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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示 2021 年度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企业拟奖励补助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青科规〔2019〕

2 号）、《关于组织申报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暨

2021 青岛•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奖励资金补助的通知》

（青科资字〔2022〕15 号），经企业申报、材料审核、现场核查

等严格程序，拟对青岛富芮坤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35 家企业

予以大赛奖励补助。现将 2021 年度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拟奖

励补助单位名单及现场核查专家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7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

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请按照《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异议处

理工作规程（试行）》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提出异议时，

应对有异议的具体问题有清楚表述，并尽可能提供事实依据。以

个人名义提出异议的，需写明联系人姓名、单位、联系地址及联

系电话；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需写明联系人姓名、联系地址

及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对于收到的异议，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办理。

青 岛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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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 11 号

邮编：266071

传真：85911333

异议处理处室及电话：成果转化与创新孵化处 85911343

监督处室及电话：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 85911362

附件：1.2021 年度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拟奖励补助单位

名单

2.现场核查专家名单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2022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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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
拟奖励补助单位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区市 所获奖项
支持金额

（万元）

1 青岛富芮坤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崂山区 一等奖 30

2 山东海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二等奖 20

3 青岛海威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二等奖 20

4 青岛意想意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西海岸

新区
三等奖 10

5 青岛科创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城阳区 三等奖 10

6 青岛汇安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新区 三等奖 10

7 中集冷链发展有限公司 胶州市 一等奖 30

8 青岛浩赛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二等奖 20

9 青岛海龙川电子有限公司 城阳区 二等奖 20

10 华晟智能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区 三等奖 10

11 青岛工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城阳区 三等奖 10

12 致真精密仪器（青岛）有限公司 崂山区 三等奖 10

13 聚纳达（青岛）科技有限公司 李沧区 一等奖 30

14 青岛维思顿生物医疗有限公司 崂山区 二等奖 20

15 纳肽得（青岛）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李沧区 二等奖 20

16 青岛佳晟德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胶州市 二等奖 20

17 青岛诺森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平度市 三等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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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区市 所获奖项
支持金额

（万元）

18 时创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崂山区 三等奖 10

19 青岛能蜂电气有限公司 胶州市 一等奖 30

20 青岛中电绿网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新区 二等奖 20

21 青岛德尔通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二等奖 20

22 青岛汇赢科技有限公司 崂山区 三等奖 10

23
华夏安健物联科技（青岛）有限公

司

保税港

区
三等奖 10

24 青岛艾德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崂山区 三等奖 10

25 青岛赛诺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西海岸

新区
一等奖 30

26
正仁慧康（青岛）智能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高新区 二等奖 20

27 青岛森盛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西海岸

新区
二等奖 20

28 国华（青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城阳区 三等奖 10

29 青岛光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西海岸

新区
三等奖 10

30 道莅智远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高新区 一等奖 30

31 优尼科（青岛）微电子有限公司 崂山区 二等奖 20

32 威世诺智能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高新区 二等奖 20

33 青岛小绿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李沧区 三等奖 10

34 青岛慧合众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西海岸

新区
三等奖 10

35 青岛信大云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崂山区 三等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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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现场核查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机构名称 专家类别

1 刘华波 青岛大学
先进制造与

自动化

2 石兰华 青岛正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财务

3 王本刚 青岛迈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

4 万志波 青岛大学 电子信息

5 丁华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

6 石德岐 青岛信永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财务

7 王晓龙 山东中智投资策划有限公司 投资

8 胡一帆 青岛理工大学 信息技术

9 王海鹏 青岛兰德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财务

10 吕婷婷 中国海洋大学 信息技术

11 蒋宗峰 山东泽晖投资公司 投资

12 刘军波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财务

13 李祥林 青岛大学 新能源

14 邓玉勇 青岛科技大学 管理

15 安虹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分

所
财务

16 李星运 青岛大学 新材料

17 乐国林 青岛理工大学 管理

18 宫海燕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

19 蔡畅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财务

20 曾宪奎 青岛科技大学 高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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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孙琪 青岛高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

22 张攀 青岛科技大学 节能环保

23 刘志隆 青岛迈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

24 江树镜 青岛中惠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财务

25 杨建明 青岛农业大学 生物医药

26 王国栋 青岛海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财务

27 卢世香 青岛万明赛伯药业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http://120.221.95.87:8088/portal/workflow/login.wf?sid=ZHONGJIE4_1661930199982_60.209.128.74$8a1d0936326accc81ad9c3d130c1911fL%7B%7DLC%7Bpc%7DC&cmd=Sys_UWV_portal&wfType=%E4%B8%93%E5%AE%B6%E4%BF%A1%E6%81%AF%E6%9F%A5%E7%9C%8B&viewId=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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