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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认定 2021 年山东省工业企业“一企一技术”

研发中心企业名单

序号 所在市 企业名称

1 济南市 山东矩阵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 济南市 山东正元冶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济南市 国能（山东）能源环境有限公司

4 济南市 山东齐鲁壹点传媒有限公司

5 济南市 山东全通网融科技有限公司

6 济南市 中协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7 济南市 山东致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 济南市 山东精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济南市 山东旋几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10 济南市 神州顶联科技有限公司

11 济南市 山东奥邦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12 济南市 山东高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3 济南市 山东确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济南市 山东浪潮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15 济南市 华戎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6 济南市 山东乾云启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济南市 山东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济南市 山东智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9 济南市 山东华软金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 济南市 山东亿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 济南市 山东爱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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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济南市 山东艾诺仪器有限公司

23 济南市 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24 济南市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5 济南市 山东省数字证书认证管理有限公司

26 济南市 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27 济南市 山东恒宇电子有限公司

28 济南市 山东政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 济南市 山东铂源药业有限公司

30 济南市 山东新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1 济南市 山东中车风电有限公司

32 济南市 山东新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 济南市 山东东方信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济南市 神思旭辉医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5 济南市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6 济南市 驰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7 济南市 山东金桥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8 济南市 山东易构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9 济南市 山东航天九通车联网有限公司

40 济南市 济南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41 济南市 济南爱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2 淄博市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43 淄博市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44 淄博市 山东一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45 淄博市 山东东岳未来氢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6 淄博市 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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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淄博市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8 淄博市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9 淄博市 山东兆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 淄博市 山东德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1 淄博市 山东海奥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2 淄博市 山东保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53 枣庄市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枣庄市 枣庄鑫金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5 枣庄市 山东精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6 枣庄市 山东千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57 枣庄市 山东云享天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8 东营市 永一橡胶有限公司

59 东营市 山东冠森高分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烟台市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1 烟台市 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62 烟台市 烟台北方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63 烟台市 山东恒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4 烟台市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5 烟台市 山东鼎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66 烟台市 烟台岸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7 烟台市 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68 烟台市 山东凯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9 烟台市 龙口中宇机械有限公司

70 烟台市 核工业烟台同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1 潍坊市 山东仙普爱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序号 所在市 企业名称

72 潍坊市 潍坊硕邑化学有限公司

73 潍坊市 山东赛马力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74 潍坊市 潍坊华光光电子有限公司

75 潍坊市 圣大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6 潍坊市 山东日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7 潍坊市 潍坊东方钢管有限公司

78 潍坊市 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潍坊市 山东建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80 潍坊市 潍坊新希望六和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81 济宁市 山东宜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2 济宁市 山东铭德机械有限公司

83 济宁市 山东圣润纺织有限公司

84 济宁市 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5 济宁市 珞石（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6 济宁市 智联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 济宁市 蜗牛货车网（山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8 济宁市 山东尚核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89 泰安市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0 泰安市 山东鸣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1 泰安市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92 泰安市 山东齐利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93 威海市 一诺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94 日照市 海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95 日照市 山东久力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6 日照市 日照金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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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日照市 山东贝宁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98 日照市 山东曙光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9 日照市 日照大象房屋建设有限公司

100 临沂市 山东精创磁电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1 临沂市 山东华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102 临沂市 山东华夏高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03 临沂市 临沂恒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 德州市 山东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

105 德州市 山东国晶新材料有限公司

106 德州市 山东安舜制药有限公司

107 德州市 山东龙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8 德州市 德州新动能铁塔发电有限公司

109 德州市 山东水星博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10 德州市 山东联兴绿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11 聊城市 山东中探机械有限公司

112 聊城市 山东龙普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113 滨州市 阳信东泰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114 菏泽市 山东朱氏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5 菏泽市 山东玉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