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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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煤炭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矿山技术服务  

2 枣庄 枣庄顺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3 烟台 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4 烟台 烟台北方果蔬技术开发连锁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5 临沂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土壤分析取样  

6 临沂 临沂丰邦植物医院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7 济南 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安全检测评价技术

服务 
鼎安 

8 济南 山东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9 青岛 山东法尔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

技术服务 
 

10 泰安 泰安市天正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11 泰安 山东奥斯瑞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环境检测技术服务  

12 临沂 山东北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技术服务  

13 临沂 山东元通监测有限公司 环境检测技术服务  

14 临沂 兰陵荣庆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机动车检测技术服务 荣庆 

15 临沂 鲁健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农产品及水质检测  

16 滨州 滨州市诚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技术服务  

17 菏泽 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测技术服务 金质精准 

18 威海 威海智慧谷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产业园区企业孵化服务  

19 烟台 山东港口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风电装卸服务  

20 烟台 烟台港股份有限公司客运滚装分公司 港口客滚运输  

21 济宁 济宁市公交正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道路旅客运输服务 顺境达 

22 烟台 山东荣畅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道恩 

23 泰安 速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货运平台服务  

24 临沂 临沂天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25 枣庄 微山湖湿地集团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26 枣庄 枣庄隆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27 泰安 
泰安市宝泰隆泰山地下大裂谷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28 日照 浮来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29 临沂 郯城美时莲食品有限公司 观光工厂旅游接待服务  

30 临沂 山东压油沟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旅游接待服务  

31 烟台 龙口南山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会议接待、客房、餐饮服

务 
 

32 泰安 山东巨鼎餐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33 威海 山东运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34 滨州 山东省阳信鸿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  

35 济南 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服装销售服务  

36 济南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服务  

37 济南 山东花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销售服务 半亩花田 

38 淄博 山东聚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聚米共享服务平台  

39 东营 山东小海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加油站运营综合解决方

案供应商 
小海豚 

40 烟台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销售服务  

41 济宁 蜗牛货车网（山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蜗牛货车商用二手车出

口服务 
 

42 泰安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服务  

43 威海 威海市水务集团矿泉水有限公司 矿泉水销售及配送服务  

44 滨州 山东京博新能源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成品油零售服务  

45 滨州 惠民县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服务 惠民原耕 

46 济南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人社和电力行业相关软

件开发及运维服务 
 

47 济南 超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产业信息安全建设

项目 
超越申泰 

48 济南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计算与应用服务 开创云 

49 济南 山东欧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农业计量灌溉服务

系统 
 

50 济南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物联网技术服务  

51 济南 创意银航（山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青岛 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烟台 橙色云互联网设计有限公司 
橙色·云工业产品协同研

发平台 
 

54 烟台 山东广为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信息化与渔业物联

网服务 
 



55 潍坊 万声通讯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  

56 泰安 泰安市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睿云识电 

57 泰安 山东征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创新服务  

58 威海 山东农友软件有限公司 
农业农村信息化技术服

务 
农友 

59 临沂 山东华码软件有限公司 医疗行业软件开发服务 山海互联 

60 临沂 临沂市拓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教育云平台  

61 临沂 容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信息服务平台  

62 济南 山东贝特建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咨询服务  

63 济南 山东润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会计、审计服务  

64 济南 济南诚智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代理服务 诚智强企 

65 潍坊 山东诚公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  

66 潍坊 潍坊仲裁委员会 仲裁法律服务  

67 济宁 山东华威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保管理服务  

68 烟台 众腾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69 菏泽 山东骏伯家政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  

70 济南 山东同程尚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 文化尚品 

71 济南 
世纪开元智印互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影像及印刷产品个性定

制服务 
 

72 济宁 山东天成书业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  

73 济宁 山东水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教辅发行 优化方案 

74 济宁 山东中联翰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  

75 济宁 山东育博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高中教辅发行  

76 济南 银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77 济南 
山东济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管理

学院项目部） 
高校物业管理服务  

78 济南 鲁商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鲁商 

79 济南 山东宏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80 济南 山东绿地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81 青岛 青岛新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82 青岛 青岛国信上实城市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问海金管

家 

83 青岛 青岛黄海物业管理公司 
机关后勤保障物业管理

服务 
 

84 青岛 青岛瑞源物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85 淄博 山东伟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86 枣庄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公建物业管理服务  

87 枣庄 山东祥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齐鲁祥泰 

88 枣庄 滕州嘉庆阳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89 东营 山东胜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90 东营 胜利油田玉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91 烟台 山东天嘉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92 潍坊 山东锦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93 潍坊 山东博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94 潍坊 潍坊昌大公共建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95 济宁 蓝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96 济宁 山东坤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坤峰 

97 泰安 山东东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98 威海 荣成市凤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物业管理服务  

99 威海 威海双丰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0 威海 威海市滨海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1 威海 荣成成山物业有限公司 
住宅及工厂物业管理服

务 
 

102 日照 日照金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物业管理服务  

103 日照 山东海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4 日照 日照市正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5 临沂 山东天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6 临沂 
山东济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郯城分公

司郯城政务中心项目部） 
办公物业管理服务  

107 临沂 山东南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南亚物业 

108 德州 山东长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物业管理服务  

109 菏泽 山东嘉林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物业管理服务  

110 菏泽 山东宾至嘉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11 青岛 
青岛中康爱邻里智慧医养服务有限公

司 
养老服务  

112 滨州 滨州市纳言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113 滨州 山东省好大姐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 好大嫂 

114 济宁 山东起跑线母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母婴健康管理服务  

115 临沂 山东伊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专业孕产护理服务 伊亲 



116 烟台 山东汇通能源利用集团有限公司 燃气供应服务  

117 潍坊 潍坊光明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电力供应服务  

118 威海 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供（排）水服务  

119 临沂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总公司 
室内装潢的设计与施工

服务 
 

120 临沂 冠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化工工程安装服务  

121 滨州 山东万顺建设有限公司 防腐防锈工程施工服务  

122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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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的航空器部件的维修 
翔宇 

123 济南 朗朗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幼儿教育服务 朗云 

124 枣庄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维、

环保咨询服务 
 

125 滨州 山东清博生态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处置 清博 

注：排序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