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报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相关专业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进一步丰富办学资源，推进协同育人，在

山东省教育厅指导下，烟台大学拟于 2019年 9月 20日左右召开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对接会议，并推出了“深化产教融合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优质企业资源库》

（见附件 1）。为落实好此项工作，请相关院系结合自身专业特点，系统总结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经验，自主确定校企合作对接专业，填写《校企合作对接专业汇总

表》（见附件 2）填写和《高校及对接专业基本信息表》（见附件 3），并于 2019

年 9月 3日 10点前发送教务处信箱 jnxyjwc@sina.com。 

联系人：张邦伟 武泉林   电话：3196160 

 

 

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中心） 

2019年 9月 1 日 



 

附件 1 

山东省深化产教融合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优质企业资源库名单（部分） 
序号 企业名称 对接“十强产业”相关领域 备注 

1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 上海明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 北京中科特瑞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 大连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6 东方宇新（北京）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7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8 杭州东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9 慧与软件（济宁）人才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0 济南博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1 济南华恒兴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2 济南网融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3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4 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5 青岛青软实训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6 青岛思途共享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7 山东奥邦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8 山东百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9 山东贝森医疗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0 山东后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1 山东华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2 山东金榜苑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3 山东骏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4 山东联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5 山东普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对接“十强产业”相关领域 备注 

26 山东融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7 山东森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8 山东师创软件实训学院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9 山东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0 山东特亿宝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1 山东潍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2 山东宜和宜美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3 山东远大朗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4 山东中科四平软件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5 山东中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6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7 苏州科大讯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8 天津开发区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9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0 中兴软件技术（济南）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1 济南科明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2 山东莱茵科斯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3 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4 山东众志电子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5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6 济南达森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7 山东网商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8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9 山东星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0 山东白鹿知善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1 天津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2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3 中科数据（青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4 东营市东胜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55 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56 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57 青岛海艺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对接“十强产业”相关领域 备注 

58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59 山东恒邦教育信息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0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1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2 山东科瑞油田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3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4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5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6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7 烟台拓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8 黄海造船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69 光大理工环境技术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70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产业   

71 青岛好品海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尔集团） 高端装备产业   

72 北京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73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74 山东金宇轮胎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75 山东禄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76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77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78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79 山东曰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80 山东泽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81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82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83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84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85 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现代海洋产业   

86 山东海洋集团 现代海洋产业   

87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现代海洋产业   

88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89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对接“十强产业”相关领域 备注 

90 惠州市鲲鹏义齿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1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2 山东百福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3 山东金柱控股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4 山东孔府制药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5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6 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7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8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99 山东英吉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100 万声通讯实业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101 潍坊高新生物园发展有限公司 医养健康产业   

102 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高端化工产业   

103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高端化工产业   

104 山东默锐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化工产业   

105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化工产业   

106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端化工产业   

107 中国石化青岛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化工产业   

108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端化工产业   

109 山东百佳食品有限公司 现代高效农业   

110 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高效农业   

111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高效农业   

112 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高效农业   

113 山东云农商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高效农业   

114 寿光市欣禾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现代高效农业   

115 山东科苑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16 山东云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17 凤凰数媒（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18 济南无微不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19 山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20 山东世博华创动漫传媒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21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对接“十强产业”相关领域 备注 

122 山东新视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23 吾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24 烟台企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25 山东智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   

126 南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旅游产业   

127 青岛啤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精品旅游产业   

128 山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精品旅游产业   

129 山东焦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旅游产业   

130 山东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旅游产业   

131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济南希尔顿酒店分公司 精品旅游产业   

132 上海姜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精品旅游产业   

133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金融服务   

134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现代金融服务   

 

 



附件 2 

校企合作对接会对接专业汇总表 

序

号 
学校 对接专业 

专业联

系人 

职务/

职称 
手机 

备

注 

1       

2       

3       

…       

学校联系人：           所在部门：            手机：          

电子邮箱： 

 



附件 3： 

高校及对接专业基本信息表 

信息类型 
学校及专

业名称 
简介信息 

高校简介   

专业简介

及校企合

作需求 

对接专业

1 
 

对接专业

2 
 

对接专业

3 
 

……  

注：学校简介信息不超过 200字，专业简介及校企合作需求不超过 1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