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鲁发改高技〔2017〕649号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发布2017年认定山东省工程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名单的通知

各市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省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评审论证，现认定山东众阳

软件有限公司承担的智慧健康医疗工程实验室等78家工程实验室为山东省工程实验

室，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承担的机车车辆工程研究中心等12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山

东省工程研究中心（详见附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大支持力度，推动相关政策和资金向山东省工程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实验室”）倾斜，不断完善实验室研发设施和条

件，努力提升创新支撑能力。

二、实验室要主动面向行业和企业开放共享，积极承担国家和省里下达的科研

任务，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和科研机构，围绕重点产业开展核心技术攻

关、关键工艺试验、重大装备研制、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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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严格落实评价制度，组织实验室承担单位按时提交评价材料，认真参与

开展定期评价，推动实验室不断优化运行机制。对于不提交评价材料或评价不合格

的，我委将按规定予以撤销。

特此通知。

附件：2017年认定山东省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名单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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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认定山东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名单

序号 平台名称 主要依托单位

1 山东省生物基纤维制备及应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

2 山东省肉兔繁育及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康大外贸集团有限公司

3 山东省高性能轮胎新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4 山东省药物质量控制技术工程实验室 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山东省机车车辆工程研究中心 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

6 山东省铲土运输机械智能控制工程实验室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 山东省智能制造控制软件工程实验室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8 山东省高端智能化农机装备工程实验室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9 山东省绿色低毒兽用药品工程实验室 齐鲁晟华制药有限公司

10 山东省海洋油气装备焊接与表面处理工程实验室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1 山东省智能高压计量仪表工程实验室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2 山东省纺纱装备自动化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山东省生物发酵智能化控制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山东省播种施肥智能化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15 山东省电液压控制工程实验室 日照海卓液压有限公司

16 山东省发电厂热力系统节能工程实验室 山东大学

17 山东省汽车制动件精密铸造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浩信集团有限公司

18 山东省绿色化工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师范大学

19 山东省智能变配电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 山东省吸入制剂工程实验室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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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山东省汽车非轮胎先进高分子材料应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山东省花生精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金胜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23 山东省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工程研究中心 枫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山东省车用节能电机定子绕组制造装备工程实验室 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5 山东省海藻生物基纤维工程实验室 青岛大学

26 山东省葡萄糖酸衍生物工程实验室 山东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 山东省儿童药物制剂工程实验室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28 山东省载重汽车车桥总成工程研究中心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29 山东省电子线缆外包材料工程实验室 威海市泓淋电子有限公司

30 山东省智慧养老与大数据工程实验室 山东财经大学

31 山东省奶牛良种繁育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畜牧总站

32 山东省基因检测技术及应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3 山东省蓝宝石晶体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晶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34 山东省风电关键零部件工程实验室 山东伊莱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5 山东省凿岩机械工程实验室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36 山东省特种电缆工程实验室 山东国源电缆电器有限公司

37 山东省功能性分子筛材料应用工程实验室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38 山东省大型牲畜屠宰装备工程实验室 青岛建华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9 山东省肥料增效技术工程实验室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0 山东省溴系特种阻燃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海洋化学科学研究院

41 山东省舰船及深海照明系统工程实验室 山东光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42 山东省聚芳醚酮类高性能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3 山东省表面处理粉体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田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44 山东省功率半导体器件工程研究中心 淄博美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 4 －



45 山东省海洋石油工程装备柔性管道工程实验室 山东悦龙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46 山东省热熔彩色打印机工程实验室 曲阜市玉樵夫科技有限公司

47 山东省高效稀土催化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多友科技有限公司

48 山东省纤维素醚工程实验室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49 山东省牡丹深加工技术工程实验室 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 山东省胰岛素类似物工程实验室 济南康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1 山东省粉末冶金材料工程实验室 莱芜钢铁集团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52 山东省高效智能照明电器工程实验室 威海东兴电子有限公司

53 山东省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控工程实验室 山东大学

54 山东省无卤阻燃剂工程实验室 济南泰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55 山东省红曲制品生物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中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山东省多功能复合纺纱工程实验室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 山东省水产动物免疫制剂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农业大学

58 山东省小分子杂环化合物工程实验室 山东友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59 山东省无铜陶瓷耐磨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双连制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0 山东省多能干细胞库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药物研究院

61 山东省土壤地球化学工程实验室 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

62 山东省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工程实验室 山东益丰生化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63 山东省特种高温合金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4 山东省自动化焊割设备工程实验室 山东水泊焊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5 山东省工业用过滤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新兴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山东省葡萄糖酸及衍生物工程实验室 山东凯翔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7 山东省汽车传动推力装置工程实验室 山东德泰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68 山东省功能性食品配料工程实验室 菏泽大树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69 山东省电子级电解铜箔工程实验室 山东金盛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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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山东省中药制剂技术工程实验室 山东中泰药业有限公司

71 山东省高强纤维材料工程实验室 山东万圣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 山东省通信智能终端工程实验室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73 山东省污泥安全处置及资源化工程实验室 山东天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4 山东省耐火铝合金电缆工程实验室 山东慧通电缆有限公司

75 山东省中药过程控制工程实验室 威海人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 山东省水质净化生态修复工程实验室 山东水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7 山东省芦笋高值化研究工程实验室 菏泽巨鑫源食品有限公司

78 山东省新型金属材料工程实验室 鑫鹏源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79 山东省废旧橡塑热解工程实验室 山东开元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80 山东省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实验室 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1 山东省摩擦材料工程实验室 东营宝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82 山东省储能及动力能源新材料工程实验室 日照华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83 山东省煤矿综掘面防护装备工程实验室 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山东省智慧健康医疗工程实验室 山东众阳软件有限公司

85 山东省轻质高强铝合金型材工程实验室 山东裕航特种合金装备有限公司

86 山东省萘系列中间体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阳光颜料有限公司

87 山东省肛肠病诊疗设备工程实验室 乐陵市信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8 山东省肿瘤标志物检测工程实验室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89 山东省云商务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90 山东省低分子量肝素钠工程实验室
山东万邦赛诺康生化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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