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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企业需求信息

企业技术需求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领域 需求简介 意向合作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济宁龙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钢带冷轧技术：解决轧机断带主要表示为轧机高速

断带和焊缝断带,另外还有部分低速断带 
聂猛

2 济宁众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矿用电机防水技术触头开关状态下频繁动作,易造

成触头接触不良,噪声大,器件使用寿命短,维修量大.
且这种调速是带电阻运行,造成电能的极大浪费问题 

胡修栋 

3 济宁鲁恒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荷叶茶快速烘干技术，主要技术需求改进新工艺，

提高产品质量。 
姚敏

4 山东格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高分子复合材料对产品的改善和处理方法 陈光 

5 山东星源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制
造 

矿用泵智能化、自动化技术、高速耐磨、节能技术 王程 

6 鱼台县宝丰油脂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 1.从糠甾醇中提纯植物甾醇。2.用阿魏酸合成香兰素 闫庆宝

7 山东东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领域 动物营养技术 张晓金

8 济宁富康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1）建立一个集成仿真液压系统；（2）可以进行系

统设计；（3）实物制作前可以进行模拟，达到虚拟样机

水平；（4）通过该系统设计、模拟的支架液压系统达到

设计优化、布置优化、能耗优化、匹配优化、动作可靠。

王广振

9 济宁康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机器人远程控制软件技术 陈端庭

10 济宁市华锦纺织品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细纱的纺织技术 李曙光

11 山东华泰光源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LED 灯驱动电源研发设计 闫宏祥

12 山东京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 膜浸透装置研发 赵红艳



13 山东华速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 网络建设和信息技术  陈为杰  

14 山东京鲁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 网络建设和信息技术  刘茂轩  

15 济宁驰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领域 农村与农业信息化  闫领阶  

16 鱼台德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气刹桥在点动刹车时，一直存着跑偏问题，出现刹车侧滑，

即车辆在刹车后偏离原行驶轨迹，影响着产品的销售与车辆安

全。希望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大力帮助，予以彻底解决。 

 鲁宏  

17 鱼台县骏达工贸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挂车制造技术  谢经立 

18 鱼台翔驰工贸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挂车制造技术  刘效民 

19 济宁冠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高端数控机床技术、铸造；材料学科；机床研发技术  王长青  

20 济宁市鲁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 
硫酸盐污染后膜的产水量、产水水质的恢复 

反渗透硫酸盐结垢情况的解决方法 
 韩艳来  

21 凯兰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  谢涛  

22 鱼台聚鑫纺织品有限公司 纺织 毛绒面料的染色加工技术  马新革  

23 鱼台运通纺织品有限公司 纺织 经轴的余纱问题  闫建立  

24 山东天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
工 

食用菌糠废弃物再利用技术目前产生废弃物菌糠
超过 3 万吨，其中用于生产有机肥量不超过 1/3，少量
用于烧材，大部分弃于荒郊，由于菌糠滋生各病源微生
物严重污染环境，常此以往，会给人们生活、生产与身
体健康造成直接危害。 

 王振男  

25 振南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副产品加
工 

食用菌护色处理技术食用菌在储存、加工过程中极
易变色，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需求：一套不通过添加
漂白剂，无 SO2残留的食用菌护色技术。要求无 SO2残留，
能达到出口要求，每吨处理成本小于 80 元。 

 王向阳  

26 济宁安泰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单级双吸离心泵轴向各孔的加工一直采用镗床加
工，加工难度大，生产效率低下。现招榜要求革新工艺
或改进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大批量快速生产的要
求。 

 张留 



27 洛卡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金属加工 高性能、高精度特种铍铜合金生产工艺技术  李总 

28 山东美晶集团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 水稻种植生物技术及食品精深加工技术  骆新海  

29 济宁金威煤电有限公司 化工 耗氯加氢精细化工技术  张拥军  

30 山东辰中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人工合成肝素工艺。以单糖为原料人工合成具有戊糖结构的肝素  郭维 

       

       

       

       

 



企业人才需求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领域 需求简介 意向合作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振南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业 专业技术人才 王向阳  

2 山东恒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 技术研发 李恒 

3 济宁龙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金属加工 冷轧工，年龄 20-40 岁，高中以上 聂猛 

4 济宁众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电子商务人员，25-35 岁；微机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管理人员
30-45 岁，经验 3 年以上，大专以上学历。 

胡修栋  

5 济宁鲁恒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电子商务，25-40 岁，网络营销经验 3 年以上 姚敏 

6 山东恒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 电子商务 李恒 

7 鱼台县晨龙米业有限公司 农产品 营销管理 刘召阳  

8 山东鲁王集团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深
加工 

高级管理人员 合同制 王翔 

9 山东格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日语翻译两人、国际贸易两人 陈光 

10 山东星源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制
造 

矿用泵机电一体化研发高级人才 2 名，销售人员 4 名 
王程 

11 山东东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领域 1.动物营养、畜牧养殖。2.生态农业种植 拟合作 张晓金 

12 济宁富康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机械设计 拟合作 王广振 

13 济宁康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机电一体化、软件设计师 拟合作 陈端庭 

14 鱼台天勤纺织品有限公司 纺织 纺织技术工 拟合作 李恩明 

15 山东华泰光源有限公司 制造产业 LED 灯驱动电源研发设计人员、国际贸易营销人员 聘用 闫宏祥 

16 山东京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 膜浸透装置研发人员 聘用 赵红艳 

17 山东华速物流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 网络建设和信息技术人员 聘用 陈为杰 



18 山东京鲁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 网络建设和信息技术人员 聘用 刘茂轩 

19 济宁驰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领域 农村与农业信息化人员 聘用 闫领阶 

20 鱼台德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高级焊工、挂车制造技术工人 鲁宏 

21 鱼台县晨龙米业有限公司 农产品 企业管理 刘召阳 

22 鱼台润柳工艺品有限公司 编织 企业管理 赵耀国 

23 济宁瑞元纺织品有限公司 工业 资金管理 高建华 

24 鱼台县晨龙米业有限公司 农产品 营销人才 刘召阳 

25 鱼台润柳工艺品有限公司 编织 企业管理人才 赵耀国 

26 鱼台县骏达工贸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高级焊工、挂车制造技术工人 谢经立 

27 济宁中泰煤化有限公司 煤化工 LNG 制造技术人才 赵合作 

28 鱼台翔驰工贸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高级焊工 刘效民 

29 济宁冠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铸造、机电一体化；机床研发、机械制造类本科以上学历，有工

作经验者优先 
王长青 

30 济宁市鲁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 

1、水处理项目市场开发的技术支持、水处理项目技术交流；2、

工程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

和指导 4、PLC 编程，组态软件编写；5、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 

合作研究 张佩锋 

31 山东美晶集团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 企业管理及财务管理人员 骆新海 

32 济宁金威煤电有限公司 化工 因企业发展，需要耗氯加氢精细化工专业人才 张拥军 

33 山东辰中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需求有工作经验的质量保证管理人员（QA）1 名和富有开拓精神的国际贸易

销售人员 1 名 
郭维 

34 



企业专利申请、高新认证、体系认证、项目申报、会计、律师需求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领域 需求简介 意向合作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济宁龙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金属制造 体系认证、项目申报 聂猛 

2 济宁众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专利申请、高新认证 胡修栋 

3 济宁鲁恒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专利申请 姚敏 

4 济宁鲁佳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专利申请 刘亚 

5 济宁田府家油脂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专利申请、项目申报 田冉冉 

6 鱼台宝康油脂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 项目申报、会计 杨卫东 

7 鱼台县昌龙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专利申请 潘顺 

8 济宁天狮涂料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会计、律师 毛成顺 

9 济宁金凤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专利申请、高新认证 张圳 

10 
山东星源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制造 

专利申请(矿用大排量高扬程耐磨潜水排沙排污专用
装备) 

王程 

11 山东东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领域 项目申报 拟合作 张晓金 

12 济宁富康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高新认证（市级） 拟合作 王广振 

13 鱼台金利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专利申请、项目申报 拟合作 郑爱君 

14 山东华泰光源有限公司 制造产业 LED 灯 CQC\CE\ROUS\3C 认证 聘用 李东 

15 鱼台蛟龙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 专利申请 商义蛟 

16 济宁冠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机械 专利申请、项目申报、体系认证 王长青 

17 济宁市鲁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 企业专利申请 韩艳来 

18 济宁金威煤电有限公司 化工 需要相关技术专利 张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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