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人社字 匚2020彐 179号

出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公布山东省第二批企业技能人才 自主评价
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 有关企业

:

根据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全面开展企业技能
人才 自主评价工作的通知》 (鲁 人社字 匚2020彐 20号 )要 求 ,经
专家评 审、现场评估和公 开公 示,并 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
审核同意,现 将 山东省第二批企业技能人才 自主评价单位名单予
以公布 (见 附件 )。
自主评价企业必须按照 “
谁评价 、谁负责 、谁发证”原则开
展企业技能人才 自主评价工作 ,并 承担主体责任 。省 、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门对 当地 自主评价企业及其评价活动进行监管和服
— ⊥—

务 ,对 违规失信 、管理失序的企业 ,将 取消其 自主评价 资质 ,撤
销备案 。
附件 :山 东省笫二批企业技能人才 自主评价单位名单

山东省八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L12卢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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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件主动公开 )
(联 系单位 :省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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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附件

山东省第二批企业技能人才 自主评价单位名单
单位名称

机 构各案 号

济 南公共 交通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 0005

2

润华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Y000037010006

3

中航物 业 管 理 有 限公 司济 南分 公 司

Y0000370⊥ 0007

吐

山东省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10008

5

山东晋煤 明水化 工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10009

6

山东 泰 山钢 铁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10010

青岛报业传媒数字印刷产业 园有 限公司

Y000037020005

8

青岛公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Y000037020006

9

青岛前盛业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Y000037020007

10

青 岛三 利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20008

青 岛征和 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20009

12

青建集 团股份公司

Y000037020010

13

双 星 集 团有 限责任 公 司

Y0000370200⊥ ⊥

14

青 岛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20012

15

山东安澜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Y000037030004

⊥6

齐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Y000037030005

17

淄博华信宏 仁堂 医药连 锁有 限公司

Y000037030006

序号

-3-

⊥8

山东姜玉坤视 光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37030007

⊥9

山东玉 兔食 品股份有 限公 司

Y000037030008

20

山东知味斋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Y000037030009

2⊥

淄博周村 宾馆有 限公司

Y000037030010

22

山东思远农业 开发有 限公司

23

华 能辛店 发 电有 限公 司

Y000037030012

24

淄博齐翔腾 达化 工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37030013

25

山东唐骏 欧铃汽车制造有 限 公 司

Y000037030014

26

山东虹桥热 电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37030015

27

山东扳 倒井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37030016

28

山东丽能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300⊥ 7

29

淄博凯越 电气有 限公司

Y000037030018

30

山东滕州辰龙 能源集 团有 限 公 司

Y000037040002

31

山东省台儿庄古城旅游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040003

32

山东王晁煤 电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40004

33

枣庄鑫金 山智能装各有 限公司

Y000037040005

34

枣庄海 立美达模具有 限公 司

Y0000370珏 0006

35

山东丰源通达 电力有限公司

Y000037040007

36

枣庄 市 留庄煤 业有 限公 司

Y0000370珏 0008

37

山东鑫泰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吐 0009

38

山东微 桌科技服务 有 限公 司

Y00003704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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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00370300⊥ ⊥

Y0000370400⊥

39

枣庄泰盈科技有 限公司

茌0

东营华联石 油化 工 厂有 限公 司

Y000037050003

4⊥

山东三合 实 业 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5000吐

42

东营宝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Y000037050005

珏3

中海石油东营石化有限公司

Y000037050006

44

正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50007

45

东营市宏远纺织有限公司

Y000037050008

46

山东华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Y000037050009

珏7

山东 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500⊥ 0

48

山东金 宇轮胎有 限公 司

Y00003705001⊥

珏9

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0000370500⊥ 2

50

山东神驰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50013

51

山东大海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05001珏

52

山东帝纱 纺织有 限责任 公司

Y000037050015

53

格润化学 (东 营 )有 限公司

Y000037050016

54

东营鲁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Y0000370500⊥ 7

55

三 阳纺织有 限公 司

Y0000370500⊥ 8

56

山东新和成控股有限公司

Y000037070005

57

山东鲁丽钢铁 有 限公 司

Y000037070006

58

新华制药 (寿 光 )有 限公司

Y000037070007

59

潍坊石花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Y00003707000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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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70009

61

山东太 阳纸 业股 份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03

62

济宁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80004

63

济 宁何 岗煤矿

Y000037080005

64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

Y000037080006

65

山东 国能 工 程有 限公司

Y000037080007

66

山东省济 宁交通运输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08

67

山东联诫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80009

68

华勤橡胶 工业 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800⊥ 0

69

山东经 典重 工 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37080011

70

山东 晶导微 电子股份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 2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370800⊥ 3

72

山东 工 具制造有 限公司

Y0000370800⊥ 4

73

微 山天虹科技有限公司

Y0000370800⊥ 5

74

山东心传矿 山机 电设各有 限公司

Y0000370800⊥ 6

75

山东峪 口禽业有限公司

Y000037080017

76

永 昌路桥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0800⊥ 8

77

济宁中银 电化有限公司

Y0000370800⊥ 9

78

梁 山中集东岳车辆有限公司

Y000037080020

79

山推 工 程机械 股份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21

80

迪 尔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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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东起跑线母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Y000037080023

82

小松 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Y000037080024

83

山东康泉食 品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25

8珏

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

Y000037080026

85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80027

86

济 宁碳素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28

87

山东宏河 控股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80029

88

济宁爱丝制衣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080030

89

山东鲁 泰控股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080031

90

泰 安嘉和重 工 机械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23

9⊥

山东 岱银纺织集 团股份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24

92

泰安市泰 山城区热力有限公司

Y000037090025

93

泰安 市光 明电力服务有 限责任 公司

Y000037090026

9珏

泰安汊威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27

95

泰安鲁邦大河热 电有限公司

Y000037090028

96

北大先行泰安科技产业 有限公司

Y000037090029

97

泰石岩棉股份 有限公司

Y000037090030

98

山东省联合农 药 工业 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31

99

山东康盛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Y000037090032

⊥00

泰安银座 商城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33

101

特变 电工昭和 (山 东 )电 缆附件有限公司

Y00003709o034

-7—

⊥02

新泰 市佳禾 生 物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37090035

⊥03

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新泰 公司

Y000037090036

⊥04

华能 (泰 安 )光 电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37090037

105

山东 三 和维信 生 物科技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38

⊥06

山东超威 电源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39

⊥07

山东华阳农药化 工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900吐 0

108

山东金 阳矿 业 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090041

109

山东九鑫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90042

⊥⊥0

瑞星集 团股份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43

山东儒 原实 业 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44

⊥12

泰安瑞泰纤维 素有限公司

Y000037090045

⊥13

兴润 建设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珏 6

4

山东泰盈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37090047

⊥⊥5

山东众 志 电子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珏 8

⊥16

山东厚丰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

Y0000370900珏 9

117

山东岱圣安装有 限公 司

Y000037090050

⊥⊥8

山东鲁泰建材科技 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9005⊥

119

宁阳和信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Y000037090052

120

山东华兴纺织集 团有 限 公司

Y000037090053

⊥21

三 角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37100003

122

天润 工业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100004

1⊥

—

8—

123

浦林成 山 (山 东 )轮 胎有限公司

Y000037⊥ 00005

⊥24

耒成石 岛宾馆有 限公 司

Y000037100006

⊥25

威海 热 电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 00007

⊥26

三星重工业 (荣 成 )有 限公 司

Y000037100008

127

文 登威力 工 具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 00009

⊥28

宏 安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1000⊥ 0

⊥29

山东双轮股 份有限公司

Y0000371000⊥ ⊥

⊥30

山东鑫 发控 股有 限公 司

Y000037100012

⊥31

山东运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Y000037100013

132

耒成 名骏户外休 闲用 品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37⊥ 0001珏

⊥33

耒成 市建筑 安装有 限公司

Y0000371000⊥ 5

134

山东达 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1000⊥ 6

135

山东万得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 00017

⊥36

威海 华龙 印染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371000⊥ 8

⊥37

盛泉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1000⊥ 9

⊥38

威海海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Υ000037100020

139

威海魏桥 科技 工业 园有 限公 司

Y00003710002⊥

⊥40

北汽黑豹 (威 海 )汽 车有限公司

Y000037⊥ 00022

⊥41

好 当家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100023

142

日照市 园林绿化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1⊥ 0003

⊥珏3

山东 锦华 建设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1⊥ 000珏

—

9—

⊥
珏4

中海 外能源科技 (山 东 )有 限公司

Y0000371⊥ 0005

⊥45

海汇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1⊥ 0006

⊥46

口照天泰建筑 安装 工 程有 限公 司

Y000037110007

1吐 7

五莲县奥航汽车装各有限公司

Y000037110008

48
⊥

山东钢铁集 团 口照有限公司

Y0000371⊥ 0009

149

山东五征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1⊥ 0010

⊥50

临沂凯旋 医疗 养 老服务有 限公 司

Y000037130003

⊥5⊥

史丹 利农 业 集 团

Y00003713000珏

⊥52

临沂市阳光 热力有限公司

Y000037⊥ 30005

⊥53

临沂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 司

Y000037130006

⊥54

金沂蒙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130007

⊥55

天元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 30008

156

华盛江泉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130009

⊥57

山东省舜天化 工 集 团有 限公 司

Y000037⊥ 300⊥ 0

上5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Y000037170003

⊥59

山东御思酿酒有限公司

Y000037170004

160

菏泽 巾帼家政 服务有 限公 司

Y000037⊥ 70005

⊥G⊥

山东骏伯家政 服务股份有 限 公 司

Y000037170006

⊥62

中化石油 山东有限公司

Y000037000003

163

山东高速集 团有 限公司

Y000037000004

⊥64

龙 口矿 业集 团有限公司

Y000037000005

— ⊥0—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校核 人 :张 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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