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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基本情况 

东营市是适应胜利油田和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需要，于 1983 年 10 月成立的。辖东营、河口、

垦利三区和广饶、利津两县，面积 824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13 万。东营是古代军事家孙武的

故里，是吕剧的发源地。1925 年建立的中共刘集支部是山东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保存着全国最

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东营是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山东省唯一全部纳入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市，是环渤海地区重要节点城市和

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是环渤海经济区与黄河经济带的交汇点、京津冀经济区与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结合部。自然资源丰富，未利用土地 400 多万亩，是我国东部沿海后备土地资

源最多、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胜利油田 80%的石油地质储量和 85%的产量集中在境内；海岸线

长 413 公里，滩涂面积 180 万亩；15.3 万公顷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最

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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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实施黄蓝

国家战略为统领，全力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促进了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十二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6%，高于全省 1.2 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 2.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16.8%、16%，

位居黄蓝两区各市前列；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2016 年，在宏观经济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带来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东营市加强研究谋划，主动作为，

经济稳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好于同类石油资源型城市，实现生产总值 3479.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7%，其中地方增长 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21.87 亿元，增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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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重点产业情况简介 

 

多年来，东营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凭借良好的资源、区位、产业、环境

等优势，地方工业培育形成了石油化工、橡胶轮胎、有色金属、石油装备、盐化工、纺织服装、

农副食品加工、汽车及零配件、造纸九大主导产业。2016 年，九大主导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532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173.8 亿元、利税 850.3 亿元、利润 627.1 亿元，分别占到地方工业

的 80.6%、77.5%和 76.1%。其中，石油化工及盐化工、橡胶轮胎及汽车配件、有色金属、石油

装备四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企业 406 家，石油装备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 642 亿元，有色金属

产业集群达到 1170 亿元，橡胶轮胎及汽车配件产业集群达到 2162 亿元，石油化工及盐化工产

业集群达到 5064 亿元。 

（一）石油化工及盐化工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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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128 家，下一步重点向东营港石化产业基地集中。2016 年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4431.2亿元、利税294.4亿元、利润182.2亿元，占地方工业的比重分别为35.1%、

26.8%和 22.1%。利华益、海科集团、东辰化工、华星化工、万通石化、垦利石化等 15 家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超过百亿元，过 50 亿元企业 22家，过 10 亿元企业 48 家，过 5 亿元企业 64 家，过

亿元企业 93 家。原油一次加工能力为 6900 万吨，占全省的 36%，占全国的 10.8%，我市成为全

国地炼企业最为集中、规模最大的市，是中石化重要的成品油采购地。国家发改委受理进口原

油申请的企业 16 家，申请额 3831.5 万吨/年，分别占全省申报总数的 50%和 42.8%。其中，已

正式获准进口原油的企业 7家，可使用进口原油 1999.68 万吨/年，分别占全省的 38.9%和 32.9%，

分别占全国的 31.8%和 25%；已通过核查待批的企业 3 家，申请进口原油 680 万吨/年。 

盐化工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21家，主要集中在广饶县、东营经济开发区。2016 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633.0 亿元、利税 53.6 亿元、利润 41.1 亿元，占地方工业比重分别为 5%、4.9%、5%。

华泰化工、金茂纺织化工、金岭集团 3 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过 10 亿元企业 5家，过

亿元企业 8 家。离子膜烧碱产能 184 万吨。2016 年生产烧碱（折 100%）191.3 万吨，占全省

23.8%。以华泰化工、金茂纺织化工、金岭集团等企业为依托，主导产品有烧碱、盐酸、甲烷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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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氯仿、有机硅、苯胺、环氧丙烷等，基本形成了上下游配套的产品链条。金岭集团是全

国最大的烧碱、苯胺、甲烷氯化物生产基地之一。 

（二）橡胶轮胎及汽车配件产业集群 

橡胶轮胎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82家，主要集中在广饶县，垦利区有个别企业。2016 年，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1837.2 亿元、利税 196.0 亿元、利润 172.8 亿元，分别占到地方工业的 14.5%、

17.9%、21%。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企业 4 家，过 50 亿元企业 11 家，过 10 亿元企业 28 家，

过 5 亿元企业 37 家，过亿元企业 55 家。子午胎产能 1.68 亿条，占全国的 19%。拥有中国驰名

商标 7个，山东省著名商标 19个，山东省名牌产品 22 个，境外申请注册商标 10 余个。在 2015

年度全球轮胎 75 强排行榜中，我市 7 家企业成功入围，其中 6家位列前 50 位。自 2010 年起，

东营市每年举办一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连续 5 年被中国会展经济

研究会等权威机构授予“中国十佳品牌会展项目”，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国际展览协会（UFI）认

证的橡胶轮胎专业展会。主题为“品质轮胎，引领未来”的第八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

汽车配件展览会已于今年 5 月 15 日-17 日在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同期举办了 2017 中国(广

饶)国际橡胶轮胎发展大会、第二届东营·橡胶轮胎暨汽配产业高端人才洽谈会、“三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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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等专业会议活动 6 个。 

汽车及零配件业：规模以上企业 36 家，主要集中在广饶县、东营经济开发区。2016 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325.0 亿元、利税 31.9 亿元、利润 29.9 亿元，占地方比重分别为 2.6%、2.9%、

3.6%。过 10 亿元企业 11 家，过亿元企业 19 家。全市具备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8 家。广汽吉奥

东营分公司具备乘用车整车生产资质。山东吉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具有纯电动专用汽车、专用

客厢车、专用货车（含罐式、非罐式）、专用作业车、特种作业车（车载修井机）、三轮摩托车

等生产资质，年生产能力 5万辆；2015 年研发的国内首台冷冻修井车在长庆油田一次试车成功；

有 13 款电动专用车纳入国家公告。东方曼公司具备货车整车生产资质，年产能低速载货汽车（柴

油）3 万辆，载货汽车（汽油）2 万辆，三轮汽车 3 万辆；该公司与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合作，生产的迈迪牌纯电动轿车纳入了国家准入公告。另有孚瑞特、科瑞集团、胜利高原、胜动

集团 4家企业生产石油装备专用车。明珠集团生产半挂车，去年下半年投产。规模以上汽车零部

件生产企业 28 家，主要产品现有产能：刹车片 8500 万套、刹车盘 4080 万套、钢制车轮轮毂 3400

万套、制动器总成 640 万套、球笼 220 万套、传动轴总成 130 万套、自动变速箱 10 万台、高端

汽车车身板件 5400 万件。2016 年，汽车配件出口 18.04 亿元，同比增长 3.1%。信义集团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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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刹车片、刹车盘制造商之一，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与汽车

主机厂同步研发的刹车片生产企业。贝特尔公司是一个集独立科研、开发、设计、制造、销售于

一体的专业汽车车轮生产企业，年产各类无内胎车轮、旋压车轮 500 万套。山东汇丰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是山东省唯一一家专业生产各种球笼式等速万向节传动轴总成及零件的企业。 

（三）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有色金属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14 家，主要集中在东营经济开发区，河口区、广饶县零星企

业。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69.7 亿元、利税 77.9 亿元、利润 48.3 亿元，占地方工业比重

分别为 9.3%、7.1%、5.9%。过百亿元企业 5 家，过 10 亿元企业 8 家，过亿元企业 12 家。全市

阴极铜产能 90 万吨，居全省第一位；低氧线杆产能 27 万吨、阳极板产能 45 万吨。方圆集团仅

用 18 年就成长为一个年销售收入超过 500 亿元的企业集团，铜冶炼工艺引领行业发展。亨圆连

铸连轧生产设备国际先进，迪赛机电是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唯一生产高速列车接触线的企业。 

（四）石油装备产业集群 

石油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125 家，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42.8 亿元、利税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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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利润 51.8 亿元，占地方工业比重分别为 5.1%、6.2%、6.3%。胜利高原石油装备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超过 50 亿元，过 10 亿元企业 20 家，过 5 亿元企业 29 家，过亿元企业 52家。产品发

展到 31 个系列 1500 多个品种，钻机、抽油机、抽油杆、重油开发专用管产能国内第一，石油

钻采设备产量占全省 95%，主要钻采装备技术水平国内领先，交流电驱动超深井钻机、液压式

快速移动钻机等 20 余种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压裂泵车研制等多项技术打破国际垄断。

全市石油装备业产值占全国同行业的三分之一。 

（五）其他产业 

纺织服装业：规模以上企业 44 家，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83.8 亿元、利税 71 亿元、

利润 59.6 亿元，占地方工业比重分别为 4.6%、6.5%、7.2%。金茂纺织、澳亚纺织超过百亿元，

过 50 亿元企业 4家，过 10亿元企业 8 家，过亿元企业 24家。全市棉纱产能达到 218 万纱锭。 

农副食品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77 家，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6.5 亿元、利税 34.6

亿元、利润 26.7 亿元，占地方比重分别为 3.1%、3.1%、3.2%。过 10 亿元企业 13 家，过亿元企

业 3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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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业：规模以上企业 5 家，主要集中在广饶县。201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4.7 亿元、

利税 22.9 亿元、利润 14.7 亿元，占地方比重分别为 1.3%、2.1%、1.8%。过 100 亿元企业 1家，

过亿元企业 4家。华泰集团是全国最大的新闻纸生产企业。 

 

 

 

 

 

 

橡胶轮胎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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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超高强子午线研究 博士 
1、金属制品相关专业；2、从事金属制
品研发工作 10 年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 万以上，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 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轮胎配方与结构技术
的研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
高性能绿色轮胎研发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子午线轮胎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
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房或租房补贴 

3 东营贝斯特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工程
师 

从事新型号炭黑产品的研
发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应用化学等专
业；2、应届生或从事炭黑化工研发且
有 1 年及以上经验的 

缴纳五险，提供学历补助、带
薪休假等；年薪 7 万（应届生）
-50 万（有工作经验的专业人
员） 

4 山东兴达钢帘线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钢帘线新产品研发，带
领公司研发队伍开发新产
品 

硕士 
1、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2、具有钢
帘线新产品研发的工作经验 

缴纳五险，提供住房，薪资面
议 

5 山东兴达钢帘线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从事钢帘线的生产管理工
作 

硕士及
以上 

1、工商管理专业；2、具有钢帘线相关
行业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 

缴纳五险，提供住房，薪资面
议 

6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开展石墨烯在橡胶复合材
料领域的应用和技术创新 

硕士及
以上 

1、石墨烯行业领军人才；2、在著名高
校、科研院所担任过相关专业职务，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人
才优先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7 山东永一橡胶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橡胶轮胎新材料、新技
术研发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8 东营市源通橡胶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橡胶轮胎新材料、新技
术研发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缴纳五险，提供住房，薪资面
议 

9 山东屹伟橡胶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橡胶轮胎新材料、新技
术研发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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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0 东营申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橡胶轮胎新材料、新技
术研发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1 山东张弛橡胶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轮胎新材料、新技术研
发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从事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
经验 

待遇面议 

12 东营市黄海轮胎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橡胶轮胎新材料、新技
术研发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从事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
经验 

待遇面议 

13 山东宏盛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究人员 
从事轮胎新材料、新技术研
发 硕士 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2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4 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 技术研究人员 
从事轮胎新材料、新技术研
发 硕士 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2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5 山东国风橡塑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环保型轮胎研发，带领
研发队伍开展技术研发 

硕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轮胎研发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相关待遇体系，提供
专家楼住房 

16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全钢技术总工 
从事全钢轮胎技术研发生
产 硕士 1、高分子、橡胶专业；2、10 年以上

同行业从业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40 万，缴纳五险 

17 广饶县利源橡塑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研究人员 从事橡胶轮胎开发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8 山东国风橡塑有限公司 生产总经理 
从事生产车间设备、工艺及
人员综合管理 本科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轮胎企业生产综合管理相关工作经
验 

参照公司相关待遇体系，提供
专家楼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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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9 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从事轮胎结构设计，开发新
花纹，完成新产品的试制和
试验 

本科 
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2、
具有轮胎橡胶行业 1 年以上技术工作
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20 山东涌金橡胶公司 技术工艺员 
从事生产车间工艺流程、设
计方面的工作 本科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轮胎制造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房以及餐补 

21 山东万达宝通轮胎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高端轮胎产品研发 本科 有机高分子等相关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专家公寓 

22 山东江山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 从事橡胶产品研究 不限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橡胶行业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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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配件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信义集团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新型摩擦材料研发，带
领研发队伍开展新型材料
在摩擦材料中的应用研究 

博士 
1、材料科学、机电等专业；2、具有新
型环保摩擦材料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
经验 

待遇面议 

2 山东正诺集团有限公司 铸造工程师 
从事碳化硅、石墨烯等新材
料研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
新型复合材料研发及应用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新材料研发及其应用的相关工作经
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3 
山东哈迪斯机车配件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空气弹簧机车配套系
统研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
胶料配方和加工手段的研
究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空气弹簧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15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4 
山东哈迪斯机车配件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发，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碳纤维
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和设备
研究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碳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应用的相关工
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15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5 山东海德威车轮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汽车车轮研发，带领研
发队伍开展铝镁合金车轮
研发 

博士 1、汽车工程、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汽车车轮研发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6 东营宝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摩擦材料研发，带领研
发队伍开展无铜陶瓷刹车
片的研发 

博士 
1、机械、汽车工程、材料等专业；2、
具有摩擦材料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
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7 东营博奥奇物流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对企业现有车轮项目的生
产工艺进行改进创新 

博士 
1、汽车配件产业相关专业；2、熟悉车
轮设计、生产的相关技术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房或租房补贴 

8 山东荣邦汽配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人员 从事汽配技术和刹车片研 本科及 1、汽车制造相关专业；2、具有汽车刹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 14 — 

发 以上 车片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9 山东贝特尔车轮公司 研发工程师 研发车轮新产品 
本科及
以上 

1、机械加工专业；2、具有车轮研发相
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0 
东营市安运汽车机械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技术总监 

从事汽车维修技术研究，带
领研发队伍开展维修服务 不限 

1、汽车等专业；2、具有汽车维修的相
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 

石油化工及盐化工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氯甲烷材料研发，带领
研发队伍开展氯甲烷生产
技术开发改造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化工工艺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从事安全生产管理 博士 1、石油化工等专业；2、具有石油化工
安全生产管理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3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化工新材料新技术转化应
用；公司专利开发 

博士 1、石油化工等专业；2、具有石油化工
安全生产管理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4 
广饶县康斯唯绅新材料有限

公司 
沥青基碳纤维
研究技术人员 

从事沥青基碳纤维研发，带
领研发队伍开展沥青基碳
纤维的研发 

博士 
1、化学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2、具有
可纺丝用中间相沥青或高模高强沥青
基碳纤维研究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5 东营金明工贸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油田化学助剂研发，带
领研发队伍开展新材料研
发工作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油田助剂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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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6 
山东华星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生产技术人员 从事石油化工生产与运行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相关专业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提供住房 

7 
山东华星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生产管理人员 

从事石油化工生产运行及
相关职能部门管理 

博士 
1、化工、人力资源、经济类专业；2、
具有相关专业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提供住房 

8 正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管理人员 从事生产技术管理 博士 
化工、财务、经济、法律等企业相关专
业 

参照公司职级等级执行工资
待遇，缴纳五险 

9 山东齐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化工技术研发，带领研
发队伍开发新技术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化工经验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0 山东齐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负责指导项目施工、工程进
度、质量、安全、成本等的
全面管理工作 

博士 

1、5 年以上项目管理工作经验，参与
过 2 个以上中型项目的管理工作；2、
熟悉质量标准和相关技术，能够独立解
决复杂问题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1 山东齐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从事工艺研究、分析研究、
设计、制造、生产技术管理
等工作 

博士 
有大型工艺研究、分析研究、设计及安
装调试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2 
东营市环宇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化工研发，带领研发队
伍开展技术研发工作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化工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3 
广饶科力达石化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石油化
工项目研发 

博士 
1、油田化学、高分子化学等专业；2、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4 
广饶科力达石化科技有限公

司 
翻译人员 

负责翻译各种油品、指标、
国外文件；与翻译团队成员
沟通协作 

博士 
1、外贸英语类相关专业；2、有相关丰
富翻译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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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5 
东营市诺尔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纸尿裤工艺研发，带领
研发队伍开展无纺布与 SAP
的搭配等工作 

博士 
1、化工、化学、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纸尿裤、卫生行业专业工艺研发相
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6 山东三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
副主任 

加氢装置节能技术研发，带
领研发队伍对生产工艺进
行改进，达到较好的节能效
果 

博士 1、石油炼制专业；2、具有加氢装置节
能技术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5-3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7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负责

人 

低 C 烷烃高值化利用关键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烷基化
脱硫工艺改进，设计催化脱
硫新体系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橡胶材料、机电等
专业；2、具有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8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负责

人 

丁二烯直接氰化法生产己
二腈工艺设计及催化剂体
系开发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橡胶材料、机电等
专业；2、具有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9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负责

人 
从事新型变压器节能技术
研究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橡胶材料、机电等
专业；2、具有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0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负责

人 

从事医药级透明质酸工艺
研究：发酵工艺控制、菌种
培养、后提取分离工艺控制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橡胶材料、机电等
专业；2、具有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1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负责

人 

乙丙橡胶应用产品开发与
研究：研究开发新的产品种
类，拓展乙丙橡胶产品应用
领域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橡胶材料、机电等
专业；2、具有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2 东营合益化工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 三氟化硼领域的研发 博士 化学专业 待遇面议 

23 山东嘉禾甲基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人才 从事新产品开发 博士 化工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 



 
— 17 — 

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24 东营科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新材料开发，带领研发
队伍研发新型催化剂及配
套工艺技术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催化剂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5-45 万，缴纳五险一金，提
供住房或租房补贴 

25 
东营市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亚硫酸盐生产研发 博士 无机化工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2-24 万，缴纳五险，提供租
房补贴 

26 
山东龙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工艺技术员 从事石化行业技术开发 博士 

1、化工相关专业；2、石化行业工作经
验 

工资面议，缴纳五险，提供住
宿 

27 东营嘉颐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瓜尔胶研发，带领研发
队伍开展节能降耗、产品质
量提升等技术攻关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专业；2、具有油田压裂专业的
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2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房
或租房补贴 

28 东营恒坤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从事新型助剂的研发及使
用评价，提升现有产品质量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炼油助剂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9 东营科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
主任 从事聚丙烯酰胺研发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化工研发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15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30 山东尚能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从事石油化工研发，带领研
发队伍开展新项目建设，并
应用于实际生产 

硕士及
以上 

1、石油化工相关专业；2、具有石油化
工研发、应用、建设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提供住房 

31 东营市信德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研发人员 从事油田压裂、页岩油气开
发 

硕士及
以上 

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 待遇面议 

32 山东恒润诺石化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工程
师 

从事润滑脂配方的研究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润滑脂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33 山东汇金化工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化工产品开发与研制 硕士及
以上 

聚酰胺树脂、二聚酸、单体酸等专业方
向 

缴纳五险，提供住房，薪资面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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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34 山东正坤工贸有限公司 生产主管 

生产现场管理；现场各种检
查表格制作和工作执行；制
定月度、年度的相关计划及
结算 

硕士及
以上 

1、食品、机械、管理类专业优先；2、
有现场管理经验 

待遇面议 

35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投资事业部副
总经理 

寻找合适投资项目，负责投
资事业部管理工作 

硕士及
以上 

1、投资类相关专业；2、有 10 年以上
投资分析管理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可提供住房 

36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研发事业部副

总经理 

研发及寻找新产品投入工
业化生产，负责研发事业部
的管理工作 

硕士及
以上 

1、电化学材料、半导体及特种化学品
相关专业；2、有 10 年以上研发团队管
理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可提供住房 

37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油田地质专家 从事油田地质研究 

硕士及
以上 

1、油田地质或油气田开发工程等相关
专业；2、有地层对比、构造解释、储
层分析与评价、油藏综合地质研究工作
经验 

待遇面议 

38 东营润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从事工艺管理和工艺项目
开发 

硕士 1、化工专业；2、具有工艺管理、研发
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39 仙河镇海星集团 技术总监 
从事盐化工专业技术的指
导，带领队伍进行溴素提炼
技术的提升 

硕士 
1、化工、化学等相专业；2、具有盐化
工行业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5-3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40 东营泰尔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新型钻井液处理剂的
研发，负责公司研究中心的
管理，提供技术服务和现场
指导 

硕士 
1、化学及应用化学等相关学科；2、具
有钻井液处理剂的研发、应用的工作经
验 

待遇面议 

41 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 
从事油气钻采自动化产品
的研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
相关领域软硬件开发 

硕士 
1、采油、自动化、软件工程等；2、具
有采油生产的相关工作经验，熟悉采油
工艺流程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42 东营市万隆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渣油、沥青的产品研
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产品
技术指标的提升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石油化工衍生品的研发、应用的相关
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5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房或
租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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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43 广饶县利友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化工新技术研发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自动化等专业；2、具有化工
技术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缴纳五险 

44 东营市润泽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轻质油品研发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轻质油品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45 广饶吉泰物流有限公司 安全技术总监 
研究危险品装卸运输等各
方面存在或潜在的安全问
题 

本科以
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46 山东麟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车间技术员 
解决日常生产中出现的安
全、设备、工艺、消耗、质
量等问题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相关专业；2、具有化工管理 3
年工作经验 

免费住宿，提供伙食补助，工
资 4500 元/月 

47 
东营东岳精细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化工工艺员 

负责工艺技术操作规程、控
制指标的制定，根据生产状
况提出改造方案 

本科及
以上 

1、化学、精细化工等相关专业；2、3-5
年化工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经验 

工资面议，缴纳五险一金，提
供住宿及餐费补贴 

48 东营合益化工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 三氟化硼领域的研发 
本科及
以上 

1、化学专业；2、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待遇面议 

49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化工总裁助理 

跟踪公司技术目标，提供分
析意见及改进建议；在公司
技术改进等方面提供解决
方案 

本科及
以上 

1、油田化学品、化工专业；2、5 年以
上化工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50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泛俄组项目组

总监 

制定泛俄地区总的市场发
展战略、目标，并组织分解
落实相应的公关策略和具
体实施方案 

本科及
以上 

1、国际贸易、俄语等相关专业；2、8
年以上企业市场管理工作经验，3 年以
上市场部经理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51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原油降凝剂专

家 
负责降凝剂新产品开发及
老产品的改进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专业，硕士优先；2、英语六级
以上，5 年以上原油降凝剂研发工作经

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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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验，有原油降凝剂研发成果或方案优先 

52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减阻剂专家 

负责减阻剂新产品开发及
老产品的改进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专业，硕士优先；2、英语六级
以上，5 年以上减阻剂研发工作经验，
有减阻剂研发成果或方案优先 

待遇面议 

53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沥青分散剂专

家 
负责沥青分散剂新产品开
发及老产品的改进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专业，硕士优先；2、英语六级
以上，5 年以上沥青分散剂研发工作经
验，有沥青分散剂研发成果或方案优先 

待遇面议 

54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作业措施井技

术人员 

新井、措施井工艺方案和作
业施工设计；确保各项生产
任务和技术经济指标的完
成 

专科及
以上 

1、油气田开发、采油工程等专业，英
语能力强；2、在采油厂工艺所或专业
油服公司从事工艺技术管理岗位 2 年
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提供宿舍 

55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压裂酸化工程

师 

负责压裂、酸化相关产品的
配方研发与生产工艺制定，
以及为产品现场应用提供
技术支持 

专科及
以上 

1、压裂酸化相关专业；2、有 5-10 年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待遇面议 

56 
东营市垦利区玖新工贸有限

公司 
安全技术人员 

从事公司安全技术方面工
作 

本科 从事化工专业 5 年以上 待遇面议 

57 山东嘉禾甲基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 从事日常生产管理 本科 化工专业 年薪 12 万 

58 东营市齐发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从事 TBE 裂解制高纯度异
丁烯技术的研发 不限 石油化工，异丁烯制取等专业方向 待遇面议 

59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风控总监 负责金融贸易风险控制 硕士 1、金控、财务法律等经济类专业；2、
8 年以上从业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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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60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监 
负责全国市场供应链整合、
维护、管理 硕士 

1、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专业；2、
8 年以上从业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60 万，缴纳五险 

61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BS 项目工程

师 
主要从事 SBS 产品研发 硕士 化工、高分子等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40 万，缴纳五险 

62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破乳剂项目工

程师 
从事破乳剂产品研发 硕士 

1、高分子、应用化学技术专业；2、8
年以上从业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40 万，缴纳五险 

63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加氢裂化工程

师 
负责加氢裂化装置设计、维
护 硕士 1、化工专业；2、5 年以上从业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40 万，缴纳五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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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精密铜
合金管生产加工工艺的优
化改进 

博士 
1、催化、材料等专业；2、具有 10 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备高级工程师专
业技能 

薪资面议，提供豪华单间，缴
纳五险 

2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特聘专家 
从事两步法炼铜技术的完
善提升，主要开展生产工艺
的优化研究 

博士 
1、冶金、化工、材料等专业；2、具有
3年以上冶金等相关领域重大科研项目
的研发经验，具有高级职称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 万，提供住房或租房补贴 

3 山东金沃耐火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主任 
从事有色金属熔铸用坩埚
及铝碳产品等耐火材料的
开发应用 

本科以
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相关专业；2、
具有耐火材料生产及应用的相关工作
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待遇
从优，缴纳五险，可提供住宿 

4 山东金圆铜业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工程

师 

从事 35kv 及以下电力电缆
的工艺改良和特种电缆及
轨道电缆的研发 

本科及
以上 

1、电气类电线电缆相关专业；2、具有
35kv 及以下电力电缆工艺改良和特种
电缆及轨道电缆的研发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15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 

5 
东营市海河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各类产品的研发、工艺
优化，主管技术部 

本科及
以上 

1、铸造、机械设计、材料等专业；2、
具有精密铸造及机械加工的相关工作
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5-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6 
东营市海河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品管总监 

从事公司体系建设，品质管
理等，主管品管部 

本科及
以上 

具有相关行业体系管理及品质管理 5
年以上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5-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7 东营科林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铸造厂厂长 从事机械行业生产管理 
高中及
以上 

机械专业 年薪 10 万 

8 东营鲁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人员 从事金属冶炼生产 不限 不限 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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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9 山东华东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电缆工艺工程
师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电缆产
品研发 不限 1、电线电缆相关专业；2、具有电线电

缆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15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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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装备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东营鑫华莲石油机械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精工集成化石油装置
制造项目 博士 1、机械制造业 2、具有精工集成化石

油装备制造的相关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 
东营百华石油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工程

师 

从事油田井下工具研发，带
领研发队伍开展关键技术
开发及新产品研制工作 

博士 1、石油工程、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从事相关行业研发、应用的经验 

年薪面议，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 

3 
东营万邦石油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粉尘再利用自动化油井水
泥混拌系统研究 博士 

1、钻井工程等专业；2、具有固井散料
领域的相关工作经验 

年薪 30-100 万，提供住房或
租房补贴 

4 
东营市永利精工石油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从事金属材料性能、工艺的
研究 博士 1、金属材料工程等专业；2、具有金属

材料性能、工艺研究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5 
山东盛中油气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精工集成化石油装置
制造相关工作 

博士 1、机械制造业；2、具有精工集成化石
油装备制造的相关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6 东营广兴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海洋采油设备研发 博士 
1、机电一体化、新材料；2、具有相关
专业工作经验 

年薪 80 万以上缴纳五险，提
供住房或租房补贴 

7 东营威玛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骨干 从事钻具材料性能研究 
硕士及
以上 

1、金属材料、热处理等专业；2、高级
职称，具有材料研发、热处理的相关工
作经验 3 年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5 万以上，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8 
东营市兆鑫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技术研发，带领研发队
伍开展产品设计 

硕士 
1、机械工具、采油工艺工程等专业；2、
具有相关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5-30，缴纳五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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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9 
东营施普瑞石油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分析生产工艺，找出影响质
量和生产的关键问题；执行
与工艺相关的改进项目 

本科及
以上 

1、相关工程学科；2、有在大型固定设
备工厂最好是在化工厂担任工艺工程
师的经验，具有工艺安全管理体系的知
识和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0 山东大东联石油设备有限公
司 

生产技术高工 完成产品工艺优化设计 本科及
以上 

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 待遇面议 

11 
山东大东联石油设备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井下工具研发，带领研
发队伍开展新技术、新工艺
工作 

本科及
以上 

机械制造等相关专业 待遇面议 

12 山东长凯石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经理 低温装备技术研发、产品制
造、技术工艺编制 

本科及
以上 

从事相关工作 3 年以上 待遇面议 

13 山东长凯石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检测部经理 对气瓶、低温装备进行检
测、实验和设备维修 

本科及
以上 

从事相关工作 3 年以上 待遇面议 

14 山东长凯石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船用低温装备
项目经理 

负责船用低温发动机配套
产品的研发制造 

本科及
以上 

从事相关工作 3 年以上 待遇面议 

15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 销售总监 从事海外市场拓展，客户关
系维护 

本科及
以上 

油气行业销售背景 5 年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6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 销售经理 从事海外市场拓展，客户关
系维护 

本科及
以上 

油气行业销售背景 2 年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7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 技术专家 从事技术研发及审核 本科及
以上 

外籍，国际知名石油装备制造企业背景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8 
山东普瑞思德石油技术有限

公司 
井下工具高级
研发工程师 

井下工具研发设计，现有工
具的改进 

本科及
以上 

1、机械设计，石油机械相关专业；2、
3 年以上井下工具设计经验；熟练使用
CAD、olidworks 等软件，有独立设计
和开发能力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 万以上；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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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9 
山东创佳石油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空气源热泵的技术研
发，生产线建设，协助体系
工程师办理生产许可证、3C
认证业务 

本科及
以上 

1、制冷与暖通、热能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2、具有热
泵研发 3 年工作经验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0 山东神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主管 

开展生产技术工作，编制技
术性文件，参与新产品的设
计开发，生产定型及生产跟
踪工作 

本科 
1、机械制造专业，机械设备类优先；2、
8 年以上工作经验，3 年以上管理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8-20 万 

21 山东神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熟悉电气电路设计；能维修
电气电机，维修设备电路 本科 

1、电气工程/机电一体化等专业；2、
3-8 年工作经验，3 年以上机械设备类
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 

22 
东营市创元石油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上位机软件工

程师 
程序设计 本科 计算机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月薪
3500 元以上，缴纳五险，提供
住房或租房补贴 

23 
东营市创元石油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机械设计师 机械设计 本科 机械相关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月薪
3500 元以上，缴纳五险，提供
住房或租房补贴 

24 
山东欧博特石油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监 

从事固井完井、增产改造产
品研发，独立带领研发队伍
开展多项研发项目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有
国外知名油服企业工作管理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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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围绕大海集团现有产业开
展数字化、智能化工厂研究
并主导实施相关项目 

博士 

1、从事智能制造行业；2、曾在著名
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关职务，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人才优
先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工

程师 
从事太阳能级多晶硅片、单
晶硅片高效制造技术研发 博士 

1、材料学、无机材料、材料物理或相
关专业；2、具有从事晶体材料制造或
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4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3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工

程师 

从事高效太阳能级多晶硅
块、单晶硅棒金刚线切割技
术研发 

博士 
1、机械工程、自动化或相关专业；2、
具有从事机械切割或相关领域工作经
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4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4 
山东斯泰普力高新建材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从事高分子地坪材料研发，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地坪产
品开发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从事地坪新材料研发、应用的相
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5 山东泰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绿色高效生
物肥料研发

总监 

从事绿色高效生物肥料新
产品的研发，率研发队伍开
展生物肥料配方优化及植
保技术支持 

博士 
1、土肥、资源与环境、植保等专业；
2、具有从事绿色高效生物肥料新产品
开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 

6 
东营瑞源特种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从事新型建材研发，带领研
发队伍开展生产技术、工艺
的研发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从事新型特种建筑材料研发、应
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3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7 广饶县科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总监、研
发总监 

从事表面活性剂生产、研发 博士 1、化工专业；2、具有化工相关工作
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房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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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8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工

程师 

研究粉体材料的纯度、粒
度、结晶度、介电常数等性
能指标的控制技术 

博士 
1、化工、催化剂、分子筛、材料类专
业；2、相关经验 5 年以上、主持过国
家级或省部级以上计划项目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含股权激励），缴
纳五险一金，提供专家公寓 

9 山东艾格林生物技术公司 技术研发顾
问 

从事生物基菌丝材料的研
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菌丝
板材、菌丝纤维、菌丝薄膜
等的研发 

博士 
1、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高分子、
材料等专业；2、一定的细胞生物学相
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30 万 

10 
山东胜通光学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 

总监 

从事高端双向聚酯拉伸膜
研发 博士 

1、高分子材料相关专业；2、从事双
向聚酯拉伸膜研发工作 10 年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 万以上，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1 山东九章膜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 

顾问 

开发高通量、低脱盐的纳滤
膜产品，合作开发更成熟的
生产技术及方案 

博士 
1、材料学、化学工程等相关专业；2、
具有一定的海外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12 山东正鑫新能源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 

总监 

从事铁钼法生产甲醛技术
研究，培养技术团队 

博士 
1、化学、化工、机械等专业；2、具
有甲醛生产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面议，缴纳五险，提供住房或
租房补贴 

13 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主任 
进行 SBC 类热塑性弹性体
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化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从事热塑性弹性体研发、应用的
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50 万，缴纳五险一金，提
供住房或租房补贴 

14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师 
从事废弃物处理研发，解决
造纸行业废弃物污染的问
题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环保等专业；2、具有一定
的环保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提供
住房或租房补贴 

15 
山东海威卫生新材料有限公

司 
研发工程师 

从事无纺布、PE 产品的研
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发新产
品 

硕士及
以上 

1、非织造材料与工程类等专业；2、
具有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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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6 山东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 

工程师 

从事氮化硅结合碳化硅异
型件的研发，带领研发队伍
开展异型件各工序研发工
作 

硕士及
以上 

1、硅酸盐、材料等专业；2、具有从
事特种耐火材料生产、研发、应用的
相关工作经验 10 年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7 新发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 从事产品研发工作 硕士及
以上 

有机化学相关专业 待遇面议 

18 山东正鑫新能源有限公司 厂长 
主要负责车间管理以及提
供技术方面支持 

硕士及
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 10 年以上 待遇面议 

19 山东康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尾气处理岗
位技术员 

尾气处理相关技术支持 
硕士及
以上 

1、化工专业；2、具有 3 年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20 山东海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员 环保、工业污染治理 
硕士及
以上 

1、环境治理、机械制造、智能控制等
专业；2、5 年以上相关经验 

待遇面议 

21 山东泰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绿色高效生
物肥料研发

人员 

从事绿色高效生物肥料新
产品的研发、配方优化以及
植保技术支持 

硕士 
1、土肥、资源与环境、植保等专业；
2、具有从事肥料新产品开发、应用的
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一金 

22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研发工
程师 

研发新产品 硕士 药学相关专业 待遇面议 

23 山东胜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生产运营 

副总 

从事车间生产运营管理，带
领生产队伍完成生产任务 硕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光伏行业的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食
宿、通讯补贴 

24 山东胜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从事财务管理，完成企业投
融资任务 

硕士 
1、金融学，经济学相关专业；2、具
有 5 年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5 万，缴纳五险，提供食
宿、通讯补贴 

25 广饶丽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药药剂师 
制药行业研究及相关研发
工作 

本科及
以上 

药剂相关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工资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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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26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负责工序标准工时的制定；
生产标准作业指引和对生
产员工的培训；生产工艺优
化等 

本科及
以上 

熟悉锂电池现场工艺；有一定的协调、
沟通能力，对现场异常和部分突发事
件有分析判断能力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餐补，提供住宿 

27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售后工程师 
负责现场维护；BMS 系统调
试；与客户沟通，及时解决
问题 

本科及
以上 

1、电气类、机械类相关专业；2、良
好的数字电路或模拟电路基础；适应
能力强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餐补，提供住宿 

28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热分析 

工程师 

负责产品的结构仿真、热仿
真；优化电池散热、加热设
计；设计热管理控制方案 

本科及
以上 

熟练使用 CFD、FLUNT 等软件；熟练
运用热分析管理软件和建模能力；熟
悉传热学、流体力学等理论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餐补，提供住宿 

29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负责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电
气架构设计及匹配 

本科及
以上 

1、电气类或软件类相关专业；2、熟
悉接插件、端子及线束产品结构及制
程参数的设定；熟练完成线束二维、
三维的设计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餐补，提供住宿 

30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芯工程师 
开发新产品；基础体系应
用、基础数据收集；产品规
格书的编写，物料图纸编写 

本科及
以上 

1、物理化学、电化学等相关专业；2、
2 年以上电芯研发经验；CAD 制图、
office 办公软件熟练应用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餐补，提供住宿 

31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材料工程师 
根据生产要求开发新材料；
优化基础体系，提高电芯性
能 

本科及
以上 

1、物理化学、电化学等相关专业；2、
2 年以上电芯研发经验；CAD 制图、
office 办公软件熟练应用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餐补，提供住宿 

32 
山东大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研发人

员 
研发新型化工材料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材料等专业；2、具有相关
工作经验 

薪资面议，缴纳五险，入一份
商业保险，每年一次健康体检，
提供 50%住宿餐费补助 

33 东营市润泽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环部长 负责公司安全环保工作 本科 安全、环保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34 山东众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机电 
从事机械运行、维护、管理、
方面工作，带领工作团队进
行技术改造 

本科 
1、机电专业；2、具有从事机电应用
方面的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房
或租房补贴 



 
— 31 — 

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35 山东众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高分子 
从事高分子材料检测，技术
开发 

本科 1、高分子材料；2、高分子材料合成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房
或租房补贴 

36 山东信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经

理 
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解决
疑难问题 

本科 畜牧兽医及相关学历 待遇面议 

37 山东晟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人

员 
聚羧酸减水剂合成及现场
服务 本科 

1、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有
机化学、精细化工等相关专业；2、能
够熟练查阅资料，吃苦耐劳，适应偶
尔出差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工资
4000 元/月，缴纳五险，提供食
宿 

38 山东秦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砂浆研发工
程师 

从事砂浆研发工作 
大专及
以上 

1、材料科学与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
材料工程、应用化学等专业；2、从事
过各类砂浆、瓷砖胶、混凝土等研发
工作 

待遇面议；缴纳五险一金；驻
厂期间提供食宿 

39 山东秦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涂料研发工

程师 
从事涂料研发工作 

大专及
以上 

1、化工工艺、应用化学等相关化工专
业、涂料相关专业；2、从事水性建筑
涂料、真石漆、质感涂料等研发工作
五年以上 

待遇面议；缴纳五险一金；驻
厂期间提供食宿 

40 诚航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工

程师 
新能源车型设计研发 不限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宿舍 

41 
山东冠森高分子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工

程师 
从事二氨基二苯醚下游产
品的研发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二氨基二笨醚下游产品研究的相
关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工资
面议，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宿
舍和餐补 

42 
山东中天水土资源生态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技术专家 

从事土地和水资源开发利
用技术研究 

硕士 
1、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相关专；2、有
相关工作经历 3、短期技术指导 

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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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43 山东聚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研发设

计师 
从事氮化镓功率器件研发 博士 

1、电子工程、物理学专业；2、有相
关工作经历 

年薪 2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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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山东驰中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从事果蔬深加工研发，带领
研发队伍开展新产品研发
任务 

博士 
1、果蔬深加工相关专业；2、具有从事
果蔬深加工研发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2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 山东光聚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从事禽肉产品研发 博士 

1、食品研发等专业；2、具有从事食品
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3 
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水稻种植技
术研发工程

师 

从事耐盐水稻品种筛选及
优良水稻种质收集，研发水
稻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博士 作物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等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 

4 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品牌策划 从事品牌宣传及营销策划 博士 营销学相关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 

5 东营润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从事中草药研发，带领研发
队伍开展树木耐盐碱性的
提高 

博士 植物学、药用植物学等专业 
年薪面议，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6 山东景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特聘技术研
究工程师 

从事内陆水产增养殖与淡
水渔业研发工作，带领研发
队伍开展盐碱地淡水渔业
开发 

博士 
1、鱼类生态、淡水渔业、生态信息学
等专业；2、具有从事渔业养殖增殖模
式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7 东营海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水产养
殖研究工作 

博士 
1、水产养殖相关专业；2、具有从事水
产养殖科研技术推广应用的相关工作
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面谈，缴纳五险，提供住房或
租房补贴 

8 
山东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研发工程师 

从事大豆精深加工研究开
发工作 博士 

1、食品科学与工程、粮油加工；2、具
有从事大豆及大豆深加工领域研发相
关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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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9 东营景明水产有限公司 特聘技术研
究工程师 

从事内陆水产增养殖与淡
水渔业工作研发，带领研发
队伍开展盐碱地淡水渔业
开发工作 

博士 
1、鱼类生态、淡水渔业、生态信息学；
2、具有从事渔业养殖增殖模式研发、
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30 万，缴纳五险 

10 山东利农菌业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从事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技
术研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
工艺优化，技术难题攻关 

博士 
1、生物、农学、园艺等专业；2、具有
从事食用菌生产研发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5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11 山东众力棉业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作物育种，培育
棉花、玉米、小麦等新品种 

硕士及
以上 

1、植物遗传育种及相关专业；2、具有
从事育种经验，有育成品种者优先 

年薪 10-50 万，缴纳五险，提
供租房补贴 

12 山东利农菌业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 
从事食用菌菌种研发，新品
种栽培实验，调控技术研发 硕士 1、生物、农学、园艺等专业；2、具有

从事食用菌生产研发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30 万，缴纳五险 

13 山东东方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新品种培育
主管 

负责花卉新品种培育 
本科及
以上 

1、农林、园艺等专业；2、具有从事花
卉新品种培育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缴纳五险 

14 山东东方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种植技术主
管 

负责花卉种植技术把控及
创新 

本科及
以上 

1、农林、园艺等专业；2、具有从事花
卉生产或科研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缴纳五险 

15 山东鹤园食品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工

程师 
从事健康营养食品研发 本科 食品营养与检测等食品类相关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6 山东天红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养殖场技术

场长 
肉鸡养殖技术指导和创新 本科 

1、畜牧兽医专业；2、毕业生或有相关
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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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业人才需求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 山东亚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从事公司管理及加气混凝
土切块技术研发，带领公司
及研发队伍开展创新活动 

博士 
1、建筑新材料相关专业；2、具有从事
加气混凝土切块生产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工资
面议，缴纳五险，提供住房 

2 东营市中达纺织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从事纺织、纺纱技术的更新
和研发 

博士 从事纺织相关工作 2 年以上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宿 

3 
胜利新大管业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特聘专家 

从事高强复合材料垫板产
品研发，带领研发队伍开展
相关科研活动 

博士 
1、复合材料相关专业；2、具有从事复
合材料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20 万 

4 
山东常青树胶业股份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从事环保胶粘剂研发，带领
研发队伍开展产品的改进 博士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具
有从事胶粘剂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经
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2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房或
租房补贴 

5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特种纸 

研发工程师 

从事特种纸的研发，带领研
发队伍在原有纸机基础上
改造，开发生产特种纸 

硕士及
以上 

1、制浆造纸、材料等专业；2、具有特
种纸开发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提供
住房或租房补贴 

6 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从事现有产品的研发升级 
硕士及
以上 

1、有机化工、应用化工、化学工程与
工艺等相关专业；2、2 年以上工作经验 

试用期薪酬研究生 3500元/月，
博士 5000 元/月，转正后执行
公司岗位工资标准，缴纳五险
一金，提供 90 平精装修中转
房，提供购房补贴 

7 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 
从事公司安全体系建设与
运行 

硕士及
以上 

1、有机化工、应用化工、化学工程与
工艺等相关专业；2、2 年以上工作经验 

8 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师 
从事公司环保体系建设与
运行 

硕士及
以上 

1、有机化工、应用化工、化学工程与
工艺等相关专业；2、2 年以上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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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9 山东汇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从事预焙阳极制作、低耗能
阳极的研发，带领研发队伍
开展各工序研发工作 

硕士及
以上 

1、冶金 、材料等专业；2、具有从事
预焙阳极生产、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
经验 10 年以上 

待遇面议 

10 东营福浩精铸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机械手技术研发 

硕士及
以上 

1、机电一体化专业；2、具有从事机械
手等自动化设备研发、应用的相关工作
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20 万，缴纳五险，提供宿
舍或租房补贴 

11 东营市兵圣王酒业有限公司 酿酒技术员 
从事白酒及其它酒的研发，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白酒生
产及调试工作 

本科及
以上 

1、微生物、发酵、生物工程等专业；2、
具有从事白酒酿造的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 

12 
山东海威卫生新材料有限公

司 
技术员 

从事无纺布、PE 产品的研
发，带领研发队伍研发新产
品 

本科及
以上 

1、非织造材料与工程类等专业；2、具
有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房 

13 山东圣泽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装配项
目经理 

装配式建筑材料构建、设计
施工、运营维护 

本科及
以上 

1、建筑类专业；2、具有建筑行业的相
关工作经验，同时对 BIM 技术运用熟
练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3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 

14 广饶吉泰物流有限公司 环境技术总
监 

研究物流过程中对环境危
害的抑制技术，实现物流环
境净化 

本科及
以上 

环境工程等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15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总工 负责电力公司技术工作 本科及
以上 

1、电力相关专业；2、具有丰富的电力
施工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享受
副总待遇 

16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路桥总工 负责路桥公司技术工作 本科及
以上 

1、土木、路桥等工程相关专业；2、具
有丰富的高速公路、大型桥梁施工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享受
副总待遇 

17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本总监 负责房产公司成本管理 本科及
以上 

1、工程造价、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2、
具有大型地产项目成本管理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享受
副总待遇 

18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负责工业地产运营管理 本科及
以上 

1、专业不限；2、具有工业地产营销管
理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享受
副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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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19 山东三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总
监 从事建筑节能材料研发 

本科及
以上 

1、化工、高分子、材料等专业；2 具有
从事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20 山东利津雅美纺织有限公司 工程师 从事新产品设计及开发 本科及
以上 

工艺设备专业 提供住房，薪资面议 

21 东营合德医院 医师 从事中医中药工作 本科及
以上 

1、中医、推拿等专业；2、具有从事相
关工作经验 

参照国家执业医师待遇标准，
缴纳五险 

22 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
公司 

环境影响评
价工程师 

负责环境影响评价、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等 

本科及
以上 

水文地质、生态、环境工程等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10-30 万，缴纳五险二金 

23 
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

公司 
输电线路设

计师 

主持编写项目咨询咨询及
设计项目；组织项目实施与
协调；项目技术沟通 

本科及
以上 

具有输电线路设计两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验（有注册发输电工程师证优先考
虑） 

24 
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

公司 
天然气处理

工程师 

天然气净化处理专业咨询，
承担项目前期策划、报告、
施工图编制和验收汇报等 

本科及
以上 

从事油气田天然气净化及深冷工程设
计 6 年以上，高级工程师 

25 
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

公司 
市政燃气工

程师 

燃气输配专业咨询，承担项
目前期策划、报告、施工图
编制和验收汇报等运行管
理 

本科及
以上 

从事气田地面设计或相关工作经验5年
以上 

26 
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

公司 
长输气管道

工程师 

长输气管道专业咨询，承担
项目前期策划、报告、施工
图编制和验收汇报等运行
管理 

本科及
以上 

从事气田地面设计或相关工作经验5年
以上 

27 
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

公司 
给排水工程

师 

给排水专业咨询，承担项目
前期策划、报告编制、施工
图设计和验收汇报等运行
管理 

本科及
以上 

从事市政给排水、建筑给排水及消防、
生活污水处理等领域咨询及设计或相
关工作经验 5 年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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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28 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
公司 

防腐工程师                                                                                                                              本科及
以上 

从事防腐咨询及设计或相关工作3年及
以上 

29 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

程师 

负责组织企业安全培训及
演练，制订安全管理和各类
应急预案，参与公司内部安
全检查 

本科 
获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并有从事相
关专业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30 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专
业人员 

负责产品及服务的网络宣
传及推广，网站的维护与更
新，网络售后及客户答疑工
作 

本科 1、电子商务相关专业；2、从事相关专
业 2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待遇面议 

31 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 物流供应链
专业人员 

负责供应商管理、库存管
理，根据要求定期编制库存
计划，提高库存周转率 

本科 1、物流相关专业；2、从事相关专业 3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商务谈判经验 

待遇面议 

32 东营市大舜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部设计
人员 

从事机械制造设计 本科 机械设计专业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提供住宿 

33 东营一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负责项目管理 本科 1、建筑行业等专业；2、具有从事项目
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缴纳五险 

34 山东绿洲醇食品有限公司 技术主任 负责品控工作 本科 1、食品专业；2、工作 5 年以上 待遇面议 

35 山东绿洲醇食品有限公司 技术主任 从事机械维修工作 本科 1、食品、机械专业；2、工作 3 年以上 待遇面议 

36 山东绿洲醇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经

理 

全面管理公司生产领域各
项工组，承担生产系统人
事、奖惩、管理等工作 

本科 
1、食品及相关技术专业、机械工程专
业；2、从事食品饮料领域管理工作 5
年以上 

年薪 12 万以上，提供住宿 

37 博浩仓储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从事电商、物流项目 本科 
1、电商、物流相关专业；2、有相关工
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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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38 
东营市东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负责项目管理 本科 1、建筑、工程等专业；2、具有相关专

业中级职称。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5-10 万元，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39 山东秦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体化板技
术负责人 

从事一体化板技术服务工
作 

大专及
以上 

1、建筑工程、装饰工程相关专业；2、
熟悉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材料施工及应
用技术；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 CAD 

工资面议，缴纳五险一金，驻
厂期间提供食宿 

40 
广饶县中兴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部副总 负责工程施工 

大专及
以上 

1、建筑工程专业；2、施工年限 10 年
以上，经验丰富 

参照公司职工待遇体系，缴纳
五险 

41 三阳纺织有限公司 部门主管 从事部门主管工作 
大专及
以上 

纺织行业 8 年以上工作经历 提供住宿，薪资面议 

42 东营三和油脂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负责物理精炼、生产加工 
大专及
以上 

5 年以上工作经历 待遇面议 

43 
胜利油田仙河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技术研发 

总监 

带领研发队伍开展河道治
理等工作 

硕士及
以上 

1、生物化学、水利工程等专业；2、具
有从事河道治理相关工作经验 

参照公司职级待遇体系，年薪
30-100 万，缴纳五险，提供住
房或租房补贴 

44 
胜利油田北方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玻璃钢技术

顾问 

把控产品研发及发展方向；
负责产品生产管理及生产
工艺的优化、改进、提高 

本科 
1、复合材料专业；2、具有玻璃钢产品
的生产管理和销售经验；有设计或制图
能力；熟悉玻璃钢产品生产工艺 

年薪 20-50 万 

45 
胜利油田北方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油田废液处
理技术顾问 

主要负责废液处理项目的
推进及运行工作；解决技术
难题，提升工艺标准 

本科 1、热能工程相关专业；2、具备油田废
液处理工作经验 年薪 20-50 万 

46 
胜利油田北方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油泥沙处理
技术顾问 

主要负责油泥沙处理项目
的推进及运行工作；解决技
术难题，提升工艺标准 

本科 1、热能工程相关专业；2、具备油泥沙
处理工作经验 年薪 20-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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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拟聘岗位 
职务 

拟聘岗位 
主要任务 

学位 
要求 专业及履历要求 可提供待遇 

47 
胜利油田北方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电气工程师 

负责电气、自动化施工与维
修的总体统筹；参与工程初
步设计的审定及施工图纸
的会审等 

本科 
1、自动控制、电子电气工程等专业；2、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具备电气、自
动控制相关知识，注册电气工程师优先 

年薪 20-50 万 

48 东营正和木业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负责人造板制造技术研发 
无特定
要求 

无特定要求 待遇面议 

  



 
— 42 — 

橡胶轮胎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山东国风橡塑有限公司 
高性能半钢

子午胎 
21 亿 17 亿 

公司聘请韩泰技术研发团队，
并建有自主研发中心 

新型合成橡胶研究开发及产业化 

2 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 
全钢、半钢子
午线轮胎 

9569 万 1.1 亿  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1、PCR 滚阻、湿地性能 AA 级胎面开发 

2、载重汽车无内胎磨耗≥50 万公里结构开发 

3 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 半钢轮胎 7.4 亿 8.3 亿 
山东省中美轮胎技术合作研究
中心 

1、超高性能绿色低滚阻 UHP 系列 

2、适应市场需求的 AT 和 HT 系列产品 

4 
广饶县康斯唯绅新材料有限

公司 
橡胶软化剂、
橡胶增塑剂 

3600 万 建设期 公司设有研发中心和中试车间 可纺丝用中间相沥青，高模高强沥青基碳纤维 

5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轮胎 642 亿 556 亿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
工作站、国家级实验室 

高性能、绿色、安全轮胎开发 

6 山东万达宝通轮胎有限公司 轮胎 131.1 亿 128.7 亿 
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拥有国
家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拥有
国家级轮胎实验室 

缺气保用轮胎研发 

7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子午线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超高强子午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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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配件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信义集团公司 
制动片、粉末
冶金核心部件 

45.7 亿 43.6 亿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科研人员
114 人，博士 4 人 

研究新型环保材料在摩擦配方中的比例及性能分析，
开发合适的新型摩擦配方，提高制动片的摩擦性能，
降低成本 

2 
山东哈迪斯机车配件有

限公司 
空气弹簧 1.1 亿 9500 万 

与青岛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合作联合建立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 

1、橡胶减震弹性体配方 

2、橡胶减震器设计、制造工艺及疲劳性分析 

3 
山东汇丰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 

传动轴、轮毂
轴承单元及其

零部件 
2.8 亿 2.5 亿 

山东省轿车传动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1、传动轴零配件球笼生产过程中的表面热处理工艺 

2、轮毂轴承单元的轻量化生产工艺 

4 山东荣邦汽配有限公司 汽车刹车片 9041 万 8251 万 专业技术人员与实验设备 开发汽车刹车片专利技术 

5 山东正诺集团有限公司 刹车盘、刹车
鼓 

9632 万 8878 万 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研究石墨烯在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6 东营科力汽配有限责任
公司 

刹车片 800 万 900 万 有专业的研发团队 研发新材料刹车片 

7 
东营宝丰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 

汽车盘鼓式制
动器总成、制
动钳/盘/片 

1.5 亿 1.2 亿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研究无铜陶瓷刹车片，开发铜的替代品，将刹车片铜
的含量降到 0.5%以下 

8 
山东海德威车轮有限公

司 
镁铝合金车轮 1.4 亿 1.1 亿 

与清华大学合作建设“汽车车
轮实验室” 

铝镁合金车轮轻量化及新材料新配方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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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营博奥奇新材料有限

公司 
汽车钢制、铝

制车轮 
34.4 亿 36.9 亿 研发中心正在建设中 汽车车轮生产工艺的创新 

化工新材料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东营嘉颐化工有限公司 
瓜尔胶粉、油

田助剂 
5987 万 6270 万 专业实验室 

开发关键技术，使瓜尔胶粉粘度更高、水不溶物更低、
交联性更好 

2 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烧碱、甲烷氯
化物、有机硅

等 
24.9 亿 24.5 亿 

山东省氯甲烷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有机硅流化床研发 

3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石油液化气 

47.8 亿 46.6 亿 
已有企业研发中心，化验设
备齐全，研发团队建设中 

1、渣油转化技术 

2、清油辛烷值提升 

4 东营市润泽新材料有限公司 
碳氢制冷剂
及环保溶剂 

11.9 亿 5.9 亿 企业研发中心 油品升级改造 

5 东营市信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瓜胶系列、油

田助剂 
9891 万 8854 万 企业技术中心 研究油田压裂技术，开发页岩气系列产品 

6 东营市万隆化工有限公司 渣油、沥青 2300 万 2100 万 专业实验室 开发渣油的附加衍生品 

7 广饶科力达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柴油、裂化石
油气、硫磺、

60.2 亿 34.9 亿 企业化验中心 1、开发自动控制与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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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 2、与安徽华东设计院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质量 

8 东营贝斯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炭黑 4.8 亿 2.4 亿 
有试验生产线及具备专业的
实验室 

拟研发色素炭黑等特殊用途的新产品 

9 山东尚能实业有限公司 柴油 1.3 亿 7000 万 已成立研发中心 开发分子炼油技术 

10 东营恒坤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炼油助剂 2100 万 1680 万 

设有专业的实验室，采用国
内先进设备，并聘请西安石
油大学黄风林教授担任技术
负责人 

开发 MTBE 脱硫技术 

11 广饶县利友化工有限公司 
二甲苯、溶
剂、苯、石油

醚 
8000 万 1.5 亿 具备企业技术中心 开发戊烷、DCS 操作生产戊烷方面的技术 

12 山东麟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异辛烷、正丁
烷、液化气 

8.7 亿 7.5 亿 成立企业研发中心 引进新的专利成果，改进废酸降耗技术 

13 东营润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相

关产品 
6216 万  5606 万 企业年投入研发费用 20 万元 研究废酸处理项目 

14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烯、MTBE、
透明质酸、节
能电气产品 

266 亿 242 亿 
博士后工作站、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技术团队 143 人 

1、开发绿色化工技术，实现低 C 烷烃高值化利用关
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2、开发丁二烯直接氰化法生产己二腈工艺技术 

15 山东三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石脑油、柴
油、航煤、尾

油等 
8.6 亿 7.3 亿 

山东省功能化硅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等，研发人员 26 名 

1、以现有加氢生产装置为基础，研究开发新型加氢
装置节能技术 

2、在保证油品质量的前提下，对生产工艺进行研发，
通过采用新型材料及设备达到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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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山东大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甲醇钠 4045 万 3897 万 
在安徽成立了泓德技术研究
所，现有市级研发中心一处，
专业研发人员 20 人 

开发精细化工和石油化工类新技术、新产品 

17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642 亿 556 亿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
后工作站、国家级实验室 

清洁柴油、汽油生产技术 

18 东营合益化工有限公司 

三氟化硼络
合物、高纯度
三氟化硼气

体 

8710 万 1.0 亿 拥有企业研发实验室 硼 10 同位素分离技术 

19 山东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石脑油、柴
油、尾油 

46.9 亿 46.9 亿 
提供研发场地、资金、水、
电、汽等 

拟引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提酚技术，生产酚、甲酚、
二甲酚等 

20 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汽油、柴油、
液化气、石油
焦、丙烯、甲
醇、MTBE 等 

  
拥有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研
发环境优越，专职研发人员
128 名 

1、以丁二烯为原料，引进国际先进新技术，采用直
接氰化法生产己二腈产品 

2、突破异丁烯一步氧化法工艺技术及其催化剂研究，
以异丁烯为原料，生产甲基丙烯酸甲酯产品 

21 
胜利新大管业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纤维增强塑
料输油管、纤
维增强塑料

贮罐 

3.0 亿元 3.6 亿元 
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山东
省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开发高强复合材料垫板 

22 山东齐发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产品、渣
油、蜡油等 

11.5 亿 9.6 亿 自有研发中心，员工 11 人 从 TBE 裂解制高纯度异丁烯 

23 东营市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无水亚硫酸
钠、焦亚硫酸

钠 
1909 万 2266 万  研究无水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生产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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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东营泰尔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油田新技术
研发与技术

服务 
276 万 376 万 

泰尔石油研究中心先后被认
定为东营市工程实验室和企
业技术中心 

钻井液用堵漏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 

25 
山东欧博特石油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固井完井增
产改造产品 

3000 万 8000 万 市级工程实验室 实施新型压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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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 
太阳能硅片、
电池组件 

652 亿 588 亿 有独立的研发中心 石墨烯在橡胶复合材料领域的应用和技术创新 

2 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 

低氧光亮铜
杆、铁路电气
化用异型铜

导线 

107 亿 102 亿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及省级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现有研
发人员 35 人 

1、分散稀贵金属回收体系理论研究 

2、分散稀贵金属富集方法研究 

3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阴极铜 222 亿 220 亿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认可实验室、国家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等研发平台 

1、负责两步炼铜技术整体水平的提升 

2、负责铜冶炼渣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技术的科研攻关，
充分回收铜冶炼渣中有价元素 

4 山东金圆铜业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铜
排、钢丝、钢

绞线 
10.2 亿 8.9 亿 

有专业检测技术部门、实验
室及设备 

1、实施特种电缆项目 

2、实施轨道交通电缆项目 

5 山东迪赛机电有限公司 
电磁线、聚酰
亚胺薄膜 

10 亿 6 亿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电
磁线工程实验室 

耐电晕聚酰亚胺薄膜的研发 

6 山东冠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精铸设备，金

属制品 
1.2 亿 1.2 亿  研发制壳机械手、环保设备、节能环保烧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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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装备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山东神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游梁式抽油
机、各类石油
钻采设备及

部件 

3 亿 2.8 亿 
拥有自主研发团队，科研中
心、实验室、和试机平台 

开发智能抽油机、立式抽油机 

2 东营威玛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钻杆、钻铤、
加重钻杆 

2.1 亿 2.4 亿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市级工
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
平台，研发团队 36 人 

解决高钢级钻杆产品的材料及高强韧性热处理工艺 

3 
东营市创元石油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高端石油井
下工具制造 

1800 万 2400 万 企业技术中心 开发遥控变径扶正器 

4 
胜利油田豪威科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 

散热器、滤清
器、石油设备
制造、维修 

1.2 亿 1.3 亿 企业成立研发项目部 
1、开发油井无人值守自动化系统 

2、研究石油钻、修自动化作业设备 

5 东营广兴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油泵机组、潜
油泵电力电
缆、探测电缆 

  
拥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市
级企业研发中心、市级工程
实验室和省级技术中心 

研究耐腐蚀海洋石油装备及其防护技术 

6 
山东普瑞思德石油技术有限公

司 
井下工具   目前有研发中心和研发基地 开发井下压裂防砂增产工具 

7 东营市兆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扭矩锚、喷砂
器等井下生

产工具 
2474 万 3166 万 已成立研发团队 

1、高温高压封隔器 

2、高耐磨、大砂量，高砂比喷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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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东营百华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滤砂管、封隔
器、充填工具

等 
7129 万 5488 万 

公司建有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市
级工程实验室等 

遇水膨胀封隔器材料研究 

9 
东营万邦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散料输送系
统、泥浆不落
地处理系统

等 

2002 万 2460 万 企业技术中心 粉尘再利用自动化油井水泥混拌研究 

10 
东营市永利精工石油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石油油套管
接箍、短接 

4200 万 5800 万 专业的材料实验室 开发油套管的新材料及新螺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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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新兴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 
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 
太阳能硅片、
电池组件 

652 亿 588 亿 有独立的研发中心 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工厂研究并主导实施相关项目 

2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多晶硅片、单

晶硅片 
17.7 亿 20.5 亿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研发平
台，实验设施完备，仪器齐
全；拥有科研人员共 30 人 

1、金刚线切割技术 

2、通过黑硅技术实现多晶硅片的转化效率大幅提升 

3 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防火涂料、水
性树脂、热塑
性弹性体 

15 亿 12 亿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
究中心、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研发人员 80 余人 

进行 SBC 类热塑性弹性体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化 

4 山东泰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生物质木烯
液、木酢液、
生物叶面肥

等 

  市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1、研发 2-5 项绿色高效生物肥料新产品 

2、生物肥料配方优化、市场推广以及植保技术支持 

3、研制生物质肥料新产品，并突破大面积使用推广
关键技术 

5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功能陶瓷材

料 
3.7 亿 2.7 亿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
级工程实验室、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研发人员 96 人 

研究粉体材料的纯度、粒度、结晶度、介电常数等
性能指标的控制技术 

6 
胜利油田北方实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玻璃钢管道、
储罐；环保技

术服务 
2.2 亿 2 亿 

拥有 27 人的研发团队，年投
入研发费用 850 万元 

1、玻璃钢生产技术研发 

2、油田废液余热资源利用及废液处理技术研发 

3、油泥沙无害化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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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胜利油田仙河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钻井废弃泥
浆一体化处

理装置 
3067 万 2727 万 

拥有 15 人的研发团队，年投
入研发费用 150 万元 

河道及城市污泥生物降解酶、应用生物降解酶培育 

8 山东北玻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空玻璃、
low-e 玻璃、
彩色打印技

术 

8000 万 1.2 亿 
拥有 20 人的研发团队，年投
入研发费用 200 万元 

光伏玻璃生产技术研发、光伏太阳能领用研发与技
术应用 

9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锂电池电解

液材料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锂离子电池正极三元材料及其前驱体的合成工艺，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合成工艺，锂离子电池电解
液碳酸酯系列溶剂的精制工艺等 

10 新发药业有限公司 
维生素 B1、维
生素 B2、维生

素 B5 等 
28 亿 26 亿 

省企业技术中心、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 B 族维生素
工程实验室，拥有研发人员
170 余名 

突破维生素 B1、维生素 B6 等产品结晶工艺关键技
术，使结晶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在同类产品中处于
最高水平 

11 山东陆海钻采科技有限公司 壳聚糖 8851 万 1 亿 
市级工程实验室；技术团队
及管理人员总人数 30 人 

壳聚糖医用敷料的最新生产工艺和技术 

12 山东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氮化硅结合
碳化硅制品 

8.8 亿 8.6 亿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工
程实验室 

1、突破凝胶注模成型氮化物材料连续发制备技术 

2、研究氮化物基脱硫泵、砂浆泵泵体和大型航天回
收器信号接受器的制备 

13 山东华发工贸有限公司 
玻璃纤维增
强纱、玻璃纤
维网格布 

1811 万 1516 万  
开发中碱玻纤无蜡原丝、玻璃钢瓦基布、耐碱网格
布、复捻纱等 

14 
山东胜通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双向聚酯拉

伸膜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双向聚酯拉伸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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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自动化、
油气自动化、
软件产品 

1.4 亿 1.2 亿 
省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采油生产信息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省企业技术中心 

开发大数据挖掘平台及自动化控制终端 

16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破乳剂、表活
剂、缓蚀剂、
降粘剂等 

  
省级技术中心，拥有 10 位行
业资深专家，其中两名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开发泡沫调驱技术、自扩散乳化型表面活性剂 

17 山东胜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光伏组件 8000 万 0 
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等研
发平台载体和研发团队正在
组建中 

研发相关技术，形成光伏行业新型专利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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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山东东方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红掌、竹芋、
蝴蝶兰等高

档盆花 
1.7 亿 1.7 亿 

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盆花研发与推广中心，5000
平米花卉组培技术中心 

1、通过杂交、转基因、多倍体等技术手段，培育性
状优良的新品种 

2、通过管理技术改革提高产品质量、缩短生产周期 

2 山东光聚集团 肉鸭、肉鸡 4100 万 3500 万 有研发团队 营养肉食研发 

3 山东渤海口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海参加工产

品 
258 万 142 万 

拥有海参加工厂及先进的加
工设备，年投入研发费用近
百万元 

解决鲜活海参、即食海参远距离运输难题 

4 
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大米 8519 万 7828 万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高标准
核心试验基地 0.5 万亩 

1、筛选 3-5 个适宜盐碱地种植的优质水稻品种 

2、建立 2-3 个稻渔种养模式 

3、优化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形成适宜盐碱地水稻

5 山东景明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黄河口大闸
蟹、海参、海
米、虾皮等 

2160 万 2050 万 
建有黄河三角洲海洋水产研
究所，并积极与高校和科研
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开展盐碱地淡水渔业开发与产业化示范推广 

6 东营艾格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基菌丝

材料 
53.3 万 0 企业自有实验室 

1、研发在各项性能指标上能达到国内中高密度板性
能的菌丝板材 

2、选育菌种、确定生产配方以及板材工艺流程 

7 山东众力棉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子、

皮棉 
7437 万 5130 万 

山东众力棉业科技院士工作
站，引进喻树迅院士团队；
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16 人 

培育适宜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棉花、玉米、小麦农作物
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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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东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豆分离蛋
白、浓缩蛋白、
组织蛋白、食
用植物油等 

12.6 亿 12.2 亿 
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省大豆
精深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省企业技术中心 

1、开发大豆精工产品 

2、开展大豆及大豆产品基础研究 

9 东营桃花岛旅游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桃子、柳树、
杨树、金银花 

4.6 万 3.5 万 具备林下养殖条件 开发林下养殖技术，进行林业产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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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业项目需求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研发条件 引进专家拟突破的关键技术或开发的新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1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新闻纸、文化

纸 
151 亿 147 亿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CNAS 认
定质检中心等科研平台 

1、造纸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 

2、离型纸开发生产 

2 东营金明工贸有限公司 瓜胶粉及油
田助剂 

8151 万 7030 万 有企业研发中心 1、瓜胶粉速溶指标改进 

2、其他精细化工项目 

3 山东斯泰普力高新建材有限公
司 

地坪材料 6135 万 5846 万 拥有省级材料研发中心 水性地坪材料开发 

4 山东海威卫生新材料有限公司 无纺布、pe 透
气膜 

6000 万 5000 万 先进无纺布研发实验室 1、打孔无纺布开发 

2、pe 透气膜生产线研发 

5 
东营瑞源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 

高性能节能
环保柔性饰
面砖生产 

1128 万 510 万 
特种建材研发中心、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高性能节能环保柔性饰面砖生产项目生产技术、工艺
的研发 

6 
广饶县浩普环保新材料有限公

司 
PVP药用新辅

料 
298 万 2580 万 

工程实验室，拥有先进的研
发设备和分析检测设备，配
备相关技术研发人员 

1、延伸 PVP 产业链，PVPK15、PVPK12 新产品研发 

2、开发 PVPK30 应用新领域 

7 广饶吉泰物流有限公司 危化品物流 1.4 亿 9748 万  研究物流过程中抑制环境危害的技术，实现对物流环
境的净化 

8 东营市大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LNG 专用设
备制造 

  公司有技术部 开发石油装备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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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代用茶 3163 万 2903 万  开发代用茶新产品 

10 山东常青树胶业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胶粘剂 1.05 亿 1.24 亿 
企业拥有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拥有 16 人的研发团队，
年投入研发费用 530 万元 

胶粘剂生产技术研发、胶粘剂领用研发与应用 

11 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乙酰乙酸酯
类产品、

AABI、三嗪环
等产品 

2.89 亿 2.54 亿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院
士工作站、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研发团队 62 人 

1、降低三嗪环产品生产中的物料和溶剂消耗，解决相
关环保问题 

2、降低乙腈产品成本，进行生产技术研发 

12 东营环海塑业有限公司 
PE、PPR、

PE-RT 管道；
PPR 管件 

2.1 亿 1.5 亿 
拥有 15 人的研发团队，年投
入研发费用 500 万元 

聚氯乙烯改性研发、聚乙烯 PE 管材性能提高 

13 山东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煅后焦 3.2 亿 0 建有企业技术中心 从事预焙阳极制作，研发低耗能阳极生产技术 

14 山东正鑫新能源有限公司 
甲醛、多聚甲

醛 
1.5 亿 1.5 亿 

有企业技术中心，并有相关
技术人员 

提供铁钼法生产甲醛的技术支持，发现装置生产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单耗，提高产品质
量和收率 

15 诚航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 
电动二轮、三
轮、四轮车及
其零部件 

4260 万 3730 万 
拥有专业研发人员 8 人，企
业现与山东交通学院合作成
立了电动研发中心 

电动车车型的研发制作，主要侧重于电动三轮车、封
闭车、电动轿车的车型外观研发，实现车身轻便、电
池耐用易维护、经济实用 

16 山东三木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节能保
温材料、涂料 

2100 万 1800 万 市级工程实验室 研发防火涂料、保温涂料、保温一体板 

17 博浩仓储有限公司 仓储 1200 万 1000 万  研究电商和物流项目技术 

18 东营桃花岛旅游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滑草、滑雪、
跑马等 

790 万 650 万  协助市场资源整合、景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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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东营汉威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云计算、大数
据在智能油
田中的应用 

1629 万 2070 万 
汉威信息技术研究院专门从
事核心技术研发，现有员工
36 人 

研究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核心算法支撑技术、移动
控件支撑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