰安市泰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1 新泰市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泰市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2 山东莘县瑞森石油树脂有限公司 山东莘县瑞森石油树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3 山东百佳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百佳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4 烟台胜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烟台胜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5 山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6 山东铂源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铂源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7 泰安和新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和新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8 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 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9 山东山工钢圈有限公司 山东山工钢圈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0 山东春光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春光磁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1 山东格新精工有限公司 山东格新精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2 山东大树达孚特膳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大树达孚特膳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3 北汇绿建集团有限公司 北汇绿建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4 山东达驰阿尔发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达驰阿尔发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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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115 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 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6 济南西门子变压器有限公司 济南西门子变压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7 山东康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康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8 山东恒嘉高纯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恒嘉高纯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9 山东海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海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0 日照汇丰电子有限公司 日照汇丰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1 山东镭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镭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3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4 山东省临沂科威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科威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5 山东鲁强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强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6 青岛万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万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7 齐翔华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齐翔华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8 山东传奇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传奇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9 山东泰开变压器有限公司 山东泰开变压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0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1 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2 安琪酵母（滨州）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滨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3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4 山东长信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长信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5 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6 山东华宇航天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华宇航天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7 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无棣鑫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8 沂水利丰液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沂水利丰液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139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0 山东众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众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1 山东振挺精工活塞有限公司 山东振挺精工活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2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3 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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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山东胜通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胜通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5 山东五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五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6 山东晨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山东晨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7 永隆高新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永隆高新科技（青岛）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8 山东国创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创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9 山东红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红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0 山东飞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飞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1 东明格鲁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格鲁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2 华润昂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华润昂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3 济宁长兴塑料助剂有限公司 济宁长兴塑料助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4 东营市海科瑞林化工有限公司   东营市海科瑞林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5 山东先罗新型建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先罗新型建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6 山东凯旋橡胶有限公司 山东凯旋橡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7 山东大明消毒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大明消毒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8 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9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0 山东太岳汽车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太岳汽车弹簧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1 山东锦旺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锦旺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2 山东丰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丰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3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4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5 中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中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6 山东高唐永旺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高唐永旺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7 山东通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通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8 兖矿集团唐村实业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唐村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注：“※”标注为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