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第一批化工重点监控点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

(市、区)
生产厂区地址

１
中远佐敦船舶涂料 (青岛)
有限公司

青岛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

阳路南侧、华贯路东侧

２
索尔维精细化工添加剂 (青
岛)有限公司

青岛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

贯路７８８号

３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龙一村西首

４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晟地路２８８
号

５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淄博市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 (张博公路

东侧)

６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 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南韩村

７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博山区 淄博市博山区秋谷横里河５５号

８ 淄博睿霖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市临淄区 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刘地村

９ 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市周村区 淄博市周村区恒通路９７９号

１０ 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周村区 淄博市周村区恒星路６９号

１１ 山东齐鲁华信高科有限公司 淄博市周村区 淄博市周村区东门路１６８８号

１２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周村区 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９９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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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

(市、区)
生产厂区地址

１３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桓台县 桓台县果里镇石化南路７７号

１４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高青县 高青县潍高路２８９号

１５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

公司

淄博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淄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宝

山路５５７７号

１６ 盛隆化工有限公司 滕州市 滕州市西岗镇驻地

１７ 新发药业有限公司 东营市垦利区 东营市垦利区广兴路３１９号

１８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 东营市垦利区 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１９８号

１９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
利津县 利津县利十路２０８号

２０ 龙口联合化学有限公司 龙口市 龙口市诸由观镇后柞杨村东

２１ 烟台恒源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市 龙口市兰高镇四平村南

２２ 山东福尔有限公司 龙口市 龙口市徐福街道儒林庄村

２３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招远市 招远市金龙路７７７号

２４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原路６０
号

２５ 青州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青州市 青州经济开发区昭德北路８８８号

２６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市
寿光市田柳镇三号路田柳段２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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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寿光卫东化工有限公司 寿光市 寿光市羊口镇羊临路２号

２８ 山东大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市 寿光市侯镇岔盐路９号

２９ 新华制药 (寿光)有限公司 寿光市 寿光市侯镇岔盐路１０号

３０
高密银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高密市 高密市兴源街１１６８号

３１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昌乐县 昌乐经济开发区英轩街３９９９号

３２ 山东乐化漆业股份有限公司 昌乐县
昌乐县红河镇朱孔路西乐化工业

园

３３ 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潍坊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西二

街００１９９９号

３４ 山东国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西

一街０２１３１号

３５ 山东海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江西

二街００７７７号

３６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潍坊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氯碱路

０３００１号

３７ 潍坊滨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潍坊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西一

街００１００１号

３８ 济宁碳素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市任城区
济宁市任城区廿里铺街道 G１０５
国道东侧２３号

３９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

司
泰安市岱岳区

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大辛村胜利路

中段

４０ 山东德普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新泰市 新泰经济开发区光明路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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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肥城市
肥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路

２４９号

４２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肥城市
肥城市老城街道办事处瑞福北路

００１号

４３ 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平县 东平县国道路１６号

４４ 山东众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市文登区 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２８９号

４５
浦林成山 (山东)轮胎有限

公司
荣成市 荣成市青山西路９９号

４６ 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
威海临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西

路６号

４７ 山东浩然特塑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临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东

路２６４号

４８
三角 (威海)华盛轮胎有限

公司

威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凤林路８１
－６号

４９ 山东浩宇能源有限公司 莒县 莒县淄博路１０７号

５０ 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水县 沂水县南一环路４７号

５１ 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工业园实华南

路６号

５２ 齐鲁晟华制药有限公司 临邑县 临邑县犁城大街２８号

５３ 联化科技 (德州)有限公司 平原县 平原县平尹路１５８８号

５４
史丹利化肥 (平原)有限公

司
平原县

平原县经济开发区 (东区)S３１５
省道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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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县

(市、区)
生产厂区地址

５５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阳谷县 阳谷县清河西路３９９号

５６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市滨城区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８８８号

５７ 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邹平市 邹平市黛溪五路北首

５８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信县 阳信经济开发区工业九路３２６号

５９
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品 (博
兴)有限公司

博兴县 博兴县化工路２号

６０ 山东博兴胜利科技有限公司 博兴县 博兴县纯化镇盛源一路东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印发)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施“春笋行动”大力培育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１９〕１１５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

业,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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