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2022年度第二批DCMM贯标试点企业公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地市

1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2 山东浪潮质量链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3 山东福生佳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4 山东贝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5 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

6 政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7 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8 山东远盾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9 山东创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10 山东胜沃塑料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11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济南市

12 山东擎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13 山东和美华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14 山东和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15 山东亿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市

16 道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市

17 山东邦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18 和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19 华戎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济南市

20 瞳见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21 山东达创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22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23 山东特普软件有限公司 济南市

24 山东同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25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26 山东齐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济南市

27 山东沉积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28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29 山东恒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30 理文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31 山东凯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市

32 济南安迅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33 山东中建众力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济南市

34 济南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济南市

35 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济南市

36 山东高速信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37 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38 山东中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

39 山东山科数字经济研究院有限公司 济南市

40 山东中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市



41 山东佐田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42 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 济南市

43 山东迈维世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

44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

45 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市

46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青岛市

47 青岛城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青岛市

48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

49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

50 铭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市

51 青岛华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

52 青岛安捷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市

53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

54 山东亚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

55 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

56 海尔数字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青岛市

57 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

58 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 青岛市

59 淄博掌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淄博市

60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61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62 淄博卓意玻纤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市

63 淄博鲁中水泥有限公司 淄博市

64 山东宝迪朗格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淄博市

65 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淄博市

66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67 功力机器有限公司 淄博市

68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69 山东福瑞德测控系统有限公司 淄博市

70 山东德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71 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淄博市

72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73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74 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75 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市

76 山东双百电子有限公司 淄博市

77 山东恒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市

78 山东深川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79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

80 山东华成中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淄博市

81 淄博真空设备厂有限公司 淄博市

82 淄博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

83 山东德萨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



84 枣庄和顺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

85 海科瑞林化工有限公司 东营市

86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东营市

87 中海（东营）石化有限公司 东营市

88 山东胜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

89 山东卓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

90 东营奥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东营市

91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市

92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

93 山东港口科技集团烟台有限公司 烟台市

94 烟台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烟台市

95 山东港口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

96 山东瑞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市

97 山东旭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

9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

99 潍坊恩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0 潍坊尚德服饰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1 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2 山东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3 山东高强紧固件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4 山东海韵电气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5 华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6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7 山东盛途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

108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09 山东华亿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0 樱源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1 山东鲁泰化学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2 山东济宁盛发焦化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3 济宁安泰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4 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5 山东科大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6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7 山东经典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8 山东欧诺威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济宁市

119 山东兖矿轻合金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0 山东金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1 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2 山东宜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3 济宁辰星碳素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4 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5 山东天成书业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6 梁山鲁恒挂车配件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7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8 山东动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29 山东路得威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0 山东太阳耐磨件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1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2 山东神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3 山东峪口禽业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4 汶上县鸿瑞轩服饰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5 济宁矿业集团海纳科技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6 山东晨阳新型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7 曲阜天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8 山东盒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市

139 山东泰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市

140 泰山胜软（山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泰安市

141 山东征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市

142 山东恒信高科能源有限公司 泰安市

143 宝胜（山东）电缆有限公司 泰安市

144 山东华力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

145 荣成市宇翔实业有限公司 威海市

146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

147 数字日照有限公司 日照市

148 山东众生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市

149 山东铭扬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日照市

150 莒县城阳水泥有限公司 日照市

151 山东东都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市

152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

153 山东东锟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市

154 山东港口科技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日照市

155 山东展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市

156 山东清沂山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市

157 临沂市奥博纺织制线有限公司 临沂市

158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

159 山东恒泰纺织有限公司 临沂市

160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 临沂市

161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

162 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临沂市

163 德州恒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德州市

164 德州仁和恒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市

165 山东四月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德州市

166 山东福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

167 山东申东发酵装备有限公司 德州市

168 山东楷模居品制造有限公司 德州市

169 山东省庆云县君创锁业有限公司 德州市



170 山东越海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

171 山东奇威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市

172 和智信（山东）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市

173 聊城市海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聊城市

174 聊城茌姹丰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聊城市

175 聊城新世纪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

176 茌平华旭新材料有限公司 聊城市

177 山东欣展食品有限公司 聊城市

178 山东冠县大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聊城市

179 山东冠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0 山东冠县光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1 山东肯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2 山东冠县美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3 冠县鑫昌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聊城市

184 聊城鑫泰机床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5 山东尚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6 临清市金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7 聊城昊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8 汉河（阳谷）电缆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9 山东景阳冈酒厂有限公司 聊城市

190 山东合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市

191 山东阳谷恒昌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市

192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市

193 山东水发紫光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 菏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