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 10 日，注册资本金 3.64 亿

元，总资产 24.7 亿元。企业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资质等为一体的跨地区、多元化经营的综合性建筑企业。企业于 1998 年通

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OHSAS18001 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体系认证。 

企业在册职工 3272 人，各类专业人员 988 人。企业具有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市级工程试验室，开展的多项科研项目处于省内甚至国内先进水平，并

多次申报科技进步奖。企业成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建立了独立的机房硬件

网络设施，配备专门的网络专员负责网络维护，建立了内部局域网和信息管

理平台，实现了内部办公、信息发布、数据交换的网络化。 

企业先后获得国家建设工程鲁班奖 2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6 项，国家级

工法 4 项，省级工法 56 项，有效国家级实用型专利 9 项，发明专利 1 项，主

编国家标准 1 项，山东省泰山杯工程质量奖 17 项，上海市白玉兰质量奖 1 项，

山东省及各市级“优质工程、优质样板工程”100 多项。 

存在的问题：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应用及造价确定、BIM 技术应用、建

筑智能化应用缺乏建造技术和经验。 

问题的根源：国家及省市县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现正大力推广应用装配

式建筑、BIM 技术应用及建筑智能化应用，但由于担心市场需求及企业自身

综合实力等原因，企业准备筹建的建筑现代化产业基地未正式建设，且由于

工程技术力量欠缺，对装配式建筑、BIM 技术应用很少，缺少专家支持、理

论培训和实践经验。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应用及造价确定、BIM 技术

应用、建筑智能化应用等。 

联系人：李伟哲 

电  话：0539-4228667 

邮  箱：guanlurenshibu@163.com     



2、平邑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平邑北新建材有限公司为北新建材与 2009 年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占地面积约 160 亩，项目总投资 8052 万元，

以脱硫石膏、护面纸等为原料建设年产 2000 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

线，为一家资源综合利用型企业。现有员工总数 108 人，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 15 人，公司拥有石膏粉生产线一条，石膏板生产线一条，拥有板材

抗折机、建筑石膏稠度测定仪、电动抗折试验机、电热鼓风干燥箱、恒

温水浴箱、旋转粘度计、火焰光度计、快速红外水份测定仪、勃式比表

面积测试仪、电子拉力机、罗氏泡沫仪、纸张水分仪、可勃吸收测定仪、

透气度仪、分析天平等实验设备，主导产品为普通和特种纸面石膏板系

列产品。 

     我公司自 2012 年起通过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我公司生产的纸面

石膏板系列产品质量一直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一致好评。 我公司周边的脱

硫石膏的质量不断下降，特别是脱硫石膏中的氯离子含量越来越高，将

会影响纸面石膏板的质量。 

存在的问题： 

1、高氯根脱硫石膏在石膏板生产线中的使用 

问题的根源：周边的脱硫石膏的质量不断下降，特别是脱硫石膏中

的氯离子含量越来越高，将会影响纸面石膏板的质量，导致受潮粘接不

良。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高氯根脱硫石膏在石膏板生产中的应用技术。 

2、石膏板生产线的噪声治理 



问题的根源：石膏板生产线在进行运行过程中大型风机、风道管道、

收尘系统、辊道输送、设备启动升降等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高、中、低

频噪声，我公司虽经过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治理，已能够满足国家标准要

求，但是还需进一步降低生产线噪声以降低对员工的影响。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石膏板生产线噪声治理技术。 

联系人：刘东凯（总经理） 

电话：13910632704 

邮箱：ldkai@bnbm.com.cn 

 

 

 

 

 

 

 

 

 

 

 

 

 

 

 

 

 

 

 

 

 

 

 

 

 

 

 

 

 

 



3、平邑县鑫岭塑业有限公司 

平邑县鑫岭塑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塑料包装集生产、加工、印刷

和销售于一体的进出口生产企业。公司占地 47000 ㎡，厂房面积

25000 ㎡，现有员工 200 多人，拥有吹膜机 200 余台，制袋机 150

余台，三层共挤吹膜机 1 台，以及六色印刷机和八色印刷机各一台，

主导产品有食品袋、垃圾袋、礼品袋、农地膜、建筑用膜、石棉袋

等产品。 

公司拥有一套完善的生产工艺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广泛

应用于工业、农业及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的包装产品，产品远销日

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公司已通过 ISO9001 国际认证，通过国

际 CE 认证及 HAPPC 认证。公司 2016 年被平邑县列为全县重点企

业。2016 年度被检察院列为检察官联系大项目重点企业。 

存在问题：原材料注剂（母料）的加入问题。 

问题的根源：目前市面上的注剂，价格较高，而现在企业普遍

存在与个体中小商户相比价格没有竞争力的问题，企业整体运行费

用较高，而个体商户把市场价格拉的很低。我司急需一款价格实惠

而又不会影响使用效果或者影响很小的原材料注剂，以降低我司成

本，提高利润。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需要一款对产品没有影响或者影响较小

的注剂。 

联系人：赵伟坊 

电话：15092999777 

邮箱：zhao@xinlingplastic.com 
 

 

 



 

4、山东汇丰木塑型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汇丰木塑型材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3 年 6 月，是一家

以生产硬质 PVC 木塑发泡系列产品为主的企业。一期投资 2 亿元，

占地面积 118 亩，建筑面积 40000 平方米。现有职工 216 人，大专

以上学历技术人员 35 人。公司现有自主研发专利 14 项，并参与中

国塑料制品行业标准的制定。具备了独立开展 PVC 硬质发泡制品的

检测和研发能力。公司先后与英国、美国、沙特、印度、越南、台

湾、南美洲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商贸往来。所生产的

家具板、橱柜板等系列产品以过硬的质量与服务赢得了众多用户的

一致好评。 

存在的问题： 

1、当前我公司发展迅速，急需要注册会计师、商务英语、化工

类等高级专业人员，助推我们拓展国内外市场。希望在帮扶人员时

给予会计、英语、化工、机械等专业人才支持。 

2、2018 年计划申报专利 30 项，其中 20 个实用型专利；10 个

发明专利。希望能帮助我们引进专业人才，与高等院校牵线搭桥，

适时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3、土地缺口 300 亩。由于产品供不应求；现有的产能已无法满

足市场的需要，新生产线的增加、厂区的扩建迫在眉睫。  

4、资金缺口 1.5 亿元。用于新厂房建设、新产品研发、土地平

整、新设备购置、流资等。 

问题根源：基于公司现状由于信息渠道有限无法获得更多的人

才及科研信息。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拓展信息渠道；破解留人、生产用地与

资金难题。 

联系人：刘娜（副总） 

电话：17605396699 

邮箱：hfgf2013@163.com 



5、山东雷沃传动有限公司 

山东雷沃传动有限公司（简称雷沃传动）位于平邑县经济开发区内，

是一家由雷沃重工控股的，从事非公路行走机械各类传动系统研发、制

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产品平台实现了拖拉机、轮式谷

物收获机（小麦机、玉米机）、履带式谷物收获机、装载机、植保机械、

打捆机、烘干机等各类产品所需配套的驱动桥、变速箱、传动箱全覆盖。

雷沃传动将依托全球研发体系，为非公路行走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传

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力争成为全球传动系统制造企业的领导者，中国传

动系统制造企业第一品牌。 

雷沃传动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和卓越的质量保证能力，拥有国家专

利 23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拥有现代化加工生产线 31 条，装配生产

线 15 条，各类设备设施 1100 余台，主要包括日本马扎克卧式加工中心、

台湾协鸿立式加工中心、海克斯康三座标测量仪、焊接机器人等可实现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购进智能化在线自动加工、测量齿轮、轴设备设

施，配有国内一流水平的自动化、智能化齿轮加工单元，实现齿轮无人

化自动加工，同时引入奥地利爱协林热处理设备，采用奥地利维也纳先

进核心技术，工作全过程为计算机仿真，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存在的问题：齿轮（轴）制造模块业务范围越来越大，业务需求越

来越多，先进的齿轮（轴）制造规划、制造工艺需要同步提升，现有人

员满足现状生产，但对先进的制造工艺了解不足，需学习提升；为提升

齿轮（轴）制造业务，同时培养现有人员能力，需要引入齿轮（轴）专

家人才，提升齿轮（轴）制造能力。 

问题的根源：齿轮（轴）制造工艺（包括齿轮（轴）加工工艺、热

处理工艺）。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齿轮（轴）制造规划、制造工艺（包括齿轮

（轴）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对专家的要求：熟悉齿轮（轴）工艺、

工装设计，了解刀具设计，能够确认刀具厂家刀具参数，熟悉齿轮（轴）

设备，同时了解热处理工艺，具备热处理现场问题处理能力。目标：达

到国内领先的齿轮（轴）制造厂家水平，3-5 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联系人：赵建奎、高开心 

电  话：0539-4687588 

邮  箱：gaokaixin@lovol.com 



6、山东路美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山东路美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9 月 27 日，注册资金

为 2600 万元，注册地点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经济开发区温水园区

东侧。公司下辖山东大道智慧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路美护栏有限公

司、山东路美钙业有限公司、山东华龙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临沂康路全

谷物面粉有限公司、新疆路美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厂、河南分厂、河

北分厂、长春分厂、包头分厂。公司主要生产道路标线涂料（冷喷标线

涂料、热熔标线涂料、高端绿色环保涂料及丙烯酸树脂等）、道路划线设

备、道路养护设备、交通护栏、交通标志标牌等。年产各类道路标线涂

料 10 万吨、交通辅助设施设备 5000 台（套），产品得到国内外道路交

通行业的高度认可。 

路美公司始终以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重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公

司产品主要以自主研发为主，同时与青岛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国

内高校及其他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2017 年自主研发的

无苯道路标线涂料通过了临沂市科技成果鉴定，并在武汉长江大桥路面

标线工程施工，被评为国家优质工程，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引领了全

国路面标线行业发展的新潮流。公司先后申请了无苯标线涂料、无苯丙

烯酸树脂等 13 项国家专利，以及最新研发申报的激光导引道路自动划线

设备，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产品创新能力位于全国前列，并参

与了多项国家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行业标准的制定，其中最新国家行业标

准国家交通运输部将于 2018 年 7 月 8 日在路美公司宣贯发布。 

1、存在的问题：热熔防滑涂料 

问题的根源：季节的变化引起涂料防滑值不稳定。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夏季涂料变弱而引起防滑值的降低

技术。 

2、存在的问题：光滑大理石路面上划不上涂料（例如：天安门广场）。 

问题根源：无苯水性涂料在光滑大理石路面划线附着力差 。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提高无苯水性涂料在光滑大理石路面上划线

的附着力技术。 

3、存在的问题：车载热熔划线机输送成型慢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热熔涂料的输送快速成型技术。 

联系人：张恒生（技术总监） 

电话：18053944082 

QQ 邮箱：407590456 



7、山东卫禾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卫禾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农业装备传动系研发、制造、销

售于一体的科技公司。公司具有美国格里森齿轮检测中心、海克斯康三坐标

测量仪、德国 SRS410 剃刀刃磨床、英国全谱直读光谱仪等关键研发设备。

运用 UGNX7.5、MASTA5.4 等研发软件进行研发，具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 

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手段、以顾客满意为宗旨，牢固树立“品质、创新、

效率”的企业精神。公司现有植保机械、农业收获机械（小麦、水稻、玉米等）

及拖拉机桥箱三大系列产品，规划未来 5 年内，实现产销各类桥箱 10 万余台

套，销售收入达 5 亿元。公司产品技术先进，性能优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并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已成行业的主导产品 

公司设有山东卫禾传动技术研发中心，并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平台建设，

打造创新型企业。公司坚持产学研结合，与济南大学合作研究大型农用拖拉

机不同作业下换挡规律及智能控制系统，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与收购转让获得 8 项专利，提高自身科技实力，为公司下

一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公司“诚之信守、合而共赢、创至超越”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把提升产品质

量放在首要位置，从工艺、技术的根本上提高稳定质量，建立了全面、科学、

有效、稳定的质量控制体系和诚信评价体系，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和认可，各类产品畅销全国，

形成了稳定的产品市场和客户群体。公司将以“品质铸造品牌，创新驱动发展”

为经营理念，不断做大做强，推动国内变速器行业的发展。 

存在问题：无极轮震动问题。 

状况描述：我公司所生产三行四行玉米机桥箱总成，当发动机≥2000 转，

无极轮打开状态下整车抖动；当发动机≥2000 转，无极轮不打开状态下整车

不抖动。 

需专家解决的问题：无极轮震动问题。 

联系人：许绍虎 

联系电话：13053903516 

邮箱：114030202@qq.com 



8、山东沃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沃尔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和销售新型建材的企业，公司目前

年产纸面石膏板 2100 万平方米，以及年产 3 万吨各类高分子压延硬片、半硬

质膜和软膜。2018 年公司即将投产一条年产 4000 万平方米的标准石膏板生

产线，以及一条年产 1 万吨高分子薄膜的压延生产线，生产能力即将进一步

扩大。 

存在的问题：1.由于当前脱硫石膏产品的产能已经无法满足石膏板生产线

的需要，加之当前脱硫石膏所包含的氯离子无法达到生产石膏板生产的质量

要求，企业急需一种低氯离子含量的再生石膏加以使用；2.公司希望通过联合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使公司的技术实力进一步增强，能够最终形成高分子

材料生产加工的产业链。 

问题的根源：脱硫石膏上游供应商为了降低成本，不顾及下游生产企业

对品质管控的诉求。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当前钛石膏废料急需开发，当前由于钛石膏颜色

偏红和铁离子超过 0.5%无法用于生产石膏制品生产。希望能够联系无机高分

子及新材料方面的专家为我们公司解决以上难题，并对公司寻找新的产业项

目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 

联系人：王冰（总经理） 

电话：13953900496 

邮箱：sd7110218@163.com 

 

 

 



9、临沂市康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临沂市康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9 年 6 月，是一家集果蔬

罐头研发、生产、销售、国际贸易和食用菌种植、生物有机肥加工为一

体的现代化罐头生产企业，是山东省最大的果蔬罐头企业，公司注册资

本金 5333.33 万元，占地 8.8 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1360 人，拥有 18 条

国内先进的果蔬罐头生产线、两条速冻生产线，年生产加工能力 10 万吨。

并配套建设了 5000 吨恒温库、5000 吨冷库、日处理 4000 立方且能循

环发电的污水处理厂、年产 5 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厂、3 个万亩有机黄桃

基地和 1 个国家级实验室。主要生产水果、蔬菜、食用菌三大系列 300

多个罐头品种。康发牌系列罐头被认定为“绿色食品”、“国际知名品牌”和

“山东名牌”产品。产品出口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新西兰等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内销全国各大城市。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出口示范企业”、“中国

罐头十强企业”、“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山东省优秀民营企业”、

“山东省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山东省履行社会责任达标企业”、“省级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临沂市百强企业”等荣誉。“康发”商标获 “中国驰名商标”，

2015 年 10 月，“KF”商标被联合国定为 UN 订单直供商标，康发公司成为

国内唯一一家为联合国特供水果罐头的供应商。 

公司积极推行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同行业率先通过了“SC 认证”、“美

国 FDA”、“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BRC

欧洲零售商认证”、“IFS 国际食品标准”等多项国内外认证。 

投资 2000 多万元的康发农产品检测研发中心被认定为“省级果蔬罐

藏食品与安全控制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山东省中小

企业一企一技术研究中心”，2016 年 8 月顺利通过国际“CNAS”认证，被



评定为“国家认可实验室（编号 L8525）”，成为“中国认可、国际互认”的国

家级实验室。有资质开展公司内外的技术创新、研发试验、检验检测等

技术服务。 

公司实施“绿色康发”战略，于 2008 年成功探索出“生态种植+绿色食

品罐头+生物有机肥”生态循环产业链运行模式，既为公司提供标准罐头

生产原料，又解决了罐头下脚料污染难题。公司采用“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农户”的运作机制，基地内实行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施肥、

统一用药、统一采收“五统一”管理模式，带动了当地和周边地区的果品、

蔬菜、食用菌专业化种植的快速发展，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主导

产业，重点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越来越凸显。 

二：企业的技术现状 

可以独立检测重金属、农残、色素、营养成份、塑化剂、水等项目。

能自立研发新产品的开发与研究。 

三：存在的问题 

1、研究罐头新型的冷杀菌工艺； 

2、解决黄桃罐头黄桃肉有破碎及混汤现象。 

四：问题的根源 

现在只是在推测阶段，一是平酸菌的原因，二是部分黄桃品种的原

因，三是加工工艺或加工过程中的控制原因。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帮助解决罐头新型冷杀菌工艺和黄桃破碎混汤现象的原因，制定问

题破解方案，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联系人：武传颂             电话：13905393058 

邮箱：13905393058@139.com   kf@kangfafood.com 

微信：1390539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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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临沂奇伟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临沂奇伟罐头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8 月，是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注册资本 3500 万元。以生产加工桃、梨、杏、草莓、

桔子、什锦等水果罐头为主，年加工各类水果 60000 多吨。 

公司拥有先进的进口生产设备 50 多台套，16 条罐头加工生产

线，配有先进的气象、液象色谱分析仪，高速离心机，超声波清洗

器，农残速测仪等先进的检测化验设备。建设了低温库、恒温库和

气调库，充分保证了公司所用原料及产品的质量。公司严格按照 6s

先进管理模式，经过努力先后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HACCP、FDA、IFS、BRC 等国际认证。产品主要销往美国、俄罗

斯、法国、德国、捷克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企业的技术现状： 

技术方面能掌控基本的罐头制作和检验，离精益加工和私人订

制还有一定距离，能检测和掌控原辅料的检验和按标准添加，能对

感官检验、糖度、酸度，净重和商业无菌等一些基本的项目进行检

验和掌控。 

三、存在的问题：对原料的农残和重金属还要依靠外检，对源

头的控制还较为欠缺。 

四、问题的根源：对检验人员的专业知识有要求，对公司的检

测设备有要求，目前这两方面有欠缺。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对罐头的杀菌的效果，和怎样达到

最佳的效果（既能控制商业无菌，又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产品的最佳

风味）不能确定罐头内的细菌种类，从而不能有效的根据对象菌确

定最佳的杀菌公式（目前都在延续以前的工作经验操作，存在过度

杀菌问题） 

    联系人：庄连玉   电话：13969932321 

微信：13969932321 



11、山东拜尔建材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山东拜尔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集定位点零醛石

膏板系统、零醛木板系列、零醛家具系列、零醛油漆涂料等零醛材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创新型高新技

术企业。 

公司现有年产定位点石膏板 6000 万平方米、轻钢龙骨及配套产

品 20 万吨和日产零醛木板 5000 张的生产能力，产品销售遍及华东、

华北、华中、华南等 20 多个省市，并出口到美国、中东等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公司主导产品之一：拜尔定位点零醛石膏板系统，开创了石膏

板行业唯一具有预防功能的第 2 代石膏板系统，满足了“合理设计、

材料达标、规范施工”等装修工程三大关键环节的质量需求，有效地

预防并解决了“人工弹线、标准不一、接缝开裂”等七大工程质量问题，

推动了纸面石膏板产品的升级换代，对促进室内装饰装修行业向更

高质量方向迈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另一主打产品：拜尔豆白金零醛木板，采用了世界领先的

零醛胶技术，产品 100%无毒无害，彻底解决了人造板行业甲醛污

染的世界性难题，实现了生产、流通、施工、居住四大环节的环境

友好，将人造板的环保指标提升至世界先进水平。两大主导产品构

建的零醛材料体系，彻底解决了室内装修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

必将引领室内装修材料行业的产品革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公司现拥有各项国家授权专利 58 项，专利拥有量位居同行业第



二位。公司以品牌为依托，文化为基础与国际接轨，已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0012

计量检测体系认证等多项认证。公司是《纸面石膏板》、《纸面石膏

板能源消耗等级限额》国家标准、《建筑石膏单位产量能源消耗限

额》、《接缝纸带》、《嵌缝石膏》、《纸面石膏板单位产量能源消耗限

额》行业标准的编审单位。公司“拜尔 BaiEr”品牌荣获“山东名牌”、“山

东省著名商标”、“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业”、“山东省中小型企业科学技

术进步奖”“出口创汇优秀企业”及“临沂市节能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二、企业技术现状：自身研发比较薄弱 

三、存在的问题：利用大豆蛋白胶生产环保型木板自动化生产

线建设 

四、问题根源： 

国内没有木板自动化生产线经验借鉴，只能公司自身根据经验

来摸索分析，不够精准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指导设计研发木板自动化生产线。公司一直想聘请自动化生产

线设计研发方面的专家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 

联系人：朱红飞         

电话：13792990213 

邮箱：baierjiancai01@163.com 

 

 

 



12、山东环球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山东环球印铁制罐有限公司，坐落于环境优美的中国罐头城—

平邑县地方镇，始建于 1992 年，占地 4 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600

余人，下辖印铁涂料厂、制盖厂和制罐厂。本着“惟勤开源创业，以

诚恒利发展”的原则，历经二十六年艰苦创业，成为全国集印铁、涂

料、制盖、制罐为一体的重点食品包装企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并出口美﹑日﹑韩﹑德﹑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广

阔的国际市场。“环球”被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 

2001年12月公司通过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9

年被评为首届“山东省诚信企业”。连续五年被山东省工商局评为“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连续 7 年被评为“消费者满意单位”，二〇〇四年跨入

全国中型乡镇企业行列。同时被评为“中国罐头十佳配套企业”、“山东

省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二、企业的技术现状 

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工作，2012 年 1 月成立山东

环球印铁制罐研发中心，先后申报国家专利 36 项，目前正在研发和

改进的项目近 10 项，已基本完成初步设计及初稿编制，计划经实际

运用验证后申报国家专利。2015 年参与制定了爪式旋开盖的国家质

量标准，2017 年 9 月又受邀参加《单张金属板胶印过程控制要求及

检验方法》、《金属胶印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国家标准的制定，树

立了行业标杆。 



三、存在的问题 

技术人员特别是化工人才短缺。随着食品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

公司着力开发更加安全的食品包装产品，从原材料把关，分析产品

成分及稳定性，保障成品品质；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致力于研发腐

蚀耐受型产品，涉及到涂料、密封胶溶解，镀层脱落等问题，需要

化工方面人才进行指导分析。 

四、问题的根源 

在地理位置、企业规模、福利待遇等方面与大企业存在差距，

导致在人员招聘及人才引进方面吸引力不强，绝大部分技术人才倾

向于中型以上企业。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引进专业化工技术人才，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安全环保问题。 

 

联系人：王德喜              

电话：13864920266 

邮箱：hq678@163.com         

微信：1386492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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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山东辉煌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山东辉煌食品有限公司始创于 1998 年，是一家集技术研发、生

产加工、市场销售为一体的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以“诚信负

责、创新进取、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为指引，迅速发展，在不断巩

固和发展罐头产业的基础上，已逐步成长为涉及金融、电商、酒店、

地产等产业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公司致力于生产放心食品、良心食品，严格遵循“产品即人品，

良心做食品，品质铸辉煌”的质量理念和“安全高效、规范清洁、优质

低耗”的生产理念，原料采用当季新鲜水果，生产过程全部采用纯净

水清洗加工，严格按国家食品加工规范及标准操作。产品连续 5 年

6 次被国家质检总局抽检全部达标，被 315 消费者协会评为“消费者

满意单位”、“中国罐头行业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并荣获省“著名商标”

等荣誉称号；2011 年 10 月在人民大会堂，被国家商务部授予“2011

最具竞争力中小企业·百强企业”。  

    公司始终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不仅在污

染治理上积极主动、舍得投入，并且不断改进、优化生产工艺及设

备，最大限度节能减排，在赢得社会一致认可与好评的同时，也为

企业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投入，为子孙

后代营造一片碧水蓝天！ 

二、企业的技术现状： 

山东辉煌食品有限公司是生产各类水果罐头的加工企业，目前

企业技术适用，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4136-20161111101855/tel:2011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4136-20161111101855/tel:2011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4136-20161111101855/tel:2011


因企业发展市场需要，目前公司缺乏市场业务人员、质检人员。 

四、问题的根源： 

通过网络招聘形式效果不好，外地业务员工作太飘，干工作不

脚踏实地，流动性大，公司损失很大。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需要帮助引进企业市场拓展人员及技术检测人员。 

 

联系人：刘学                       

电话：15866963001 

邮箱：15866963001@163.com          

微信：lx6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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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东清大淼尔水科技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简介 

山东清大淼尔水科技限责任公司座落在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

平邑县，位于“天然氧吧”国家 AAAA 级旅游区蒙山境内。占地 50 余

亩，拥有弱碱微矿山泉水水处理设备和纯净水处理设备，桶装瓶装

灌装线两条，无菌车间操作，先后获得中国饮用水行业 AAA 企业称

号、中国水处理协会理事单位会员及全国中小学生饮用水推荐品牌。 

二、企业的技术现状： 

使用北京清大淼尔水处理应用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专利技术生

产。 

三、存在的问题： 

（1）营销策划 （2）生产管理的高效人才 

四、问题的根源：品牌打造、新产品推广能力不强，缺乏市场

开拓的高端人才。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制定科学有效的营销方案 

 

联系人：李丽      

电话：15866977633 

微信：15866977633 

 



15、山东万利来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山东万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私营罐头加工企业，公司投资

2200 万元兴建出口罐头食品厂库一处，罐头加工、检验设施先进,

办公、生活、仓储条件优良，符合国家《出口罐头生产企业注册卫

生规范》要求,公司已建立健全全员参加与的质量管理体系，并积极

在公司内建立健全 HACCP 管理体系。公司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每

年可加工各类出口罐头 10000 吨。主要产品有：糖水梨、清水梨丁、

糖水杏、糖水黄桃、黄桃条、黄桃丁、糖水草莓、什锦水果、干装

苹果、苹果沙司等产品。产品包装有软包装、马口铁罐装和玻璃瓶

装。产品将主要出口俄罗斯、美国、韩国、德国、西班牙、新加坡

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二、企业技术现状： 

自身研发比较薄弱，主要生产工艺较成熟的水果罐头。 

三、存在问题： 

国产染色樱桃褪色不能使用主要靠进口，黄桃品种老化，千家

万户种植，农药使用控制有待规范。 

四、问题根源： 

国内樱桃染色技术不过关，进口樱桃根本不褪色，缺乏规模化

种植管理。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解决国产染色樱桃不褪色问题。 

联系人：王世峰        

电话：15854917019 

邮箱：wsf7105@163com 

 



16、山东玉泉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山东玉泉食品有限公司注册于 2001 年 7 月（前身为临沂市玉

泉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是具有水果罐头和高档玻璃包装制品两个进

出口经营权的进出口企业。玉泉公司已发展成为以水果罐头加工为

主，兼营玻璃包装、食品检测、新产品研发于一体的农产品加工重

点龙头企业。公司现拥有 8 条国内先进的罐头食品生产线和 8 条高

档玻璃包装生产线，研发以黄桃、山楂、苹果为主的十五大系列 200

多个品种。 

    公司在狠抓产品质量的同时，积极实施品牌化战略，公司自

2001 年相继通过 QS 认证、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HACCP 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 GB/T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蒙水”牌水果罐头于 2012 年 4 月年荣膺“中国驰名商标”，黄

桃、山楂、草莓、梨等有四个品系水果罐头产品被国家农业部认证

为“绿色食品”。近十余年来，公司旗下的“蒙水”牌水果罐头在大润发、

家乐福、沃尔玛、山东银座等国内各大超市和卖场中销售名列行业

前茅，产品畅销全国 30 多个省市和地区，公司“蒙水”牌产品现已经

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驰名品牌。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公司一直秉

承“汇八方英才，铸玉泉基业”，造就一支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秀团队。

公司永远生存发展；始终与员工共存共荣，履行社会责任，强抓内

部管理、提升产品的研发能力、完善市场营销体系，做到务实创新，

探索了一套由“客、企一体化市场网络营销体系”和“农、企一体化种



植生产加工体系”组成的新型发展模式，并结合网络平台及信息化管

理体系，全面完善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系统。 

二、企业的技术现状： 

目前企业技术适用，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机械自动化程度不够，水果加工过程中有些

瑕疵需要大量人工解决；桔子罐头泛白现象。 

四、问题的根源：罐头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不高。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找出原因，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 

 

联系人：孟祥山            

电话：18753958388 

    微信：18753958388 

 

 

    

 

 

 

 

 

 

 



17、山东中海食品公司 
一、企业简介 

山东中海食品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注册资本 2180 万元，

主要经营水果罐头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占地 70 亩，现有职

工 600 人，是集生产销售出口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 

公司先后获得了“ISO9001：2008、ISO22000：2005、KoSHR、

BRC、IFS”国际标准质量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外贸易经营证书”、

犹太认证 SKS”、“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即 QS”等进入国际市场的各种

证件；投资 1000 多万元建成日处理污水 3000 立方米污水处理厂，

采用最先进的在线监测设备，实现了污水排放完全达标。 

目前，公司把自有商标“中海”牌、“亚太”牌、“喜之原”牌作为国内

市场主打品牌推向市场，国外市场份额再提升。与此同时，大力推

进网络销售平台，现在公司有电商、微商、线上和线下销售，还有

新开发的大数据销售平台等，产品远销国内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企业的技术现状： 

我公司生产设备、检验设备处于罐头行业领先水平，拥有 10 条

先进的生产流水线。拥有农残快速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分析等

一系列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仪器。 

三、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技术方面，在黄桃罐头、草莓罐头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发现过

批量或个别产品，在保质期内，品质发生易碎现象，一直未找到根

本原因，未能彻底解决。 

四、问题的根源：猜测有种未知微生物在起作用，导致品质变

坏。 

五、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黄桃、草莓罐头保质期内易碎现象。 

联系人：张浩       电话： 18769955515 （微信同号） 



18、山东皇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山东皇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占地 226 亩，坐落在“中国石膏之都”——山东平邑，下辖临沂皇华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临沂裕隆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膏建材

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石膏粉、脱硫石膏、纸面石膏板、PVC 贴面

天花板、轻钢龙骨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现有员工 560

人，其中技术研发人员 56 人，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先后申请与石膏产业相关的专利 7 项。公司总资产 9600 万元，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18000 万元，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 10200 万元，实

现利税 2600 万元。 

公司从事石膏建材方面的生产和研究有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

富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相对稳定的

研究开发队伍和技术水平高、工程化实践丰富、结构合理的创新技

术团队。再加上公司优良的发展前景及优惠的福利待遇，吸引了各

大高校院所的技术人才前来就职，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学科带头人。 

公司自建厂以来，始终把技术研发创新放在首位，只有不断的

创新才能保证公司的不断发展，才能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因此，公

司制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把科技

创新和技术进步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公司十分重视人才的引

进、培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管理体系，具有引进、消化、吸

收、利用、开发先进技术的能力。 

企业技术现状，公司是国内第三家掌握 5000 万平米石膏板生产



线全套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生产的石膏板生产企业；并是最

早使用光控开关、变频器和平板挤出成型等设备的国内石膏板生产

企业，在国产石膏板生产线中，85%以上使用了本公司的专利技术

或专有技术。公司研发人员经过长期的研究，突破了石膏板无甲醛

技术并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填补了此项技术的国内空白。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公司缺乏自动化技术研究人才、

锅炉节能技术研究人才、及锅炉脱硫脱硝净化处理技术等方面的人

才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提供最新燃煤锅炉节能技术，最新脱硫

脱硝净化处理技术 

需要聘请哪方面高层次人才，节能及环保等方面的高技术人才。 

联系人（职务）：石政锟（副总） 

电  话：15376473356 

邮  箱：86731424@qq.com 

 

 

 

 

 

 

 

 

 

 

 

 

 

 

 

 

 



19、山东惠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山东惠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山东澳东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兴建，并成立同仁堂健康研究

院饮料研究中心，主要研发各种中草药提取物在凉茶配方中的应用。 研究中

心建有专业的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面积 900 多平方米，共有研发人员 32 人，

其中高级专家 1 人、硕士以上人员 5 人，中心下设中药生物研究室、中药质

量控制研究室、中药炮制方法研究室、产品深加工和药物产品开发部、人才

培训部等，配备有安捷伦气相色谱仪、赛默飞高效液相色谱仪、微波消解仪

等专业仪器设备 21 台（套），仪器设备原值达到 770 多万元。 

公司主要产品为凉茶提取物、玛咖提取物，具有抗菌、消炎、降脂、降

糖、抗癌、抗病毒、抗白血病、保护心血管等作用。公司研究中心经过不断

的努力，终于在中草药提取方面获得重要突破，成功研发出从金银花中提取

绿原酸及皂苷类化合物的方法，公司申请 2 项发明专利并获得授权，分别为“一

种从金银花中提取绿原酸的方法”（ ZL201210556008.7）、“一种从金银花中提

取皂苷类化合物的方法”（ 专利号为：ZL201210556010.4）。 

企业技术现状，自身研发创新力量较薄弱。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公司目前发展方向是金银花等道地中药材

的深加工生产，但是由于公司起步较晚，人才储备力量不足，所以自身研发

创新力量较薄弱，研发能力不足。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金银花等道地中药材深加工、提取，新产品开发

等方面的技术。 

需要聘请哪方面高层次人才，具备多年对道地中药材研究及开发，涉及

规模化提取、分离、纯化、功能性产品开发等方面的资深专家。 

联系人（职务）：庞朝征（总经理） 

电  话：15069910566 

邮  箱：13791530669@163.com 

 

mailto:13791530669@163.com


20、临沂金鹰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临沂金鹰矿山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是集研发、生产民用爆破装药设备、可移动库房、电动叉车、智能叉车、功

能性智能控制新材料的开发与销售、电力工程安装、工业自动化配套及服务、

新兴民用门窗制造安装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本企业依靠

雄厚的科技实力和扎实的管理基础，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

系、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BS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取得了建筑业金属门窗二级资格及电力施工资质。2016 年

10 月，公司取得了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企业技术现状，近几年，公司依靠对中高端人才的引进和自身技术创新，

先后申报并成立了“临沂市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临沂市企业技术中心”、“ 临

沂市物流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依托企业技术中心这一平台的基础上,集

中优势资源,先后自主研发了应用于民爆生产设备中的“自动浇注生产线”，该生

产线被国家工信部鉴定评为其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并申请授权专利 5

项，软著作权 3 项；JYKS-5 粉状工业炸药装药机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JYKS-40 粉状工业炸药装药机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我公司所研制的电动

叉车、智能叉车经过 3 年多的发展，已经形成 8 大系列 30 余种产品，其中货

叉前移式电动堆高车经市级科技成果评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围绕该系列产

品申请授权专利 10 项。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1、与国内外先进技术交流的渠道较少；2、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技术开发能力相对较弱。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软磁材料研发种（电磁阀阀芯），从技术路线到生

产工艺，再到设备选型这一过程，需要业内相关专家给予指导、对接。 

需要聘请哪方面高层次人才，1、营销总监；2、软磁材料工程师；3、财

务总监 

联系人（职务）：王 浩（综合部经理） 

电  话：14705393646 

邮  箱：2758798264@qq.com 

mailto:2758798264@qq.com


21、山东科美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山东科美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美科技）由山东环球印铁制罐有限公司与青岛冰峰空调工程有限

公司联合创建，是一家集智能化工厂建设、空气净化制冷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承接德国

贺力氏抽取金丝项目、威海华凌光缆项目、青岛智慧云系统项目、

中国联通二期网络青岛配电项目、山东省立医院 ICU 手术室项目、

龙大集团绿龙食品有限公司蔬菜保鲜净化工程等项目，其中科美科

技闭式冷却塔及智能化空气处理机组的研发和生产已列入 2018 年

临沂市 100 个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建设项目。 

企业技术现状，企业自身研发比较薄弱，缺少高级电气工程师，

机械设计师。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存在的问题：自控系统程序的编

写完善、机械设计整体图纸设计、理论技术支持。 

问题根源：本公司研发团对比较年轻，技术工作经验都不足。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 

机械运动复杂的程序编写，复杂机械设备的理论依据，整体图

纸设计。 

联系人（职务）：谢晓龙（经理） 

电  话：18764971607 

邮  箱：xxl910109@126.com 

 

 

mailto:xxl910109@126.com


22、山东省临沂科威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山东省临沂科威机械有限公司，是华东地区最

早从事复合肥生产设备的制造企业，是集复合肥生产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占地 120 亩，现有生产厂

房 40000 余平方米，固定资产 1.2 亿元，职工 260 人。主要产品有

提升设备、输送设备、筛分设备、除尘设备、破碎设备等五大系列

121 个品种，并承揽 5-30 万吨复合肥生产线的设计、成套设备供应、

安装、人员培训，以及老生产线、生产工艺和设备的改造扩产等业

务。截至目前，公司取得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外观

设计专利 2 项。公司先后荣获高新技术企业、2016 中国肥料（设备）

行业示范标兵企业、中国斗式提升机十强企业、中国化肥设备制造

企业 100 强、山东省专精特新自主品牌企业、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等荣誉称号，公司注册的“科诺威”牌商标被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

标。 

企业技术现状，自身研发能力较弱。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缺少实力雄厚的高层次研发人员。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复合肥刮板机在使用过程中易出现底部

物料粘结、链条断裂等问题。 

需要聘请哪方面高层次人才，高职称复合肥设备研发人员。 

联系人（职务）：季策（副总） 

电  话：15192936226 

邮  箱：lykwjx@126.com 

 

mailto:lykwjx@126.com


23、山东蒙沃变速器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山东蒙沃变速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占地 15 万平

方米，员工 700 人，总资产 4.5 亿元；主要从事微型、轻型汽车变速器的研

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年产销微型、轻型汽车变速器 60 万台, 是山东省名

牌产品，蒙沃商标被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产品主供北汽福田、一汽集团、

东风汽车、中国重汽、江淮汽车、上汽大通、长安汽车、奇瑞汽车等汽车制

造商。公司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三星级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

业、临沂市“双 50”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临沂市市长质量奖获奖单位。拥有山

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四大省

级研发平台。 

未来，公司以打造全球一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为目标，秉承“以客户为中

心，争做奋斗者”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技术领先、质量可靠、、成本可控为经营

目标，以自主品牌车企为主要服务对象，积极践行“成就客户造好车梦想，贡

献中国品牌力量”的光荣使命，通过实施“53211”战略，走向全球。 

企业技术现状，蒙沃公司是专业的商用车变速器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

造及销售企业。省级技术中心，具有专业的变速器设计研发能力，可进行

MASTA 分析，有限元分析，仿真模拟分析等先进开发分析。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噪音的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不足，经验不

足。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做个变速器关于噪音的专业培训，和现场来我公

司帮助分析解决噪音的一些问题。 

需要聘请哪方面高层次人才，无。 

联系人（职务）：窦成玲（人力资源经理） 

电  话；13734398869 

邮  箱：sdmwrlzy@163.com 

 

mailto:sdmwrlzy@163.com


24、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地处鲁南地区

临沂市平邑县，始建于 1958 年，是国家定点从事民用爆破器材生产

与服务的企业。被工信部和山东省工办纳为民爆行业发展重点扶持

企业和民爆产品出口重点基地，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省职业卫生示范企业、临沂市

骨干企业，设有山东省内同行业唯一一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山东

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中西民爆器材合作研究中心、山东省民爆

新材料及设备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 

公司拥有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中继起爆具、导爆索、石

油射孔弹生产线，成立了 12 家子公司，拥有“研究开发、生产制造、

市场营销、工程服务”四位一体的完整生态产业链，公司紧跟国家“一

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在山东、新疆、江苏建有 9 个产业基地。公

司控股的江苏红光化工有限公司是国内两家生产军民两用火工品原

材料的厂家之一。公司拥有十八年的出口历史，其中中继起爆具占

全球 30%的市场份额，产品远销澳大利亚、蒙古、韩国、南非、尼

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智利、巴西等国家以及台湾地

区。 

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3 项。近年来以公司

自主研发的《起爆具自动浇注装配生产线》为代表的项目经工业和

信息化部组织科技成果鉴定，取得多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1、工业炸药制品中的起爆具，其

在生产过程中两种物料因密度不同而产生沉降造成成分不均匀现

象，致使产品起爆感度不同，影响产品质量；该产品还有因物料的

特性引起在轻度碰撞和跌落情况下造成易碎、易裂纹现象。 



问题的根源：行业内理论及材料特性研究水平薄弱，技术方面

本身需求比较高。2、井下现场混装炸药敏化及上向孔装药技术，解

决不同温度下稳定产生有效气泡的敏化技术，向上孔装药有回流药

现象。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1、研究防沉降及可塑性材料，调整产品

配方提高产品的可塑性及物料的混合过程的均一性。2、研究不同温

度下的敏化技术，解决向上孔装药的回流药现象。 

需要聘请哪方面高层次人才，自动化、机械化、智能制造、信

息产业和新材料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联系人（职务）：秦庆栋（总经理助理） 

电  话：18853992096 

邮  箱：qinqd@tbh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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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美建材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中美建材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5 年，下设 5 家

分公司，现有固定资产 3.5 个亿，员工 80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130 人。公司年产 80 万吨石膏粉、9000 万平方米石膏板，从生产

材料到加工产品形成了整套的生产流水线。公司产品远销国内外，

如美国、澳大利亚、中东和东南亚各国。 

企业技术现状，公司购置了石膏板的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的

石膏板基本实现了自动化控制，能够减少工人的操作，生产效率成

倍提高。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存在的问题：虽然生产自动化设

备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减少了工人操作，但是生产出来的质量

不稳定，合格成品率良莠不齐。 

问题根源：技术人员对设备的操作不熟练，自动化设备的调试

结果不稳定，对技术需求比较高。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介绍自动化设备的技术规范，培训技术

人员，使工人能熟练操作自动化设备。 

联系人（职务）：管晓（经理） 

电  话：15953949301 

邮  箱：937658352@qq.com 

 

 

 

 

 

 

 

 

 



26、山东科美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科美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美科技）由山

东环球印铁制罐有限公司与青岛冰峰空调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创建，

是一家集智能化工厂建设、空气净化制冷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承接德国贺力氏抽取金丝项

目、威海华凌光缆项目、青岛智慧云系统项目、中国联通二期网络

青岛配电项目、山东省立医院 ICU 手术室项目、龙大集团绿龙食品

有限公司蔬菜保鲜净化工程等项目，其中科美科技闭式冷却塔及智

能化空气处理机组的研发和生产已列入 2018 年临沂市 100 个新旧

动能转换重点建设项目。 

企业存在的技术现状：企业自身研发比较薄弱，缺少高级电气

工程师，机械设计师。 

存在的问题：自控系统程序的编写完善、机械设计整体图纸设

计、理论技术支持。 

问题根源：本公司研发团对比较年轻，技术工作经验都不足。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机械运动复杂的程序编写，复杂机械设

备的理论依据，整体图纸设计。 

联系人：谢晓龙  

电  话：18764971607 

邮  箱：xxl910109@126.com 

 

 

 

 

 



27、平邑县弘毅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平邑县弘毅生态农场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

著名生态学家蒋高明教授设计，于 2006 年成立。主要从事肉牛养殖、

农作物、果树种植技术研发和销售等业务。 

公司致力于利用生态学原理，而非单一技术提升农业生态系统

生产力的研究，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

6 项不可持续技术，即“六不用”，首创有机农业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模

式(BMOF)，即从秸秆、“害”虫、“杂”草综合开发利用入手，种养结合，

实现元素循环与能量流动，恢复优美的农业生态环境，生产纯正有

机食品，为城市市民生产优质安全放心食品。 

目前研究的课题：“六不用”果蔬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存在问题：果蔬生产过程中害虫和杂草生态防治技术有待改进、

防治机理需进一步挖掘。 

需要引进果蔬害虫和杂草防治方面的专家，共同研发害虫和杂

草防治技术和挖掘防治机理。 

 

 

 

 

 

 

 

 

 

 

 



28、平邑益客种禽有限公司 

 

平邑益客种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隶属于江苏益客食品集

团。平邑益客种禽有限公司位于蒙山脚下，仲子的故里——平邑县

仲村镇，是鲁南地区父母代种鸡大型养殖企业，是集种鸡养殖、孵

化、鸡苗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良种繁育公司。公司年存栏种鸡 40 万

套，每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质鸡苗 3500 万羽。现已投产 5 个种鸡场，

1 个孵化厂，2 个疫病监测化验室，其中平邑益客化验室是山东农业

大学禽病研究所鲁南工作站。 

   种禽生产全程采用全封闭、标准化“两高一低”，“三阶段”的养殖模

式。 通风、加热、降温、光照、饮水、捡蛋、喂料等均为自动化设

备。孵化器为全进全出式，利用先进的二氧化碳控制机器通风模式，

机器温度更加均匀，控温精确。与山东农业大学、临沂大学等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组成了一支有教授、专家的服

务团队，利用禽病研究所鲁南工作站家禽疾病检测控制中心，确保

健康养殖、安全养殖。 

企业的技术现状：现有大专学历 26 人，本科学历 3 人，研究生

学历 2 人，博士学历 1 人。孵化存蛋时间的技术研究；种鸡疾病防

控研究。获得三项国家专利。 

存在问题：养殖粪污处理难题；建设用地难题。 

问题的根源：没有有效的粪污处理办法；建设用地手续难办理。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种鸡营养问题，如何能提高生产性能。 

联系人：董建国（场长） 

电话：15563385575 

邮箱：15563385575@126.com 



29、山东柏森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柏森饲料有限公司位于“中国物流之都”山东省临沂市，我公

司致力于打造国内有机饲料领导品牌，为中国畜牧业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自成立以来，总投资 1500 余万元，建有 3 条先进自动化

预混、浓缩、全价配合饲料专业生产线，采用最新生产技术以科学

氨基酸螯合物有机微量元素为核心，以绿色中草药无抗饲料为核心，

以绿色健康安全环保为导向，自主打造国内知名品牌“柏森”有机饲

料。 

我公司具备专业的研发及生产团队，并且与多名动物营养专家

保持长期技术合作关系，以山东为中心，覆盖华中、华北、东北等

地区，与全国 1000 多家养殖场、经销商建立长期良好合作关系。 

企业的技术现状：具备专业的研发及生产团队。 

存在的问题：资金不足。 

问题的根源：企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导致资金短缺。 

需要解决的问题：资金问题。 

 

 

联系人：王会昌（总经理） 

电  话:13455956518 

邮  箱:1464342196@qq.com 

 

 
 

 

 

 



30、山东新大陆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新大陆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中、西药结合的现代化、综合

性制药企业，成立于 1999 年 2 月，注册资本 2900 万元。她的前身

分别为临沂中药厂和临沂制药厂，已有五十余年的生产历史,被山东

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03 年初次通过 GMP 认证。2014

年 11 月从临沂兰山区全厂搬迁至平邑县经济开发区银花路西段。

2016 年 9 月通过省食药监局现场验收，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

2017 年 12 月通过 GMP 认证现场验收，于 2018 年 4 月底顺利拿到

GMP 证书。 

公司中成药主要有：片剂、丸剂，颗粒剂、酊剂、煎膏剂、糖

浆剂、口服液、膏药等八个剂型，67 个品种。西药主要有：片剂、

胶囊剂、口服溶液剂、口服液、乳剂等剂型，68 个品种。公司拥有

先进的自控粉碎机组、多功能提取罐、薄膜蒸发器、沸腾干燥制粒

机、多功能铝塑包装机、全自动胶囊包装机和口服液自动灌装线等

各种符合 GMP 标准的现代化生产设备。 

企业的技术现状：产品研发处于空白状态，目前公司正进行片

剂、颗粒剂、酊剂的药品 GMP 认证推进工作。 

存在的问题：虽然水蜜丸和糖浆剂通过了药品 GMP 认证，但

没有大范围规模化生产，潜在的技术难题尚未暴露出来；尚未认证

的三条生产线的生产技术难题目前没有出现。 

问题的根源：一、没有大范围规模化生产，潜在的生产工艺技

术难题尚未暴露出来；二、一线员工实践经验少、水平低，忽略或

没有发现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需要专家解决的问题：新产品的补充及产品研发技术人员的需

要充实；急需对接中成药 GMP 认证专家前来公司指导工作。 

联系人：韩育臻 

电话：0539-4916677、0539-4217626 

邮箱：xindaluzhiyao@126.com 
 



31、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司 

中农天泰种业是农业部批准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中国种业

骨干企业，目前主要从事玉米、小麦、花生、马铃薯等作物的种质创新、

新品种选育和推广。 

在种质创新方面，中农天泰坚持外引种质和本土种质融合，实现了

早熟、抗逆的有效协调与创新，育成新自交系 20 多个。在杂交育种方面，

创新改良杂优模式，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育种思路，近几年育成国家和省

级审定玉米品种 14 个。在平台方面，公司建有规模化的研发平台和基地，

为公司团队研发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公司有生物育种中心、信息中心、

有布局全国的测试网络，有公司总部的核心基地、南繁基地、西北繁育

基地和 30 个试验中心（站）。 

企业技术现状：以常规育种技术主，选育玉米、小麦新品种。 

存在问题：常规育种技术耗费时间长，育种效率有待提高。 

问题的根源：分子育种技术、单倍体育种技术应用不深入。 

需要专家解决：需与中国农业大学李建生教授深入合作分子育种技

术、单倍体育种技术。 

联系人：刘西美 

联系电话：15098949767   

邮箱：15098949767@163.com 

 



32、平邑县源通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下设平邑远通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一家。公司本

着“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遵循“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建

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 500 多亩，发展社员 300 多人，带动贫困户 15 户，

涉及贫困人口 48 人。户均增收 8500 元，人均收入超过 6000 元。多年来，

本公司立足当地，向周边辐射。先后在本县卞桥、蒙阴、苍山、莒南、临沭、

费县、沂水、泰安、新泰、济宁、枣庄、菏泽、德州、济南、青岛、威海及

外省的山西大同、陕西的宝鸡、湖北的襄樊、北京的昌平、河南的北泉等省

市建立联络点，并发展中药材种植大 10000 多亩。在生产中，共推广中药材

种植技术 21 项，优良品种 11 个，代销中药材 600 多万公斤，中药材种子 3

万多公斤，中药材种苗 9000 多万株，举办技术培训班 6 期，培训人员达 1500

多人，开展科普讲座 32 期，参加科普讲座达 760 人次，发放中药材图书资料

2100 册，各类明白纸 5000 多份，成功的推动了中药材种植业的发展。但是

公司也面临着难题，如： 

技术人员：高水平的科研人员缺乏，发展后劲不足。 

现实问题：新品种缺乏，中草药的连作障碍引起的病虫害渐显突出，阻

碍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问题根源：凭经验进行生产操作，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试验研究。 

需要解决的事情：及时引进品种，更新技术。 

公司欲请山东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倪大鹏，高级农艺师朱彦威，临沂市农

业科学院临沂中草药试验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张谦三位专家每年至少 6 个月

驻本公司指导、研究丹参种植，丹参新品种选育，丹参顽固病害生态防治等

课题的研究。 

联系人：王  晓  （总经理）  

电  话：13884894185 

邮  箱: wangxiaoyuanton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