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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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舜泰工程检测鉴定集团有限公
司

检验检测鉴定技术服务

2 济南市 山东华盛天同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3 济南市 山东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及材料检测、化学
检测、消防及防雷检测、特
种设备检测服务

4 青岛市 青岛市建筑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及材料质量检测
鉴定、人防工程及防护设备
质量检测服务

5 青岛市 思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材料检测服务

6 青岛市 青岛衡立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境检测服务

7 青岛市 青岛诚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检测服务

8 淄博市 山东华度检测有限公司 检测技术服务

9 烟台市 航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合金全程检测服务

10 烟台市 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检测、食品检测服务

11 泰安市 泰安市天正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12 泰安市 山东金舆达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13 泰安市 泰安兴润检测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14 临沂市 山东建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服务

15 临沂市 山东华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监测、食品、农产品质
量检测服务

16 临沂市 山东北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17 临沂市 山东鲁健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食品、农产品及水质检测服
务

18 青岛市 青岛特利尔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推广服务

19 淄博市 山东思远蔬菜专业合作社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20 泰安市 山东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
工业水处理总包运行技术
服务



21 临沂市 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22 滨州市 滨州市沾化区冬枣研究所
沾化冬枣种植技术推广服
务

23 青岛市 山东绿天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孵化产业园区服务

24 淄博市 山东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服务

25 青岛市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26 青岛市 青岛公交集团市北巴士有限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

27 烟台市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商品车中转枢纽服务

28 泰安市 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道路旅客运输服务

29 威海市 荣成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30 东营市 东营富海物流有限公司 危化品配送服务

31 烟台市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原油混兑

32 临沂市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冷链、仓储运输服务

33 临沂市 临沂天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34 济南市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贷款服务

35 枣庄市 山东信华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金融投资信息咨询服务

36 滨州市 山东沾化青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银行服务

37 青岛市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福利中心 老年人养护服务

38 威海市 威海瑞云祥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老年人养护服务

39 聊城市 山东盛世千岛山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老年人养护服务

40 滨州市 滨州市纳言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41 青岛市 青岛赛维电子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售后服务

42 青岛市 即墨市热电厂 供热服务

43 滨州市 滨州市友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骏、五菱汽车维修服务

44 青岛市 青岛葡萄酒博物馆管理有限公司 博物馆接待服务



45 枣庄市 枣庄市翼云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46 烟台市 南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47 烟台市 招远金都黄金博物馆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48 泰安市 泰安友邦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休闲农业旅游接待服务

49 威海市 荣成博物馆 博物馆参观服务

50 临沂市 山东沂蒙红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党性教育、红色旅游接待服
务

51 青岛市 青岛豪邦大酒店有限公司 住宿和餐饮服务

52 烟台市 山东招金舜和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住宿和餐饮服务

53 潍坊市 临朐揽翠湖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住宿和餐饮服务

54 潍坊市 潍坊金成大酒店有限公司 住宿和餐饮服务

55 滨州市 山东省阳信鸿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56 济南市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商贸及电子商务服务

57 济南市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贸及电子商务服务

58 济南市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服务

59 青岛市 青岛友客便利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便利店零售服务

60 青岛市 利群集团青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利群网电商服务

61 烟台市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销售服务

62 烟台市 山东招金银楼有限公司 珠宝首饰批发零售服务

63 济宁市 山东鼎鑫书业有限公司 图书销售服务

64 济宁市 山东一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教辅资料类）的销售
服务

65 泰安市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服务

66 威海市 威海华卓进出口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服务

67 临沂市 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服务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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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聊城市 山东新腾威进出口有限公司
南非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
服务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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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滨州市 惠民县信誉楼百货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服务

72 滨州市 鲁滨集团有限公司 珠宝首饰批发和零售服务

73 济南市 山东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

74 济南市 政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创新创业服务

75 济南市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76 济南市 济南科明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软件、计算机软硬件、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77 济南市 山东科华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低压居民集抄系统运维服
务

78 青岛市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信智慧公交解决方案

79 青岛市 青岛方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服务

80 青岛市 青岛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乐疯云平台技术服务

81 青岛市 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服务、就业服务平台技
术服务

82 烟台市 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展馆技术服务

83 烟台市 山东广为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信息化与渔业物联网

84 济宁市 山东华通二手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通商用二手车 O2O 电子
商务服务

85 济宁市 山东中煤工矿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信息服务

86 泰安市 山东泰盈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87 临沂市 山东建荣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教学设备设施方案设计、技
术研发、运维服务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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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维服务

89 临沂市 山东丑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服务

90 滨州市 滨州华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采购平台技术服务

91 济南市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展览服务

92 青岛市 青岛海丽应急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互动体验式应急安全教育
培训



93 济南市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策划设计与传播

94 济南市 济南圣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服务

95 枣庄市 枣庄鲁旺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96 济南市 山东辰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科技信息咨询服务

97 青岛市 青岛胶科邦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技术转
移服务

98 泰安市 新泰众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服务

99 临沂市 临沂君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咨询服务

100 烟台市 山东德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101 烟台市 山东智宇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

102 潍坊市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

103 青岛市 青岛即城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服务

104 潍坊市 山东胜伟盐碱地科技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服务

105 滨州市 滨州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施工图审查技术服务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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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济宁市 山东金榜苑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文化创意服务

108 济宁市 山东接力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幼儿教育系统创意展示、创
意设计体验服务

109 泰安市 泰安市泰山区图书馆 图书免费借阅、流通服务

110 济南市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高校物业管理服务

111 济南市 银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2 济南市 山东济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3 济南市 山东润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4 济南市 山东吉优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疗物业管理服务

115 济南市 山东绿地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6 青岛市 青岛国信上实城市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7 青岛市 青岛恒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8 青岛市 山东橡胶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9 青岛市 青岛新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0 淄博市 山东伟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1 东营市 山东胜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2 烟台市 烟台天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3 潍坊市 山东博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4 潍坊市 潍坊恒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5 潍坊市 山东锦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6 济宁市 蓝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7 泰安市 山东东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8 威海市 威海威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29 威海市 荣成市凤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30 临沂市 沂水诚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31 临沂市 山东东方佳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32 德州市 山东长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33 菏泽市 山东银湾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环卫保洁服
务

134 菏泽市 山东嘉林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35 济宁市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工程施
工服务

136 临沂市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幕墙、室内装饰业务的
设计与施工服务

137 济南市 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除整台发动机、螺旋桨以外
的航空器部件维修服务

138 青岛市
青岛中康国际医疗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健康管理服务

139 滨州市 山东清博生态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经营服务

注：排序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