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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山东优质品牌服务名单

序号 地市 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品牌

1 济南市 山东省煤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矿山技术服务

2 济南市 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采集、制备、保存和提供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

3 枣庄市 山东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安全评价服

务
公信科技

4 威海市 文登德丰农业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5 威海市 威海市华美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

6 济南市 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技术服务

7 济南市 山东和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和消防工程检测服务

8 济南市 山东广信工程试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广信检测

9 济南市 济南市政务汽车检测中心 机动车安全性能检测服务

10 青岛市 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11 青岛市 山东法尔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自动消防设施检测服务、电气安

全检测服务

12 青岛市 青岛斯坦德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13 淄博市 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检测、化学分析、材料测试

服务
嘉誉

14 济宁市 山东嘉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检测、食品检测及农产品检

测服务

15 济宁市 山东创信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材料测试服务

16 泰安市 泰安市天正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17 临沂市 山东精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18 青岛市 青岛高新区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创业孵化、科技服务和园区管理

服务

19 青岛市 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旅客运输服务

20 青岛市 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水上货物运输服务 S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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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品牌

21 青岛市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22 青岛市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23 青岛市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校车有限公司 专用校车服务 温馨校车

24 青岛市 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客运汽车站 交运爱心驿站

25 青岛市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码头现场集输港、装卸车服务 情满海港路

26 青岛市 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

27 青岛市 交运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黄岛分公司 精品旅游运输服务

28 青岛市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交运观光巴士

29 烟台市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快速烟台港交通运输服务 烟台港

30 滨州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

支行
货币银行服务

31 烟台市 山东万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万虹

32 威海市 威海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33 临沂市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34 德州市 夏津老年公寓 老年人托养、护理服务 馨和源

35 青岛市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家电安装维修售后服务

36 青岛市 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 手机产品售后服务

37 济南市 山东交运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国内旅游服务 好运游

38 青岛市 青岛啤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39 青岛市 青岛葡萄酒博物馆管理有限公司 组织博物馆的接待服务

40 淄博市 淄博周村宾馆有限公司 餐饮、客房服务

41 枣庄市
枣庄仙坛山温泉小镇旅游度假有限公

司
温泉康养旅游服务

42 东营市 东营华东国际大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服务、住

宿服务

43 烟台市 蓬莱阁景区管理处
历史文化遗产展示、旅游接待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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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烟台市 融基（烟台）艾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温泉康养旅游服务

45 烟台市 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 景区观光游览服务

46 烟台市 君顶酒庄有限公司 餐饮、客房服务

47 烟台市 蓬莱八仙居宾馆 餐饮、客房服务

48 泰安市
泰安市宝泰隆泰山地下大裂谷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乡村旅游度假接待服务

49 威海市 威海昆嵛酒店有限公司 餐饮、客房服务

50 威海市 威海市五十一号农场有限公司 苹果采摘服务 黄胖子

51 威海市 荣成市成山友谊宾馆有限公司 ERP 餐饮服务

52 聊城市 东阿县东阿阿胶旅游养生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东胶

53 菏泽市 山东郓城水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水浒英雄

54 滨州市 天地缘酒业有限公司 观光工厂旅游接待服务 天地缘

55 滨州市 山东鑫诚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乡村旅游度假接待服务

56 菏泽市 菏泽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旅游、国内旅游服务 菏泽康辉旅游

57 青岛市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货零售服务 利群

58 东营市 东营联合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油批发服务

59 烟台市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仓储及配送 realcan

60 威海市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多业态零售服务

61 威海市 山东新大东股份有限公司 进口日用百货零售服务 浣溪

62 聊城市 山东省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零售服务

63 滨州市 山东京博新能源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成品油零售服务 京博家

64 滨州市 鲁滨集团有限公司 黄金珠宝饰品零售服务

65 青岛市 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服务 交运汽车医院

66 济南市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人社和电力行业相关软件及运维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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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济南市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营销服务 开创

68 济南市 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SDCM

69 济南市 山东东方信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网络技术的运维服务

70 青岛市 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地理信息遥感服务 捷利达

71 东营市 山东天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测绘地理信息综合技术服务

72 烟台市 山东智慧生活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社区物业管理

云服务平台

73 烟台市 烟台东方纵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
东方纵横、ZHKJ

74 烟台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

75 潍坊市 万声通讯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76 济宁市 山东鸿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

77 泰安市 山东征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信息

技术服务

78 威海市 山东农友软件有限公司 农村信息化技术服务 农友

79 威海市 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相关的信息安全服务、

节能技术咨询与运营服务
琅卡博

80 日照市 山东至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

81 临沂市 临沂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供应链信息技术服务 新明辉

82 临沂市 山东阿帕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综合物流软件及信息服务

83 临沂市 山东华夏高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交通行业相关软件及运维

84 临沂市 山东蓝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85 滨州市 滨州华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平台技术服务 华创讯采

86 滨州市 山东枣之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 秦口河

87 青岛市 青岛兴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88 烟台市 山东正信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89 泰安市 山东前程似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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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 品牌

90 威海市 威海天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91 东营市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饶县委员

会
会议及展览服务

92 东营市 东营市华普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会计、税务申报服务 华普

93 青岛市 山东威武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安保服务 威武

94 济宁市 山东兖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安保服务 兖矿

95 青岛市 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供热、供水、市政、园林、环卫

设施建设和服务

96 潍坊市 昌邑市康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集清运

97 威海市 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供（排）水服务

98 滨州市 无棣建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设施管理服务

99 济南市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 影像及印刷产品个性定制服务 世纪开元

100 枣庄市 枣庄千水星动漫制作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展示服务 千水星

101 泰安市 山东复圣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国学文化培训服务 复圣

102 济南市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3 济南市 银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4 青岛市 青岛恒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恒福人

105 青岛市 青岛新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6 青岛市 青岛坤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胶州火车北站）物业服务

107 枣庄市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翔生活

108 潍坊市 山东锦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锦川物业

109 济宁市 山东特丽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鲁鼎

110 泰安市 山东东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1 威海市 荣成成山物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住宅及工厂）服务

112 威海市 山东上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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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临沂市 沂水佳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三众佳和物业

114 济南市 济南同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与服务

115 青岛市 青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理货服务 诚纳四海

116 烟台市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港玉米筛分服务 烟台港

117 烟台市 山东朗越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货

运、货运代理及其报关、报验、

保险业务；代理国际快递；仓储

服务

118 济宁市 济宁长江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冷冻仓储服务

119 泰安市 华润泰安医药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120 泰安市 速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信息化、运输、仓储服务

121 临沂市 临沂天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122 滨州市 山东京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京博

123 滨州市 山东滨州港化工码头有限公司 港口物流服务

124 菏泽市 菏泽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仓储、运输、配送、包装、国际

货运代理、物流信息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