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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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浩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业一张图综合指挥信息系统 林海卫士 

2 青岛市 青岛中科英泰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收款机  

3 泰安市 山东明佳科技有限公司 玻璃瓶空瓶验瓶机  

4 威海市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 卡尔 

5 青岛市 中特科技工业（青岛）有限公司 

BLDC（直流无刷电机）定子自动化生

产线 

 

6 潍坊市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微机电系统-MEMS 麦克风  

7 日照市 山东比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酒店物联网控制系统  

8 青岛市 青岛恒华机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智慧模方模块系统 恒华 

9 济宁市 山东迪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硅单相桥式整流器 迪一电子 

10 济宁市 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快恢复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晶导 

11 济宁市 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PP 玻璃钝化芯片 芯诺科技 

12 莱芜市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皮秒级时差信号捕捉与测量芯片  

13 青岛市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激光电视  

14 淄博市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手持式维护终端（曾用名：移动物联

网终端） 

 

15 淄博市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YH 系列信息化医护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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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泰安市 山东晶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RGB Mini Module 小间距显示光源

模组 

 

17 济南市 济南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中维网络高清摄像机监控系统软件 云视通 

18 济南市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创应用服务器软件  

19 青岛市 青岛软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子午线轮胎一次法成型机管理控制系

统软件 

 

20 青岛市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交通管控平台  

21 青岛市 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信重点用能单位能耗监察监测分析

管理系统软件 

高信软件 

22 烟台市 烟台海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海颐电力营销管理信息系统软件 海颐软件 

23 潍坊市 山东新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仓储管理系统  

24 泰安市 山东蓝光软件有限公司 蓝光智慧矿山软件系统 蓝光 

25 威海市 山东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加密安全网关系统 渔翁 

26 济南市 济南森峰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切割机 森峰 

27 济南市 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激光切割机 邦德 

28 青岛市 青岛永基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高档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永基 

29 青岛市 青岛东昌纺机制造有限公司 高产梳棉机 东昌 

30 青岛市 青岛晟森机械有限公司 高档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晟森 

31 枣庄市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 系列立式加工中心  

32 枣庄市 山东海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立式加工中心 海特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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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泰安市 泰安市硕力液压设备厂 三维数控弯板机 硕力 

34 威海市 荣成华东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精密曲轴自动化生产线冲床  

35 临沂市 山东临沂金星机床有限公司 XH 系列立式加工中心 星牌 

36 德州市 德州普利森机床有限公司 车削中心、数控深孔钻镗床 普利森 

37 德州市 德州德隆（集团）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数控深孔钻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普利森 

38 滨州市 滨州博海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汽油机活塞环全自动装配线 博海精机 

39 济南市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 焊接机器人  

40 青岛市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机器人  

41 青岛市 青岛科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  

42 青岛市 青岛德盛利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化立体仓库 德盛利 

43 泰安市 山东德鲁克起重机有限公司 智能化欧式单梁桥式搬运机器人 德鲁克 

44 聊城市 聊城鑫泰机床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  

45 青岛市 青岛罗博飞海洋技术有限公司 水下机器人 罗博飞 

46 烟台市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中医按摩机器人 云·康泰 云康星 

47 日照市 创泽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服务机器人 创创 

48 济南市 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远传水表  

49 济南市 山东科华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电缆隧道综合监控装置  

50 青岛市 青岛乾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级单相本地费控智能电能表 乾程 

51 青岛市 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  

52 青岛市 青岛盛瀚色谱技术有限公司 离子色谱仪 盛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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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烟台市 莱州华银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硬度计 华银 

54 烟台市 山东东润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线荧光法溶解氧分析仪  

55 潍坊市 山东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远传水表 潍微 

56 潍坊市 潍坊五洲浩特电气有限公司 电能表 浩特 

57 泰安市 泰安轻松表计有限公司 IC 卡冷水水表  

58 泰安市 山东晨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水表 科大晨晖 

59 威海市 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超声波式热量表 天罡 

60 威海市 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户用智能电动温控装置 琅卡博 

61 临沂市 山东冠翔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水表（智能 IC 卡水表、电子远传

水表） 

冠翔 

62 临沂市 高翔水表有限公司 

智能水表（电子远传水表、 IC 卡冷水

水表、超声波水表） 

高翔 

63 临沂市 山东信友电器有限公司 电子式单相预付费电能表 信友 

64 临沂市 临沂市亚翔水表有限公司 智能 IC 卡冷水水表、超声波热能表 亚翔 

65 滨州市 山东滨奥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整装飞机产品 滨奥飞机 

66 潍坊市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铃汽车厂 纯电动汽车 福田 

67 烟台市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纯电动客车 舒驰 

68 聊城市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LCK6809EVG 系列纯电动客车、

LCK6107PHEV 系列插电式混合动力

客车、LCK6108EVG 系列纯电动客

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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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LCK6127PHEV 系列插电式混合

动力客车 

69 淄博市 淄博水环真空泵厂有限公司 大型压缩机（水环式） 华成 

70 淄博市 淄博真空设备厂有限公司 真空泵及压缩机 双山 

71 东营市 山东科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000HP 压裂设备  

72 烟台市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往复式压缩机组、螺杆式压缩机组  

73 泰安市 山东中天泰和实业有限公司 数字化煤层气钻机 中天泰和 

74 日照市 日照七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转向节 七星转向节 

75 济南市 济南华庆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大蒜播种机 庆华 

76 青岛市 九方泰禾国际重工（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迪马 

77 青岛市 青岛洪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大型马铃薯联合收获机 洪珠 

78 济宁市 山东大华机械有限公司 

深松整地联合作业机、气吸式精量播

种机 

大华宝来 

79 日照市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五征 

80 临沂市 山东华盛农业药械有限责任公司 大型自走式高地隙喷雾装备 华盛泰山 

81 聊城市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自走式玉米籽粒联合收获机 时风 

82 烟台市 核工业烟台同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水平带式真空过滤机、立式全自动隔

膜压滤机、陶瓷过滤机 

核星 

83 烟台市 山东德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装置 德利环保 

84 潍坊市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 双辊挤浆机、洗浆机、预挂过滤机、 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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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过滤机 

85 济宁市 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膜生物反应装置 京鲁 

86 济宁市 济宁市鲁泉水处理有限公司 环保锅炉补给水设备 鲁泉 

87 泰安市 肥城金塔酒精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三效溶剂回收节能蒸馏装置 金字 

88 泰安市 山东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 中央水机 大善若禹 

89 莱芜市 生态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户厕改造及生活污水一体化生物

处理设备 

生态洁 

90 青岛市 青岛海纳光电环保有限公司 智能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青纳 

91 青岛市 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全自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92 泰安市 山东中玻节能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烟气旋流除尘监测一体化装置  

93 菏泽市 山东海林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复合式废气处理机组 格瑞雅 

94 青岛市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压电缆 汉河 

95 泰安市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特高压电缆 特变电工 

96 聊城市 耐克森（阳谷）新日辉电缆有限公司 

额定电缆50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

电缆 

日辉 

97 济宁市 山东鑫隆管业有限公司 钢制电缆防腐支架 鑫隆健 

98 聊城市 山东天盾矿用设备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支架座支撑（预埋槽道） 天盾 

99 济南市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器（电输助加热） 力诺瑞特 

100 济南市 山东三齐能源有限公司 不锈钢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101 枣庄市 山东光普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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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东营市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组件 大海光伏 

103 潍坊市 山东龙光天旭太阳能有限公司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天旭 

104 济宁市 华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集热器 华春 

105 日照市 山东沐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热水器 沐阳 

106 日照市 日照中科美阳太阳能制造有限公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器 美阳 

107 临沂市 山东旭扬新能源有限公司 平板型集热器太阳能 旭扬 

108 聊城市 山东毫瓦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器 毫瓦特 

109 菏泽市 山东牡丹阳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牡丹 

110 青岛市 青岛瑞元鼎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组件 瑞元鼎泰 

111 日照市 山东云凯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云凯光伏组件 云凯光伏 

112 东营市 山东海利丰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源热泵空调机组 海利丰 

113 德州市 贝莱特空调有限公司 

地源热泵机组、风冷冷（热）水机组、

模块式低温空气能热泵（冷水）机组 

贝莱特 

114 德州市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组合式空调机组、冷水机组、空气源

热泵机组 

格瑞德 

115 青岛市 青岛宏宇环保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空气源热泵 海大维尔 

116 潍坊市 山东绿特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空气源热泵 绿特 

117 济宁市 山东华春新能源有限公司 空气源热泵 华春 

118 德州市 瑞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机组 瑞冬 

119 莱芜市 山东阿尔普尔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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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潍坊市 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  

121 青岛市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箱式变电站  

122 东营市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预装式变电站、非晶合金变压器 艾瑞斯特 

123 济宁市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G）  

124 济宁市 济宁东方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开关柜  

125 泰安市 山东泰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智能化组合电器  

126 泰安市 山东泰开变压器有限公司 电力变压器 泰开 

127 菏泽市 山东达驰电气有限公司 

智能电力变压器、超高压电力变压器、

非晶合金电力变压器 

达驰 

128 菏泽市 山东华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变压器 华驰 

129 菏泽市 山东达驰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达驰 

130 济南市 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电力变压器 辰明 

131 青岛市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压输变电设备  

132 青岛市 青岛明珠钢结构有限公司 超高压输变电设备铁塔  

133 淄博市 淄博泰光电力器材厂 

交流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超高压输

变电设备） 

泰光 

134 济南市 山东济南发电设备厂有限公司 汽轮发电机 齐鲁 

135 烟台市 山东玲珑机电有限公司 油浸式非晶合金铁心配电变压器 山玲 

136 济宁市 鲁特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 鲁特 

137 济宁市 山东华尚电气有限公司 非晶合金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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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泰安市 鲁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非晶合金配电变压器 鲁变 

139 济南市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核电站电缆 华凌 

140 济宁市 山东尚核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核电用浸塑防腐管道 尚核电力 

141 泰安市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石特牌 

142 日照市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耐大气腐蚀轧制钢材  

143 莱芜市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高强度抗震钢筋、高寒地区耐低温型

钢、大规格超临界电站锅炉用钢、高

强度高精度叉车门架用型钢 

 

144 莱芜市 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船舶及海洋工程用高强度结构钢板、

风力发电塔用结构钢板、汽车大梁用

高强度热轧钢带、工程机械用高强度

调质钢板、高塑性轮毂用钢带 

 

145 莱芜市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泰山钢铁 

146 临沂市 山东银光钰源轻金属精密成型有限公司 复兴号高铁座椅配件 银光钰源 

147 德州市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精品建筑钢 永锋 

148 滨州市 西王特钢有限公司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铁路货

车新型集成制动梁用钢、国家页岩气

重点工程用钢 

西王 

149 滨州市 山东广富集团有限公司 

45 和 45H 大规格优质碳素结构钢棒

材、ER50-6 焊丝用热轧盘条 

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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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济南市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轻芯钢 圣泉轻芯 

151 青岛市 青岛伊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体碳氢树脂 ESUN 伊森® 

152 淄博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可氯化聚氯乙烯专用树脂、茂金属聚

乙烯专用树脂 QHM22F 

中国石化 

153 淄博市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聚氨酯预聚体 一诺威 

154 淄博市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0 甲基乙烯基硅橡胶  

155 淄博市 淄博德信联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聚醚多元醇 德信联邦 

156 淄博市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抗冲改性剂 MBS 系列树脂 鲁山 

157 淄博市 山东一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组合聚醚多元醇 INOV 一诺威 

158 枣庄市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 共聚甲醛  

159 枣庄市 联泓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丙烯（PP）树脂、乙烯-乙酸乙烯酯

共聚物（EVA）树脂 

联泓 

160 烟台市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改性塑料、热塑性硫化橡胶 TPV 道恩 

161 烟台市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氨纶丝、间位芳纶短纤维、对位芳纶

长丝 

纽士达、泰美达、

泰普龙 

162 烟台市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墙体专用聚氨酯组合料、煤矿加

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全水基客车

用顶棚喷涂料 

 

163 潍坊市 山东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溴化聚苯乙烯 宝润泽 

164 潍坊市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聚丙烯树脂 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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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潍坊市 寿光卫东化工有限公司 高分子量聚磷酸铵 银光玉 

166 潍坊市 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 莱赛尔短纤维  

167 潍坊市 潍坊英凯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零 VOC 环保型高强度环氧树脂防水

涂料 

英凯 

168 潍坊市 潍坊市宝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环保型喷涂三元乙丙橡胶改性涂料 宝源 

169 泰安市 山东一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纤维素醚  

170 泰安市 泰安瑞泰纤维素有限公司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瑞泰 

171 泰安市 山东路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编土工格栅 美格瑞诗 

172 威海市 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 碳纤维、碳纤维织物 拓展 

173 威海市 山东浩然特塑股份有限公司 聚苯砜（ppsu）树脂  

174 威海市 山东万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WT 系列柠檬酸酯增塑剂 萬圖 

175 威海市 威海宝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碳纤维预浸布  

176 莱芜市 山东莱芜润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酚醛环氧树脂 润达 

177 莱芜市 山东金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高可靠低阻值环保屏蔽型导电胶膜 金鼎 

178 德州市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机舱罩 格瑞德 

179 德州市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设备非金属模具、纤维增强

塑料风力发电机舱罩 

双一 

180 滨州市 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涤纶长丝 龙雪儿 

181 滨州市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聚丁烯合金 京博聚 

182 济南市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耐热玻璃器皿、耐水一级药用玻璃包 力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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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183 济南市 济南澳海炭素有限公司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  

184 济南市 济南华阳炭素有限公司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 华阳 

185 济南市 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碳化硅衬底  

186 济南市 山东众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泥激发剂 众森 

187 济南市 山东汇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 

特种碳黑及碳黑预分散体（色浆，色

母粒，色粉，色片，色砂，色膏） 

汇百川 

188 青岛市 青岛正望钢水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连铸用铝炭质耐火制品 正望 

189 淄博市 山东耐材集团鲁耐窑业有限公司 

干熄焦装置用莫来石红柱石和莫来石

碳化硅砖、热风炉用红柱石低蠕变砖、

化工危废回转窑用刚玉莫来石轻重一

体复合砖、炭素焙烧炉用抗热震低蠕

变耐火砖、铝熔炼炉用特种高铝砖、

改性氧化铝空心球砖 

鲁耐窑业 

190 淄博市 淄博市鲁中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水泥窑用镁铁铝尖晶石耐火砖  

191 淄博市 山东电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静电陶瓷砖 电盾 

192 淄博市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氧氯化锆  

193 淄博市 淄博华光陶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骨质瓷器 华光 

194 淄博市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硅砖、煅烧炉硅砖 山耐、山耐集团 

195 淄博市 淄博八陡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熔铸锆刚玉 八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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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东营市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钛酸钡 国瓷材料 

197 潍坊市 山东汇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零 voc 环保高性能环氧树脂防水涂料 汇源 

198 济宁市 山东晨阳新型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 阳佳 

199 济宁市 山东乐和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高硼硅玻璃制品 乐和家 

200 泰安市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LFT 用无碱玻璃纤维、高强高模玻璃

纤维 

 

201 泰安市 山东鲁泰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无石棉硅酸钙板  

202 泰安市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碳酸锂 瑞福锂业 

203 威海市 明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安全玻璃 明池 

204 威海市 宏安集团有限公司 光纤 安 

205 日照市 日照市华业玻璃有限公司 Low-E 镀膜节能中空玻璃 华一 

206 临沂市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天炬玻纤 

207 临沂市 山东景耀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轻量化玻璃瓶 景耀 

208 德州市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 索通 

209 滨州市 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微晶耐磨氧化铝陶瓷制品、铸造砂  

210 滨州市 山东珍贝瓷业有限公司 贝壳瓷  

211 德州市 山东江山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碳纤维预浸料  

212 济宁市 山东兖矿轻合金有限公司 复兴号标准动车组专用车体型材  

213 临沂市 凯米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车辆车体车用合金材料 凯米特 

214 聊城市 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连续热镀铝 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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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冷轧低碳钢

板及钢带 

215 聊城市 山东星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镀锌板 星瀚 

216 滨州市 山东汇金彩钢有限公司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  

217 滨州市 山东富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彩色图层钢板及钢带 鲁匠 

218 菏泽市 菏泽广源铜带有限公司 铜及铜合金精密铜带箔 广源 

219 烟台市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易拉罐罐体用铝合金带材、铝箔用冷

轧带材、易拉罐盖料及拉环料用铝及

铝合金板、带材 

南山 

220 潍坊市 潍坊三源铝业有限公司 高性能复合铝合金板带 潍安三源 

221 临沂市 山东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铝镁锰合金面板、辊涂印花铝幕墙板  

222 滨州市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高性能铝板带 宏桥 

223 青岛市 青岛豪德博尔实业有限公司 

煤矿井下用聚乙烯护套聚氨酯复合保

温管、高密度聚乙烯外护套聚氨酯泡

沫塑料预制直埋保温管 

 

224 莱芜市 山东茂盛管业有限公司 预制直埋保温管  

225 济南市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注射

用培美曲塞二钠、注射用重组人白介

素-11、氨磺必利片、盐酸特比萘芬片、

阿德福韦酯片 

瑞白、赛珍、巨

和粒、帕可、丁

克、亿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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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济南市 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玻璃酸钠  

227 青岛市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腹膜透析液（乳酸盐） 华仁 

228 青岛市 青岛益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空心硬胶囊 箭牌 

229 淄博市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齐都牌输液、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片、盐酸托烷司琼注射液 

齐都牌、迪诺新、

齐琼 

230 淄博市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葛根汤颗粒 力扬、瑞阳 

231 烟台市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注射用还原型谷

胱甘肽、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麦通纳、绿汀诺、

诺森 

232 烟台市 石药集团百克（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

射液 

津优力 

233 潍坊市 潍坊盛泰药业有限公司 葡萄糖  

234 济宁市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胶囊、辛伐他汀胶囊、注射

用青霉素钠、注射用盐酸大观霉素、

注射用硫酸链霉素、注射用头孢曲松

钠 

鲁抗 

235 济宁市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阿德福韦酯片 辰欣 

236 日照市 山东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药用级透明质酸钠（玻璃酸钠） 众山 

237 临沂市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替吉奥胶囊、奥利司他胶囊、酮咯酸

氨丁三醇注射液 

鲁南 

238 临沂市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用兰索拉唑 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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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临沂市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米力农注射液、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瑞舒伐他汀钙片 

鲁南 

240 临沂市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 鲁南 

241 聊城市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I）、注射

用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

物、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 细胞） 

百杰依、瑞通立、

佳林豪 

242 滨州市 西王药业有限公司 药用葡萄糖(葡萄糖、无水葡萄糖) 西王 

243 菏泽市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稳心颗粒 步长 

244 菏泽市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东药 

245 淄博市 山东新华安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无菌输注医疗器械产品  

246 淄博市 山东中保康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无针注射器 中保康 

247 济宁市 山东瑞通高分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瑞通 

248 威海市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预冲式冲管注射器 洁瑞 

249 青岛市 青岛明月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藻酸盐敷料 艾吉康 

250 烟台市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口腔修复膜 海奥 

251 威海市 威海威高洁丽康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牙种植体系统  

252 日照市 山东迈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定制式固定义齿  

253 聊城市 东阿阿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用电子体温计  

254 枣庄市 滕州市悟通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5-羟乙基-4-甲基噻唑 悟通 

255 潍坊市 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覆盆子酮(高档香料)、二氢茉莉酮酸甲 新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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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高档香料） 

256 临沂市 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 乙酸乙酯 金沂蒙 

257 菏泽市 山东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橡胶防老剂 6PPD 圣奥 

258 东营市 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三嗪环  

259 烟台市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异氰酸酯（MDI) 万华 

260 烟台市 烟台巨力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甲苯二异氰酸酯 巨力化学 

261 青岛市 青岛淄柴博洋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船用大型柴油机 淄柴 

262 潍坊市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海洋油气装备  

263 青岛市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25 万吨矿砂船 北船重工 

264 青岛市 玛泽润（青岛）游艇有限公司 游艇 玛泽润 

265 威海市 黄海造船有限公司 远洋运输船、大型节能环保客箱船 黄船 

266 威海市 威海中复西港船艇有限公司 游艇 中复西港 

267 潍坊市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机 潍柴重机 

268 烟台市 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 玉米种子 莱单 

269 临沂市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司 玉米种子 天泰 

270 济宁市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小麦种子、花生种子 麦小良、花小宝 

271 德州市 山东银兴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小麦种子 津星 

272 青岛市 青岛市胶州大白菜研究所有限公司 胶州大白菜种子 胶白 

273 青岛市 胶州市东茂蔬菜研究所 大白菜种子 胶蔬 

274 潍坊市 山东全鲁科润种业有限公司 大白菜种子 全鲁科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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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德州市 德州市德高蔬菜种苗研究所 大白菜种子 德高 

276 潍坊市 山东省华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萝卜种子 盛研 

277 济南市 济南宇山风尚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西装 宇山风尚 

278 青岛市 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西服套装  

279 青岛市 青岛红妮制衣有限公司 120 支双面莫代尔内衣 红妮 

280 青岛市 青岛环球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服装定制  

281 青岛市 青岛乐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服装订制 乐好 

282 淄博市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衬衫  

283 淄博市 山东海思堡服装服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牛仔服装 ASPOP 海思堡 

284 烟台市 山东缔尔玛服饰有限公司 男西服、大衣、衬衫  

285 烟台市 山东舒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服装定制 舒朗 

286 潍坊市 山东耶莉娅服装集团总公司 西服套装、冲锋衣 耶莉娅 

287 潍坊市 山东仙霞服装有限公司 高端职业装  

288 潍坊市 山东昊宝服饰有限公司 高端衬衫定制 昊宝 

289 泰安市 山东傲饰服饰有限公司 高端服装定制 傲饰 

290 泰安市 泰安东升服装有限公司 摩托车骑行服  

291 泰安市 山东雷诺服饰有限公司 定制服装 雷诺 

292 威海市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 DCCM 高端个性化定制服饰  

293 威海市 山东汇泉工业有限公司 高端服装定制  

294 日照市 山东文正衣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定制制服 璐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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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临沂市 山东启蒙标志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定制男西服 启蒙 

296 临沂市 临沂市天马制衣有限公司 男女职业装、衬衫 天马 

297 聊城市 山东亨博尔服饰有限公司 服装 亨博尔 

298 青岛市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面料 即发 

299 青岛市 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白铜抗菌高端面料 青纺联 

300 淄博市 鲁丰织染有限公司 棉印染布 鲁丰极地白 

301 淄博市 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 高端面料 银仕来 

302 淄博市 山东沃源新型面料股份有限公司 多组分高档面料 沃源 

303 枣庄市 枣庄海扬王朝纺织有限公司 棉粘胶莫代尔混纺纱弹力牛仔面料 海揚 

304 东营市 三阳纺织有限公司 高端面料  

305 潍坊市 昌邑富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高档精梳纯棉贡缎家纺面料  

306 济宁市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纺呢绒 如意 

307 济宁市 山东圣润纺织有限公司 医用服装面料 圣润 

308 泰安市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高档毛纺面料 康平纳 

309 聊城市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纯棉真蜡印花布 三和 

310 滨州市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面料 蓝铂 

311 济南市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破壁调理机  

312 青岛市 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 高端电冰柜、高端洗衣机  

313 青岛市 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空气净化器 海信 

314 青岛市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中央空调 海信 



—    — 20 

315 青岛市 青岛市琴岛电器有限公司 电热毯（智能控制 可水洗 一毯多温） 琴岛 

316 临沂市 山东现代莱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组合式空调机组 现代莱恩 

317 临沂市 山东华临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华临 

318 泰安市 泰安泰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 有机面粉 九洲丰园 

319 滨州市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有机小麦粉 中裕 

320 滨州市 山东玉杰面粉有限公司 原味小麦粉 玉杰 

321 菏泽市 山东银香大地乳业有限公司 小麦粉（有机） 归一 

322 德州市 山东昌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有机食品(杂粮） 秋日春阳 

323 青岛市 青岛悦海湾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机食品淡干海参、有机食品即食海

参 

悦海湾 

324 青岛市 青岛大桥盐业有限公司 有机干海参 壹海里 

325 烟台市 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参 六十里 

326 烟台市 烟台东宇海珍品有限公司 野生有机海参 东宇 

327 威海市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食品（冻干海参）、有机食品（盐

渍海参） 

好当家 

328 青岛市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CT7 智能跑步机  

329 青岛市 山东英吉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智能跑步机 英吉多 

330 淄博市 山东汇祥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汇祥电动跑步机 汇祥 

331 日照市 中大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跑步机、智能综合有氧健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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