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山东省第四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高性能电线电缆

2 济南和普威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特种光电设备

3 山东赛马力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油田专用燃气电站

4 山东欧瑞安电气有限公司 永磁同步变频电动机

5 山东海冠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全感知智能中压开关柜

6 山东久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起动用蓄电池

7 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机用涡轮增压器

8 山东鲁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V495 发动机连杆

9 山东宇龙机械有限公司 颗粒机

10 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 和面机

11 山推建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混凝土搅拌站

12 山东亚泰机械有限公司 轮式挖壕挖坑机

13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烧结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智能化控制装备

14 杰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含油污泥处理装置

15 山东海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袋式除尘器

16 山东蓝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凝水除雾环保装置

17 佶缔纳士机械有限公司 液环真空泵

18 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远传水表

19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三相电子式电能表

20 济南森峰科技有限公司 金属激光加工装备

21 山东国创风能装备有限公司 风电轮毂

22 山东征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平口钳



23 山东朝阳轴承有限公司 锥形滚子轴承

24 山东博特轴承有限公司 薄壁特种轴承

25 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高效智能电力变压器

26 卧龙电气（济南）电机有限公司 小功率电动机

27 东营兆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风电电磁线

28 山东鲁能泰山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绿色节能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29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新造通用敞车

30 山东杨嘉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下灰半挂车

31 潍坊市精华粉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立式冲击破碎机

32 泰安泰山国泰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中型轮式拖拉机

33 台励福机器设备（青岛）有限公司 标准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34 威海石岛重工有限公司 加氢换热器

35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节能换热器

36 山东永利精工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油套管接箍

37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非制冷红外热成像产品

38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数控卷板机

39 青岛宏达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电动螺旋压力机

40 德州德隆（集团）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数控油缸车床、曲轴车床

41 山东信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卧式平压模切机

42 金马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型卡车转向机活塞、扇形齿轮轴锻件套件

43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破碎锤

44 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电动自行车用铅酸蓄电池

45 山东天工岩土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采掘、凿岩工程设备专用刀具

46 山东华力机电有限公司 智能物联云控制发电机组

47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车辆变频空调

48 青岛双星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双模轮胎定型硫化机

49 枣庄鑫金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骨料生产线

50 山东万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应力混凝土钢管桁架叠合板

51 淄博工陶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陶瓷溢流砖及配套材料



52 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 新烟碱类杀虫剂原药

53 山东亿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草铵膦原药

54 山东鲁泰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利废节能高强度大弯矩电杆

55 山东信和光热有限公司 高硼硅 3.3.玻璃制品

56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稳定性肥料

57 山东天海新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高密度聚乙稀土工膜

58 东营华亚国联航空燃料有限公司 100LL 航空活塞式发动机燃料

59 东营国安化工有限公司 再生润滑油基础油

60 山东电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静电陶瓷砖

61 方鼎科技有限公司 夹层玻璃设备

62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口腔修复膜

63 菏泽中禾健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麻籽油

64 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对苯二甲酸二辛酯环保增塑剂

65 淄博正华助剂股份有限公司 聚氯乙烯引发剂

66 山东龙成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干粉灭火器

67 山东金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碳化硼、碳化硅军用防弹陶瓷材料

68 淄博旭佳化工有限公司 对叔丁基苯酚

69 山东一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硬质聚氨酯组合聚醚

70 山东祥通橡塑集团有限公司 PVC/PVG 整芯阻燃输送带

71 淄博加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 汽车尾气催化剂产品

72 烟台九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OLED 红光材料

73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体化智慧健康服务系统

74 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75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预应力混泥土预制桥梁

76 山东冠龙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椎体成形成套手术器械

77 山东金昌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钙锌复合稳定剂

78 寿光市鲁丽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饰面定向结构板

79 山东一诺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 糠醇

80 山东金马首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PVC 木质门



81 中稀天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钕铁硼废料回收氧化稀土

82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按摩椅

83 潍坊恒彩数码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喷绘用防水聚丙烯泡沫塑料膜

84 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微生物制剂

85 山东肥城精制盐厂有限公司 井矿盐食用盐

86 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 荧光纸

87 山东新宜佳地毯有限公司 环保型家用 PVC 双条纹地垫

88 德州谷神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大豆蛋白

89 金猴集团威海皮具有限公司 皮革制背提包

90 山东泰鹏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庭院帐篷

91 山东凯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肉鸡冷冻调理食品

92 山东恒仁工贸有限公司 淀粉及淀粉制品

93 山东巧媳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清香米醋

94 山东龙德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油滤纸

95 山东省万兴食品有限公司 脱水大蒜

96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

公司
家用储水式电热水器

97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一拖多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98 山东汇丰铸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起重机用铸造卷筒

99 山东盛德大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1 毫米精密板材

100 山东茂盛管业有限公司 预制直埋节能保温管

101 山东华烨不锈钢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材

102 山东永安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钢质无缝气瓶

103 山东国铭球墨铸管科技有限公司 球墨铸铁及铸铁管

104 山东华民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锻造耐磨钢球

105 山东腾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钢丝

106 山东奥扬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载 LNG 气瓶

107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塔架

108 山东金成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结构件

109 山东齐发药业有限公司 兽用抗菌素类药品



110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
医用输注器械

111 山东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酪氨酸

112 山东普洛得邦医药有限公司 7-氨基-3-乙烯基头孢烷酸

113 新泰市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羟脯氨酸

114 山东创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C 电子铝型材

115 山东黑旋风锯业有限公司 硬质合金锯片基体

116 山东彩山铝业有限公司 仿古建筑装饰铝构件

117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高档毛粗纺面料

118 烟台欣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酱油

119 山东润通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商用车差速器齿轮

120 山东金恒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矿用高强度圆环链 34×12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