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 年度山东省服务名牌名单 

 
序号 行政区划 单位名称 服务项目 品牌 

1 青岛市 青岛橡胶谷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新技术服务（创新平台） 众研网 

2 青岛市 青岛格兰德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新平台 信用视界 

3 青岛市 青岛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 科技中介平台  

4 东营市 山东中科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东营科技企业加速器 瞪羚汇 

5 威海市 威海北洋电子信息孵化器有限公司 孵化器平台 北洋之星 

6 日照市 日照市睿翅电子商务产业有限公司 创新平台、成果转化平台 5V 

7 临沂市 山东儒房融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中介服务 儒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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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地纬 

9 济南市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 瀚高软件 

10 济南市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与信息技术服务、互联

网营销服务 

开创云、开创 

11 济南市 山东麦港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软件业和新技术服务 麦港 

12 济南市 山东佳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网络拍卖服务 佳联 

13 青岛市 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青岛市 青岛国信城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隧道通行、智慧停车、信息发布

等综合交通出行服务 

隧 e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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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青岛市 青岛萨纳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青岛市 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地理遥感信息技术服务 捷利达 

17 青岛市 宇威科技发展（青岛）有限公司 教育软件技术服务 会考吧 

18 青岛市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线载波运维服务项目  

19 青岛市 青岛艾德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东营市 山东团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金融、交易一体化服务平台 团尚 

21 东营市 山东汇佳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园安全隐患管理工作云平台 校鹰 

22 东营市 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 广域科技 

23 烟台市 烟台东方纵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潍坊市 山东中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中呼 

25 潍坊市 山东尚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档案管理服务  

26 济宁市 山东长江水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教育信息技术服务 优化方案 

27 济宁市 山东新蓝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系统软件与居家养老信息软

件平台研发 

新蓝海 

28 济宁市 山东学苑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龙门亮剑 

29 威海市 威海慧明珠软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软件系统维护升级 慧明珠 

30 临沂市 山东机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机客—jiker 

31 临沂市 山东蓝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 蓝狐网络 

32 济南市 山东琦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分配；配电 琦泉热电 

33 济南市 山东泰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清洁能源供应服务（天然气） 中能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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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潍坊市 潍坊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供应服务  

35 潍坊市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物流有限公司 清洁能源供应服务 鲁清 

36 日照市 山东一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清洁能源供应服务 一达燃气 

37 滨州市 山东京博新能源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清洁能源供应服务 京博家 

38 青岛市 青岛中科智远实验室科学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化设计服务（研发设计） 中科智远 

39 济南市 山东百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物研究与开发  

40 青岛市 胶州市大白菜协会 技术推广服务 胶州大白菜 

41 枣庄市 枣庄顺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 周营沙河崖 

42 泰安市 山东隆源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  

43 威海市 文登德丰农业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 泽峰园 

44 威海市 威海市华美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人机监测及培训服务 华美航空科技 

45 临沂市 山东金沂蒙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金沂蒙 

46 临沂市 临沂丰邦植物医院有限公司 农林科学技术服务、肥料、农药 丰邦 

47 滨州市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现代化全程服务 京博农化 

48 滨州市 山东天极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净水技术推广服务全过程技术解

决方案 

天极净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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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化冬枣 

50 滨州市 滨州市国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施肥技术推广 滨国 

51 青岛市 青岛新壹百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展示，创意设计体验 新 100 

52 青岛市 青岛盛世奥海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传播与品牌策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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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威海市 山东昆嵛电视广告有限公司 高端影视创作服务 昆嵛 

54 威海市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樱花制衣行第二分店 文化创意设计体验 廖夫人 

55 临沂市 临沂市天凯服装有限公司 沂蒙传统文化特色产品创意推广 蒙山妈妈 

56 菏泽市 巨野县书画院 文化创意展示 麟州 

57 青岛市 山东金东数字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创意设计体验 金东创意 

58 济宁市 山东天成书业有限公司 校园文化创意设计 天成 

59 泰安市 泰安泰山方特欢乐世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创意项目体验 方特欢乐世界 

60 青岛市 青岛远航源丰润国际劳务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源丰润 

61 青岛市 青岛金前程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金前程 

62 青岛市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63 青岛市 中智青岛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中智 

64 烟台市 山东德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职业介绍、人事管理咨询  

65 烟台市 山东正信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正信 

66 泰安市 泰安市大家园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67 威海市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对外劳务合作 联桥集团 

68 菏泽市 山东骏伯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存储和发布 、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外包、受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委托

代办社保事物 

骏伯 

69 济南市 山东润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会计、审计服务 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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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青岛市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审计服务 正业 

71 东营市 山东大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审计服务 大明宏祥 

72 济南市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及展览服务  

73 济南市 山东省家具协会 会议及展览服务  

74 东营市 广饶汇博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及展览服务  

75 潍坊市 山东大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会展服务 中晨圣维 

76 青岛市 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旅客运输 青岛航空 

77 济南市 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高铁站车旅行服务 多彩旅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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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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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运观光巴士 

80 青岛市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81 济宁市 济宁城际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公交 济宁城际公交 

82 青岛市 交运集团公司青岛汽车总站 客运旅游服务 温馨之旅 

83 聊城市 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旅客运输 交真心  运真情 

84 青岛市 交运集团公司青岛交运速递分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交运速递 

85 淄博市 山东依航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依航 

86 临沂市 沂水县天成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87 青岛市 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客运汽车站 交运爱心驿站 

88 青岛市 青岛交运平度联通运输有限公司 客运服务 亲情家园 

89 聊城市 聊城汽车总站 运送旅客；货物递送 水城人  水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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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青岛市 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水上货物运输  

91 烟台市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港集装箱航运 烟台港 

92 青岛市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货物装卸，港口仓储及运输业，

客运服务 

诚纳四海 

93 青岛市 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QQCTU 金牌“保姆式”服务  

94 东营市 山东宝港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水上运输业（运输港口） 宝港国际 

95 青岛市 青岛怡坤物流有限公司 

代理、仓储、运输等整合物流服

务 

 

96 青岛市 青岛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福兴祥 

97 青岛市 开瑞国际物流（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98 青岛市 青岛天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天璇 

99 青岛市 青岛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德邦 

100 青岛市 青岛航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航美 

101 烟台市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港中非铝土矿全程物流 烟台港 

102 烟台市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仓储及配送  

103 潍坊市 潍坊佳乐家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中百大厨房 

104 潍坊市 

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百配送中

心 

现代物流服务 中百 

105 济宁市 山东经典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物流服务  

106 泰安市 华润泰安医药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药品、医疗器械） 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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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威海市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标准化配送服务 家家悦 JIAJIAYUE 

108 威海市 赤山集团有限公司 水产品冷链物流供应 赤山 

109 日照市 日照三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运物流服务 三运物流 

110 日照市 莒县通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快 士 

111 临沂市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冷链、仓储货物运输 荣庆物流 

112 临沂市 临沂天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服务 天源国际物流 

113 济南市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 世纪开元 

114 青岛市 青岛浩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绿行者 

115 青岛市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 汽市后市场  

116 青岛市 青岛美德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 美德威 

117 淄博市 山东聚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 聚米  婧氏 

118 烟台市 山东舒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119 潍坊市 山东任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旅游电商 八喜大集 

120 威海市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金猴牌皮鞋产品电子商务服务 金猴 

121 临沂市 山东公社联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分装食品 

公社联盟 

122 滨州市 山东枣之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聚乡亲 

123 济南市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明德物业 

124 济南市 山东绿地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125 济南市 山东济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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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济南市 山东宏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宏泰物业 

127 青岛市 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华仁物业 

128 青岛市 青岛颐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颐中 

129 青岛市 城发集团（青岛）物业经营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130 青岛市 青岛黄海物业管理公司 物业管理 物精业勤黄海情 

131 青岛市 山东和兴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安保服务 和兴保安 

132 青岛市 青岛联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帮万家 

133 淄博市 山东宏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宏程物业 

134 潍坊市 安丘新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心服务 新生活 

135 济宁市 山东伟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伟琦 

136 威海市 威海金蚂蚁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金蚂蚁 

137 日照市 山东中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中盛物业 

138 日照市 日照金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139 临沂市 山东南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南亚物业 

140 聊城市 聊城鼎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41 济宁市 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水厂运维云服务 京鲁 

142 威海市 威海市环翠区环境卫生管理局 环境卫生管理  

143 菏泽市 山东银湾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卫生管理、物业服务 中慧银湾 

144 青岛市 青岛泉林一家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泉林一家人 

145 济宁市 山东起跑线母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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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威海市 乳山市母爱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母爱大姐 

147 临沂市 临沂市沂蒙大姐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沂蒙大管家 

148 滨州市 惠民县惠民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鲁惠姐 

149 滨州市 滨州市纳言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喜大嫂 

150 青岛市 港中旅（青岛）海泉湾有限公司 海滨旅游度假区、会议服务 海泉湾 

151 青岛市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旅游开发及海洋动物科普展览 爱在极地 

152 潍坊市 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海滨旅游度假区  

153 威海市 山东威海西霞口旅游有限公司 海滨休闲度假 西霞口 

154 青岛市 青岛汇泉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生态海洋公园 海底情深 

155 威海市 华夏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海洋公园--观光旅游  

156 济南市 济南天润红叶谷有限责任公司 乡村旅游 红叶谷 

157 济南市 山东九如山瀑布群自然公园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九如山 

158 青岛市 青岛二月二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乡村旅游度假、乡村生态文化博

物馆 

二月二 

159 枣庄市 

枣庄市台儿庄古城祥和庄园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乡村旅游度假 天下第一庄 

160 枣庄市 枣庄台儿庄运河湿地公园有限公司 乡村旅游度假 

天下第一庄中华古

水城台儿庄 

161 东营市 山东景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乡村旅游服务 水语小镇 

162 东营市 利津县綦家嘴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乡村旅游特色村、农产品采摘旅 綦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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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163 潍坊市 昌乐县华安瓜菜专业合作社 乡村旅游  

164 济宁市 山东万紫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乡村旅游度假 

万紫千红生态养生

旅游度假区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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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大裂谷 

166 泰安市 山东里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乡村旅游特色村 里峪 

167 威海市 威海山泰种养殖生态园有限公司 果蔬采摘、休闲旅游 山泰生态园 

168 临沂市 山东压油沟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观光旅游  

169 莱芜市 山东龙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旅游服务  

170 德州市 山东昌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乡村旅游度假区 秋日春阳 

171 聊城市 山东泉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乡村旅游度假区 泉聚苑 

172 青岛市 青岛高氏葡萄种植庄园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高氏庄园 

173 青岛市 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 农产品采摘 曹村 

174 泰安市 山东泰山花样年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泰山花样年华 

175 泰安市 山东长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倍倍香 

176 威海市 山东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文峰田园休闲采摘 文峰 

177 威海市 威海壹点绿菜业生态基地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178 威海市 威海市五十一号农场有限公司 苹果采摘 黄胖子 

179 日照市 日照御海湾茶博园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御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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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日照市 横山天湖集团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横山天湖 

181 日照市 山东裕利蔬菜股份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五蔬园 

182 聊城市 山东聊城道之健康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 田园刘道之 

183 滨州市 滨州万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 万绿良品 

184 菏泽市 山东尚谷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农产品采摘旅游 尚谷 

185 烟台市 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 农业遗产公园 牟氏庄园 

186 青岛市 青岛马家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乡村生态文化博物馆 马家沟 

187 枣庄市 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纪念园管理处 红色旅游教育、党性教育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 

188 威海市 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 红色教育旅游 刘公岛 

189 临沂市 山东沂蒙红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红色旅游、党性教育、影视拍摄、

住宿餐饮 

沂蒙红色影视城 

190 临沂市 山东沂蒙根据地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红色旅游 旅游景点开发与保护 

为游客服务 

亲情沂蒙旅游 

191 临沂市 山东庄氏庄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红色教育旅游 庄氏庄园 

192 临沂市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时代楷模赵志全同志纪念馆 鲁南 

193 临沂市 中共费县县委党性教育工作办公室 党性教育 青山记忆 

194 临沂市 平邑县九间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党性教育 九间棚 

195 聊城市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宣讲孔繁森事迹  弘扬孔繁森精

神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196 滨州市 惠民县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教育培训中心 党性教育 渤海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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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济宁市 济宁干部政德学院 政德教育 干部政德教育 

198 烟台市 烟台张裕国际葡萄酒城之窗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管理服务、会议服务 

张裕国际葡萄酒城

之窗 

199 烟台市 烟台欣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观光工厂 欣和 

200 临沂市 郯城美时莲食品有限公司 观光工厂 美时莲 

201 滨州市 天地缘酒业有限公司 观光工厂 天地缘 

202 青岛市 青岛葡萄酒博物馆管理有限公司 

组织博物馆接待服务、纪念品销

售等 

青岛葡萄酒博物馆 

203 烟台市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有限公司 工业博物馆 张裕酒文化之旅 

204 聊城市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博物馆旅游服务 东胶 

205 潍坊市 山东新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遗产公园 

坊子炭矿遗址文化

园 

206 威海市 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老年人旅居养老服务 幸福家园 

207 枣庄市 枣庄仙坛山温泉小镇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温泉康养 仙坛山温泉 

208 烟台市 融基（烟台）艾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温泉康养 艾山 

209 潍坊市 青州仰天山森林旅游有限公司 山地康养 物华仰天山 

210 青岛市 青岛万林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老年人养护服务 万林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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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康颐养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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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云祥 

213 临沂市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老年人养护服务 凯旋医养 



—    — 13 

214 聊城市 聊城市鸿福老年公寓 老年人养护服务 

颐养鸿福                               

盛德鸿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