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名称

1 山东天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天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 临邑禹王植物蛋白有限公司 临邑禹王植物蛋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 日照市七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日照市七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5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 山东铁雄新沙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铁雄新沙能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 山东渠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渠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 泰安科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泰安科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 烟台蓝海博隆超纤新材料有限公司 烟台蓝海博隆超纤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 山东亚奥特乳业有限公司 山东亚奥特乳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 山东益利油漆有限公司 山东益利油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
山东东阿百年堂阿胶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东阿百年堂阿胶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13 莱州诚源盐化有限公司 莱州诚源盐化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4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 山东伟基炭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伟基炭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6 乳山华信食品有限公司 乳山华信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7 颐中（青岛）实业有限公司 颐中（青岛）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8 烟台大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大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9 鲁丽集团有限公司 鲁丽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 山东隆源橡胶有限公司 山东隆源橡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1 山东数字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数字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2 山东永正水泥有限公司 山东永正水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3 肥城金威机械有限公司 肥城金威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4 菏泽三垒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菏泽三垒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5 烟台国冶冶金水冷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国冶冶金水冷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6 潍坊华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华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7 济宁市宁润文正锻造有限公司 济宁市宁润文正锻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8 山东中天泰和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天泰和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9 山东润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润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0 山东宏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山东宏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1 山东玉杰面粉有限公司 山东玉杰面粉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2 济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33 泰安嘉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泰安嘉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4 日照宝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日照宝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5 山东路美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山东路美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东省第二十六批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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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山东汇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汇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7 山东鼎昌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鼎昌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8 胜利油田检测评价研究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检测评价研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39 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0 山东多路驰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多路驰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1 乳山市大洋硅胶厂 乳山市大洋硅胶厂技术中心

42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3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4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5 山东莱茵艾佳电梯有限公司 山东莱茵艾佳电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6 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7 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8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49 山东航天九通车联网有限公司 山东航天九通车联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0 山东永安胶业有限公司 山东永安胶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1 山东电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电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2 常力工贸有限公司 常力工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3 山东沪鸽口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沪鸽口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4
大国重器自动化设备（山东）股份有限
公司

大国重器自动化设备（山东）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55 东营凤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营凤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6 山东联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联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7 山东鲁铭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铭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8 烟台开发区博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博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59 烟台柳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柳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0 山东惟远新材料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惟远新材料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1 山东广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广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2 荣昌制药（淄博）有限公司 荣昌制药（淄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3 莱芜环球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莱芜环球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4 山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山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5 山东泰鹏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鹏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6 山东润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润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7 枣庄市天柱五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天柱五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8 青岛青建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青建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9 山东省永信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省永信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0 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生力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1 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 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2 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3 青岛海力商用电器有限公司 青岛海力商用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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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 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5 山东悦龙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悦龙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6 山东国丰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国丰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7 山东金马汽车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金马汽车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8 山东聊城莱鑫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莱鑫超硬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79 山东齐鲁华信高科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华信高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0 山东威智百科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威智百科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1 青岛中建联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2 山东高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棉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3 山东兴国新力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兴国新力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4 山东阿华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阿华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5 山东金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6 山东康洁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山东康洁非织造布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7 泰安万川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泰安万川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8 山东神州翔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神州翔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89 山东万恒电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万恒电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0 临沂昊泉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昊泉硅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1 山东瑞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瑞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2 山东智衡减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智衡减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3 山东菏泽茂盛木业有限公司 山东菏泽茂盛木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4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5 山东凯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凯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6 山东华奥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华奥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7 德州燕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燕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8 临沂市奥达建陶有限公司 临沂市奥达建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9 山东瑞钻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瑞钻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0 青岛浩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浩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1 莱州三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莱州三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2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3 烟台亚琦纺织有限公司 烟台亚琦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4 山东沃亚森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沃亚森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5 阳信县鑫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阳信县鑫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6 山东小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小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7 汇胜集团平原纸业有限公司 汇胜集团平原纸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8 德州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9 山东双鹤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双鹤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0 临沂金成电子有限公司 临沂金成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1 山东齐鲁浩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浩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2 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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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山东申士光电有限公司 山东申士光电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4 济南三星灯饰有限公司 济南三星灯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5 青岛强大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强大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6 青岛朗夫包装有限公司 青岛朗夫包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7 聊城金歌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聊城金歌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8 山东立辉重工有限公司 山东立辉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9 潍坊盛泰药业有限公司 潍坊盛泰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0 山东森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森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1 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 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2 山东文正衣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文正衣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3 莒县东盛橡胶有限公司 莒县东盛橡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4 威海汉邦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汉邦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5 山东好妯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好妯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6 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7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8 山东荣泰感应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荣泰感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29 济南艺高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艺高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0 金马日晖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金马日晖幕墙装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1 烟台中宇航空液压有限公司 烟台中宇航空液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2 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 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3 山东河山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河山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4 山东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35 山东省曹县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司 山东省曹县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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