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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度山东名牌产品名单 

序号 行政区划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品牌 

1 青岛市 青岛永基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数控龙门镗铣床 永基 

2 青岛市 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大型数控落地镗铣床 CHTEM 

3 枣庄市 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 威达 

4 枣庄市 山东普鲁特机床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  

5 临沂市 山东临沂金星机床有限公司 CQ 系列轻型多用车床 星牌 

6 临沂市 山东沂水机床厂有限公司 金属切削机床 沂机 

7 德州市 山东迈特力重机有限公司 闭式机械压力机  

8 聊城市 聊城鑫泰机床有限公司 立式加工中心  

9 滨州市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铝活塞铸造机 博海精机 

10 青岛市 
青岛德盛利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汽车举升机 德盛利 

11 青岛市 青岛鳌福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举升机 鳌特莱福 

12 青岛市 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 门式起重机 
青岛海西重机 

有限责任公司 

13 青岛市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港机

分公司 
门式起重机 QPMP 

14 泰安市 山东龙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门式、桥式起重机 众人起重 

15 聊城市 鲁西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桥式起重机 LUXI 

16 济宁市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 带式输送机 山矿 

17 泰安市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带式输送机 力博科技 

18 青岛市 
青岛德盛利立体停车设备有限

公司 

PSH 升降横移式立体

停车设备 
德盛利 

19 青岛市 青岛茂源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

车设备 
茂源 

20 潍坊市 大洋泊车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立体车库） 
大洋 DAYANG 

21 莱芜市 山东莱钢泰达车库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tada 

22 德州市 
山东天辰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

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车库） 
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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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品牌 

23 青岛市 青岛泰德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滚动轴承 泰德 

24 济宁市 山东星泰轴承有限公司 滚动轴承 ZLS 

25 聊城市 山东东阿钢球集团有限公司 钢球 海鸥 

26 聊城市 山东哈临集团有限公司 轴承 HLB 

27 菏泽市 山东湖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滚动轴承 湖西王 HXW 

28 烟台市 烟台东方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电子地上衡 丰收 

29 泰安市 山东泰山衡器有限公司 台秤 泰衡牌 

30 滨州市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活塞 渤海 

31 东营市 山东科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0HP 交流变频整拖

式钻机 
KERUI 

32 威海市 威海鸿通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塑料合金防腐蚀复合

管 
鸿通 

33 滨州市 山东九环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HY 级抽油杆 九环 

34 济宁市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压路机 山推 

35 临沂市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大型液压挖掘机 SDLG 

36 泰安市 鲁普耐特集团有限公司 HMPE 深海探测绳 鲁普耐特 

37 青岛市 青岛岩康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大型多层中空塑料吹

塑机 
岩康 

38 青岛市 青岛晟森机械有限公司 雕刻机 晟森及图 

39 威海市 山东百圣源集团有限公司 数控无卡轴旋切机 BSY 

40 临沂市 山东旋金机械有限公司 
无卡轴旋切切板一体

机 
旋金 

41 济南市 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 揉面机 福鹰 

42 德州市 山东白鸽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和面机 “白鸽”牌 

43 青岛市 青岛东佳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梳毛机 东佳 

44 青岛市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喷气织机 HICORP 

45 青岛市 青岛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织造布成套设备 青锋牌 

46 泰安市 泰安康平纳机械有限公司 纺织染整设备 康平纳 

47 济宁市 山东山拖凯泰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轮式拖拉机 山拖 

48 泰安市 
泰安泰山国泰拖拉机制造有限

公司 
轮式拖拉机 泰山 

49 临沂市 山东常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手扶拖拉机 祥功 

50 济宁市 山东金大丰机械有限公司 
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

机 
金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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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聊城市 山东润源实业有限公司 玉米联合收割机 润源 

52 淄博市 
山东淄博山川医用器材有限公

司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

器 带针 
山川牌 

53 威海市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

器 
洁瑞 

54 济南市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烟气脱硫、脱硝、

除尘成套装备 
国舜及图 

55 青岛市 青岛软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生物法废气除臭系统

和设备 
软控 

56 青岛市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超高温列管换热器

(带废气处理装置) 
德固特 / DORIGHT 

57 青岛市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臭氧发生器 GUOLIN 

58 青岛市 磐石容器集团有限公司 旋膜除氧器 磐石 

59 青岛市 
尼欧迪克（青岛）除尘设备有限

公司 
工业除尘系统 尼欧迪克 

60 济宁市 山东省水电设备厂 回转式清污机 华龙 

61 泰安市 山东北方中意新材料有限公司 复合材料脱硫塔 泰岳及图 

62 泰安市 山东国泰科技有限公司 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 稳灭 

63 莱芜市 莱芜市白象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室外消火栓 白象 

64 青岛市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疫苗储运保存箱 澳柯玛 AUCMA 

65 日照市 山东新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啤酒保鲜桶 新贵科技 

66 青岛市 青岛三利集团有限公司 直饮水分质给水设备 三立 

67 淄博市 淄博四方给水设备有限公司 无负压自动给水设备 四方牌 

68 潍坊市 山东蓝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凝水除雾环保冷

却塔 
蓝想 

69 济南市 济南奥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冲压自动线关

键装备与智能高速自

动化系统 

Aotto 

70 威海市 威海远航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空瓶检测机器人 yuanhang 

71 威海市 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 水下机器人 VVLAI 

72 淄博市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轻型汽车 唐骏 

73 济宁市 
山东万事达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铝合金中密度粉粒物

料运输半挂车 
万事达 

74 济宁市 梁山中集东岳车辆有限公司 
轻量化集装箱运输半

挂车 
梁山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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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济宁市 山东盛润汽车有限公司 
铝合金液态食品运输

半挂车 
盛润牌 

76 济宁市 
山东梁山通亚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铝合金粉粒物料运输

半挂车 
通亚达 

77 日照市 
浙江飞碟汽车有限公司五征分

公司 
轻质汽车 奥驰 

78 临沂市 山东锣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铝合金、钢双材质轻

量半挂车 
锣响 

79 青岛市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车桥总成 青特牌 

80 青岛市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链系统 CHOHO 

81 烟台市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轮毂  

82 潍坊市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空气弹簧总成 空气弹簧总成 

83 潍坊市 山东浩信机械有限公司 
钢箍制动鼓、轮毂单

元总成 
浩信 HAOXIN 及图 

84 潍坊市 潍坊恒安散热器集团有限公司 恒安牌汽车散热总成 恒安牌 

85 威海市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轮毂 天牌 

86 威海市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摩托车车轮 WFMG 

87 莱芜市 山东汇金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前后桥总成 吐丝口 

88 青岛市 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 转向架构架 中国中车 

89 淄博市 淄柴动力有限公司 发动机机组 淄柴牌 

90 济宁市 山东赛瓦特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发电机组  

91 淄博市 山东山博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微电机 山博电机 

92 威海市 文登奥文电机有限公司 超高效三相电动机 图形 

93 青岛市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开关柜、开闭所 特锐德（TGOOD） 

94 青岛市 益和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 益和 

95 淄博市 山东锦华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高压开关柜 锦华牌 

96 济宁市 兖州东方机电有限公司 高压开关柜 东方机电 

97 泰安市 山东泰开电力开关有限公司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

关设备 
泰开 

98 日照市 山东中泰阳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环网柜 zhont 

99 淄博市 山东锦华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低压开关柜 锦华牌 

100 淄博市 山东计保电气有限公司 
低压电路开关装置 

（低压开关成套设备）
计保 

101 济宁市 兖州东方机电有限公司 低压开关柜 东方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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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济宁市 山东金人电气有限公司 低压电路开关装置 金人 

103 济宁市 
山东省金曼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低压系列开关柜 金曼克 

104 泰安市 山东泰开成套电器有限公司 低压开关设备 泰开 

105 泰安市 山东泰山恒信开关集团有限公司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泰山恒信 

106 济南市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高性能电缆（含电线） 华凌 

107 青岛市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低烟无卤交联聚乙烯

电线、聚氯乙烯绝缘

电线 

汉河牌 

108 枣庄市 山东华能线缆有限公司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

电缆、聚氯乙烯绝缘

电力电缆 

华能 

109 东营市 山东华东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挤包绝缘电力电缆 蓝琼牌 

110 东营市 山东迪赛机电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聚酰亚

胺薄膜补强云母带绕

包铜扁线） 

迪赛 

111 济宁市 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 电力电缆 鼓楼牌 

112 泰安市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

限公司 

额定电压1kV-35kV挤
包绝缘电力电缆、额
定电压66kV-500kV交
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
缆、架空绞 

TBEA 特变电工 

113 泰安市 山东泰开电缆有限公司 

泰开牌交联聚乙烯绝

缘电力电缆及架空绝

缘电缆 

泰开 

114 聊城市 山东阳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1-35KV挤包

绝缘电力电缆 
日辉 

115 聊城市 齐鲁电缆有限公司 

额定电压 1kV（um＝

1.2 kV）到 35 kV（um

＝40.5kV）挤包绝缘

电力电缆 

齐鲁 

116 聊城市 山东太平洋橡缆股份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日辉 

117 济南市 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 太阳能热水器 桑乐及图 

118 枣庄市 山东中科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中科蓝天 

119 枣庄市 
山东阳光博士太阳能工程有限

公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阳光博士 

120 枣庄市 
山东耀国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全玻璃真空太阳

集热管 

耀国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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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枣庄市 山东黄金太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太阳能热水器 黄金太阳 

122 潍坊市 山东龙光天旭太阳能有限公司 太阳能热水器 天旭 

123 济宁市 山东曜晖太阳能有限公司 太阳能热水器及集热管 曜晖 

124 临沂市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京普 

125 潍坊市 山东开元电子有限公司 LED 路灯  

126 潍坊市 山东魏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之星”LED 路灯 魏仕照明 

127 济宁市 山东英克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LED 路灯 英克莱 

128 济宁市 山东泰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LED 道路灯 博硕照明 

129 泰安市 山东晶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LED 光源模组 Prosperousstar 

130 临沂市 山东佛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LED 路灯 轩普照明 

131 聊城市 聊城市科特祥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LED 光源模组产品 科特祥瑞 

132 青岛市 青岛长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油 长生牌 

133 莱芜市 山东山歌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歌花生油 山歌 

134 临沂市 山东金胜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花生油 金胜 

135 临沂市 山东玉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花生油 玉皇 

136 临沂市 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花生油 鲁蒙 

137 临沂市 山东兴泉油脂有限公司 花生油 鲁泉 

138 日照市 日照市凌云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白砂糖 绵白糖 凌雪 

139 德州市 山东星光糖业有限公司 白砂糖 星友 

140 青岛市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鸡肉制品 六和牌 

141 青岛市 青岛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康大牌冷冻兔肉 康大 

142 青岛市 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鸡肉制品 “九联”牌 

143 青岛市 
青岛三统万福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芝士鸡排 三统万福 

144 烟台市 山东仙坛食品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仙坛 

145 潍坊市 山东佳士博食品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佳士博 

146 潍坊市 潍坊美城食品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潍一 

147 潍坊市 山东华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美比特 

148 潍坊市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尽美 

149 济宁市 兖州市绿源食品有限公司 去骨烤鸭 樱源 

150 济宁市 济宁鸿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肉鸡、肉鸭冷冻调理
肉制品 

家佳宴 

151 泰安市 山东大宝养殖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赛星 SA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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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泰安市 山东银宝食品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银宝 

153 威海市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冷冻调理肉制品 好当家 HOMEY® 

154 临沂市 
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有限
公司 

速冻调制食品 金锣 

155 滨州市 无棣县华兴畜牧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牛肉  

156 滨州市 山东省阳信广富畜产品有限公司 冷冻调理牛肉 鸿安 

157 菏泽市 山东江正食品有限公司 台式烤香肠 江正食品 

158 青岛市 青岛春明调味品有限公司 姜汁 春明及图 

159 青岛市 青岛永芳源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蒜泥 永芳源 

160 青岛市 青岛鲁林脱水蔬菜有限公司 脱水大蒜 鲁林 

161 青岛市 青岛利和萃取股份有限公司 姜油 利和萃取 

162 枣庄市 山东好利佳食品有限公司 蒜罐头 果益多 

163 济宁市 济宁东运食品有限公司 蒜罐头、脱水蒜 东运 

164 莱芜市 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 佐餐生姜 卖姜翁 

165 莱芜市 山东一品农产集团有限公司 蒜蓉调味料 一品味享 

166 菏泽市 菏泽天鸿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发酵黑大蒜 御鸿园 

167 菏泽市 山东莲成蒜业有限公司 脱水蒜片 莲成 

168 烟台市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粉丝 双塔 

169 烟台市 招远三嘉粉丝蛋白有限公司 粉丝 冠珠 

170 烟台市 烟台珍珠龙口粉丝有限公司 粉丝 珍珠牌 

171 烟台市 山东金城股份有限公司 粉丝 丝宝宝 

172 烟台市 山东六六顺食品有限公司 粉丝 六六顺 

173 潍坊市 诸城东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淀粉糖（葡萄糖、麦
芽糖、麦芽糊精） 

东晓 DONGXIAO 及图 

174 临沂市 鲁洲生物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麦芽糖、葡萄糖浆、食
用葡萄糖、果葡糖浆 

鲁洲 

175 临沂市 青援食品有限公司 食用葡萄糖、麦芽糖 青援 

176 临沂市 沂水大地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麦芽糖 兴贸 

177 德州市 山东绿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淀粉糖（麦芽糖） 迈特健及图 

178 德州市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淀粉糖 百龙创园 

179 滨州市 西王药业有限公司 食用葡萄糖 西王 

180 滨州市 山东西王糖业有限公司 麦芽糊精 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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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烟台市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低压御品海参 东方海洋 

182 威海市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冷冻水产品 好当家 HOMEY® 

183 威海市 威海市宇王集团有限公司 
冷冻水产品（鲅鱼块、
鲐鱼块、红鱼块、鲽
鱼块） 

 

184 威海市 荣成市金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冷冻水产品 海利乐 

185 威海市 荣成恒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冷冻水产品 恒缘 

186 日照市 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 调理星鳗制品 美加佳 

187 威海市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盐渍海带 好当家 HOMEY 

188 威海市 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盐渍海带 海芝寳 

189 威海市 山东俚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盐渍海带 食藻宝 

190 青岛市 青岛科海生物有限公司 葡萄糖酸钠 科海牌 

191 济宁市 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添加剂葡萄糖酸

钠 

 

192 日照市 山东凯翔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糖酸钠 凯翔 

193 德州市 山东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葡萄糖酸钠 福洋 

194 青岛市 青岛鳌海湾茶叶有限公司 绿茶 鳌鹤春 

195 青岛市 青岛鳌福茶场 绿茶 鳌福 

196 枣庄市 山东一杯香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一杯香 

197 烟台市 烟台市供销社茶业有限公司 烟台绿茶 华和 

198 泰安市 山东泰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绿茶 良心谷 

199 日照市 浮来青集团有限公司 浮来青绿茶 浮来青 

200 日照市 日照浏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绿茶 浏园春 

201 日照市 日照市林苑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极北云岫 

202 日照市 山东万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万平绿茶 万平 

203 日照市 日照瀚林春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瀚林春 

204 日照市 山东盛世共青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共青绿 

205 临沂市 山东蒙山龙雾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蒙山龙雾 

206 临沂市 山东雪尖茶业有限公司 沂蒙雪尖绿茶系列 沂蒙雪尖 

207 青岛市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床上用品 即发 

208 青岛市 青岛三秀纺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功能膜床上用品 SINGAO-TEX;S 

209 济宁市 山东圣润纺织有限公司 床上用品 圣润家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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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威海市 山东万得集团有限公司 床品四件套 贵安居 

211 威海市 山东安然纳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纳米微元生化床上用

品 
安然众合 

212 临沂市 临沂市百花源毛毯制造有限公司 拉舍尔毯 圣菲兰 

213 滨州市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床上用品 蓝铂 LINPURE 

214 滨州市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 床上用品 YUYLE 愉悦 

215 滨州市 山东立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帆布凉席 立昌 

216 滨州市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床上用品 嘉嘉家纺 

217 济南市 山东省永信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 永信牌水刺无纺布 永信 

218 青岛市 
青岛明月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

司 

海藻酸盐纤维针刺无

纺布 
洁灵丝 

219 东营市 山东金禹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长丝纺粘针刺非织造

土工布 
金禹牌 

220 潍坊市 寿光市发达布业有限公司 沥青防水卷材用胎基 发达布业 

221 潍坊市 黄河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织造布（沥青防水

卷材用胎基） 
黄河 

222 潍坊市 寿光市东方无纺布有限公司 沥青防水卷材用胎基 力拓远景 

223 泰安市 
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涤纶纺粘热轧非织造

布 
TAIPENG 及图 

224 泰安市 泰安路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土工布 路德 

225 青岛市 山东碧海标志服装有限公司 学生装 校服 MANDO NATIONAL-梦多

226 潍坊市 山东仙霞服装有限公司 学生装校服 仙霞 

227 威海市 山东汇泉工业有限公司 学生装校服 
valafyanca(威朗法

兰) 

228 青岛市 青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 皮鞋、皮鞋 亨达 

229 青岛市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时尚帆布运动鞋 环球闪客 

230 青岛市 青岛双星名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安全鞋 双星名人 

231 青岛市 青岛福客来集团有限公司 布面胶鞋 意踏步 

232 淄博市 青岛双星集团鲁中有限公司 运动鞋 双星名人 

233 潍坊市 山东凤墩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凤墩牌多功能安全/

防护鞋 
凤墩 

234 潍坊市 山东孚晟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多功能安全/防护鞋 孚晟 

235 泰安市 泰安市皮鞋厂 皮鞋 美安泰 

236 日照市 日照市太阳鸟贸易有限公司 电绝缘鞋 神州太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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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临沂市 山东鲁泰鞋业有限公司 普通运动鞋 鲁泰 

238 聊城市 山东盛世隆服饰有限公司 皮鞋 盛世隆 

239 临沂市 山东安信木业有限公司 胶合板 LIMAO 狸猫 

240 临沂市 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畔森细木工板、胶合板 畔森 

241 临沂市 山东福达木业有限公司 胶合板 欢乐熊 

242 菏泽市 山东隆森木业有限公司 细木工板 隆饰 

243 菏泽市 山东省曹县汇源木业有限公司 细木工板 海旭 

244 菏泽市 菏泽众弘木业有限公司 细木工板 众弘 

245 青岛市 青岛一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木质厨具 青岛一木牌 

246 青岛市 青岛良明木业有限公司 木质厨具 良明 

247 青岛市 青岛海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木质橱柜 德鲁奥 

248 泰安市 山东大唐宅配家居有限公司 木质厨具 唐牌 

249 临沂市 山东立晨集团有限公司 木质厨具 东游 

250 菏泽市 鄄城县汇智家具有限公司 床垫 汇智 huizhi 

251 淄博市 山东福王家具有限公司 床垫 福王 

252 潍坊市 山东华汇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棕纤维弹性床垫 爱奥 

253 临沂市 临沂市水波尔床业有限公司 弹簧软床垫 RIPPLE·水波尔 

254 泰安市 山东鲁普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登山绳 ROPENET 

255 威海市 威海市海明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渔线轮 海明威 

256 日照市 中大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 CSZD 及图 

257 临沂市 山东吉诺尔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移动篮球架、乒乓球台 吉诺尔 

258 德州市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体操器械、篮球架 泰山牌 

259 德州市 山东世纪星文体器材有限公司 室外健身器材 世纪昊佳 

260 滨州市 山东金冠网具有限公司 体育用网 金冠及图 

261 青岛市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背肌训练器 impulse 

262 烟台市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电动按摩椅 荣康 

263 青岛市 山东英吉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力量型训练器材、电

动跑步机 
英吉多 

264 日照市 中大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动跑步机 CSZD 及图 

265 威海市 威海海马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功能性纤维软地毯 海马 

266 威海市 威海市山花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功能性纤维软地毯 山花及图 

267 滨州市 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涤纶毛毯 龙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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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济南市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尿素 明泉牌 

269 德州市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尿素 友谊 

270 济南市 济南乐喜施肥料有限公司 无机包裹型复混肥料 离不了 

271 青岛市 山东恩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藻酸复合肥料 ENBAO 

272 烟台市 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混肥料 双宝 

273 临沂市 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 复混肥料 普欣 

274 临沂市 山东省舜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舜天复混肥 舜天 

275 临沂市 山东史贝美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脲甲醛复合（混）肥料 史贝美 

276 临沂市 山东青上化工有限公司 复合肥料 民富年丰 

277 德州市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丰力士 友谊 

278 聊城市 
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复混肥料 谷丰源 

279 滨州市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复混肥（磷酸二铵）、

复混肥（复合肥料）
鲁北及图 

280 济南市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肥 新生代 

281 淄博市 山东泰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有机肥 泰宝肥料 

282 枣庄市 
山东亿丰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有机肥料 思地恩 

283 烟台市 山东宝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肥料 双宝 

284 烟台市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壮态植物生长促进

液 
新壮态 

285 济宁市 山东爱福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有机肥 aifudi 爱福地 

286 聊城市 山东泉林嘉有肥料有限责任公司 有机肥料 嘉有 

287 济南市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涂料 圣泉 

288 东营市 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防火涂料 圣工 

289 青岛市 青岛新宇田化工有限公司 
高耐磨手套用聚氨酯
树脂 

宇田化工 

290 淄博市 山东华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全氟乙丙烯树脂、
聚偏氟乙烯树脂 

华夏神舟 

291 东营市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BS 高胶粉 万全 

292 莱芜市 山东莱芜润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铸造用酚醛树脂 润达 

293 东营市 山东常青树胶业股份有限公司 
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

SBS 胶粘剂 
常青树 

294 青岛市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 载重汽车轮胎 DOUBLE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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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枣庄市 山东丰源轮胎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载重汽车轮胎 远路 FAR ROAD 

296 东营市 兴源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载重汽车轮胎 Annaite 安耐特 

297 东营市 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 载重汽车轮胎 陆运通 

298 烟台市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载重汽车轮胎、农用
车轮胎 

玲珑 

299 潍坊市 潍坊市跃龙橡胶有限公司 载重汽车轮胎 跃龙 

300 泰安市 新东岳集团有限公司 摩托车胎 速至及图 

301 威海市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轮胎 三角 TRIANGLE 

302 威海市 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载重汽车轮胎 成山 

303 威海市 腾森橡胶轮胎(威海)有限公司 摩托车轮胎 腾森 

304 聊城市 时风巨兴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摩托车轮胎 A X 

305 淄博市 山东黑山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日用玻璃制品 CREST 

306 威海市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拉伸水晶玻璃杯 石岛 

307 济南市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泡沫陶瓷过滤网 圣泉 

308 济南市 济南新峨嵋实业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制品 峨嵋 

309 潍坊市 
潍坊华美精细技术陶瓷股份有
限公司 

反应烧结碳化硅陶瓷 KCE 

310 滨州市 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微晶耐磨氧化铝球石 谊星及图 

311 莱芜市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
公司 

齿轮钢 莱钢 

312 滨州市 西王特钢有限公司 轴承钢 西王 

313 烟台市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卡纸用铝及铝合金箔
 

314 烟台市 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铝箔及铝合金箔 富海 

315 烟台市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铝合金复合型材 NANSHAN（南山） 

316 临沂市 山东凯米特铝业有限公司 建筑铝合金复合型材 凯米特 

317 临沂市 凯米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铝合金复合型材 凯米特 

318 日照市 日照海恩锯业有限公司 圆锯片 海恩 hein 

319 滨州市 山东汇泉厨业有限公司 冷柜 汇泉 

320 滨州市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 
（厨房用器具）中餐
燃气炒菜灶 

鲁宝 

321 滨州市 山东金佰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 中餐燃气炒菜灶 快厨 

322 淄博市 山东智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状态检修的直流

电源智能监控管理系

统 

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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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济宁市 兖州东方机电有限公司 

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

型交流变频器、矿用

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静

止无功发生器 

东方机电 

324 莱芜市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CF-U 系列超声流量

计、LCDG 系列电表 
lckj 及图 

325 青岛市 青岛海纳光电环保有限公司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青纳 

326 济南市 山东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博公共安防综合管

理平台、万博应急指

挥管理平台系统 

WB 

327 青岛市 青岛伟东云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智慧云教育平台 伟东云教育 

328 青岛市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海信、Hisense 

329 泰安市 山东泰开自动化有限公司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

统后台监控软件 
泰开牌 

330 威海市 山东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渔翁云密码服务器系

统 
渔翁 

331 莱芜市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公建能耗监测分

析与自动控制系统 
lckj 

332 临沂市 山东成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应用软件 成功伙伴 

333 烟台市 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 花生种子 鲁花 

334 临沂市 郯城县种子公司 阳光牌小麦良种 阳光 

335 聊城市 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小麦种子 鑫丰 

336 烟台市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

公司 
主管道及泵阀类产品 THM 

337 潍坊市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高风压冲击器 

338 济宁市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石膏墙板成型机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339 济南市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机采棉采后全程机械

化成套设备 
天鹅 

340 青岛市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蛋白核小球藻粉 云琅牌 

341 滨州市 山东益丰生化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硫氢化钠 益和 

342 滨州市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固体氢氧化钠   
滨化 

343 青岛市 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 电冰箱 海信 His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