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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艾孚特科技有限公司位于
邹城工业园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舒巴坦酸是重要的抗菌素增效剂
和转氨酶抑制剂，具有不可替代性，
对于医药产业的发展、保障人民健康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项目解决传统工
艺存在的路线长、安全性差、三废量
大的突出问题。采用具有国际前沿水
平的舒巴坦酸绿色合成新技术，实现
了环保溯源。

山东艾孚特科技有限公司
舒巴坦酸绿色合成新工艺
开发与产业化

““亿亿九九杯杯””济济宁宁市市第第六六届届创创新新创创业业大大赛赛入入围围决决赛赛项项目目展展示示

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玉米深加工、生物发酵、
生物制造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高光学纯度高化学
纯度乳酸单体的高产菌种与制造
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行业痛点，
具有发酵周期短、发酵产酸可控、
细胞生长可控、高产和痕量副产
物等优点。

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光学纯度乳酸单体的高产菌种技术

辰龙药业致力于生产各种优质、安全、高效、品种齐全的
原料药，产品市场定位以欧美高端市场为主，是一家高科技、
外向型的制药企业。

合成工序采用高温熔融的方法，减少了甲苯、三乙胺、盐
酸等溶剂的使用，减少了污染气体的排放；避免使用大量偶
联剂等有毒物质、产品纯度高、适于大生产等优势；酶促合成
工艺采用吸附法对肽基转移酶进行固定，提高了酶的稳定性
及重复利用率；用海藻酸钠壳聚糖对肽基转移酶进行包埋形
成微囊化固定化酶,包埋后使用效率有了较大提升。

山东辰龙药业有限公司
生物酶法制备丙氨酰谷
胺酰胺技术研究

山东辰宇稀有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济宁市泗水县苗馆镇，主营
产品为高纯硅材料表面处理，半导
体光伏高精度检测仪器仪表。便携
式光伏组件测试仪具有超便携、易
操作、高精度、高效率、高性价比和
APP操作等优势，可应用于光伏电站
维护、光伏电站安装测试、光伏组件
缺陷测试等领域。

山东辰宇稀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便携式光伏组件测试仪

山东硅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
致力于生产硅烷偶联剂及有机硅中间
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以精细化工为
基础，集生产、经营、科研于一体，是中
国最大的硅烷偶联剂生产商，连续多
年在济宁市化工产品出口中排名第
一。硅烷混凝土防腐具有超长时效、环
保、高渗透性、高性能、施工方便、耐候
性高等优点。

山东硅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型高效硅烷防腐涂料

山东名世矿业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山东济
宁市兖州区新驿镇,主营二氧化碳致裂器生产
制造和二氧化碳致裂技术工程应用,是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济宁市矿山安全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二氧化碳致裂器可以代替火工
药品，本质安全、环保，凡是危险环境下的爆破
作业，以及炸药被严格管控或禁止的，致裂器可
以替代炸药。二氧化碳不可燃烧，阻燃、抑爆，不
附带有毒有害成分，低压起爆，无火花等优点。

山东名世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二氧化碳致裂技术

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层钝化保护复合结构芯片研发

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隧(巷)道施工成套装备
研发及产业化

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多
层钝化保护复合结构芯片研发，通过低压
化学气相沉积在单晶硅表面生产薄层多晶
硅；掺氧半绝缘多晶硅膜(SiOx)，纳米级薄
膜；中温氧化膜(SiO2)，纳米级薄膜，与玻
璃层过渡结合；高纯度进口玻璃粉特殊工
艺烧制，绝缘保护；低温氧化膜(SiO2)，纳
米级薄膜，保护玻璃层；形成具有五层钝化
保护复合结构芯片。

针对目前隧(巷)道施工装备现状，公
司创新性的提出了在悬臂式掘进机平台
上，把“掘进”、“临时支护”、“锚固”、“除
尘”等功能有机结合一体，是隧(巷)道采
掘装备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升级换代产
品。打破了欧美在该领域类似技术的垄
断。在细分市场突破了欧美目前尚未突
破的技术瓶颈，填补了国内外行业空白。

《中国制造2025》能源装备重大课题。

小村官的辣椒酱采用自有基
地种植，使用传统石磨石碾工艺麦
饭石石磨，透明工厂和溯源化系统
的国家级标准化生产车间，麦饭石
石磨研磨富含人体所必须的18种
微量元素提高人体抵抗力，两味药
材专利，采用不上火秘方和鲜香固
味秘方。

汶上县村官食品有限公司

小村官的辣椒酱

公司依托山东省大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
大蒜种质创制与新品种选育，优质高产栽培理论与
技术，脱毒快繁，产品贮藏与加工新技术研发，国内
外贸易与现代物流技术等研究。该方式构建脱毒离
体蒜薹诱导气生鳞茎技术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病毒
性“种性退化”及种蒜繁育难题。建立提高大蒜高蒜
氨酸含量的生产关键技术。可实现机械化栽植，大
量节省劳动用工成本，将颠覆大蒜传统生产技术工
艺流程，应用前景极其广阔。

山东省大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大蒜新品种选育

山东硅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拥有一支国际化的高
水平技术团队，并积极推广ROS技术以及致力于基于ROS
技术的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集成、生产、销售和技术支持服
务。本项目旨在基于机器人操作系统(ROS)研发一种模块
化的脑-机接口生态系统平台，该平台系国际首创，其包括
通用化脑电信号采集接口模块、脑-机接口范式和算法模
块、脑-机接口实验及数据管理模块、多元化脑控设备接口
模块、通用化脑-机接口系统效能测试模块等模块的开发，
及系统各模块的集成化及其应用研究。

山东硅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ROS的脑——— 机接口平台项目

山东浩能减震科技有限公司由山东亿九科技
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和北京工业大学彭凌云教授
共同投资组建，是一家集减隔震设备的开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产品主要包括铅合
金阻尼器、粘摩擦阻尼器滞阻尼器、防屈曲支撑、
质量调频阻尼器、软钢阻尼器等。具有独特优势的
阻尼器解决耗能介质泄露问题，采用标准化设计，
经历地震无需更换，无上限的变形能力。

山东浩能减震科技有限公司

减隔震设备——— 阻尼器

山东九合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专业
从事智能电力设备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电力
用户终端智能供电管理系统，它所提供给用电管理者
的各种分析数据，是一种涵盖变压器及高低压设备、
低压线路直至居民单元内用电设备的全方位在线实
时监控及运行分析数据。并对实时监测的各项运行数
据，按照给定的逻辑计算公式，得出一个准确的分析
数据结果，指导用电管理者不断提高对用电终端设备
中各个环节，设备运行安全和节能降耗管理水平。

山东九合电气有限公司

智能配电网用户终端供电管理系统

原创动画《爱逗虫虫》每集长度约3分钟，故事
围绕着一对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昆虫：蜘蛛和甲虫之
间的趣事展开，他们为了争夺美食和好玩的东西整
蛊、互损，但是危急时刻他们又相爱相杀、互相帮
助。

该片大胆采用了无对白的表现手法，主要通过
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与音乐相融合，走国际化路线，
宣扬积极乐观，相互陪伴的人生正能量。

山东豆神动漫有限公司

原创动画《爱逗虫虫》

山东清亿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于工业机器人生产、自动化解决方案研发的高新技
术企业。致力于工业机器人核心技术研发，逐渐成
长为工业机器人行业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软管攀爬清洁机器人借鉴仿生
学原理，仿照蠕虫的爬行方式沿软管内壁向前爬
行。对工作环境的适应性强，在软性管道和硬性管
道内均可爬行；整机尾部搭载清洗装置，也可在其
上搭载其他检测维修装置；可满足在软管内检测、
维修、定期清洗等工作。

山东清亿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软管攀爬清洁机器人

悟空陪伴机器人实现人机共融，可以
承载感情、动作交流功能。轻松操作，让老
人和孩子也能操作机器人，做到如臂使指。
多种用途，方便个性化动作定制。具体功能
包括：端茶送水、捶背揉肩、视频对话、一键
报警、语音控制功能、自动充电功能，实现
随时随地照顾家人。

济宁市同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悟空陪伴机器人

公司设计的电泵智能控制系统，通过对电机工
作时的电压、电流、温度、转速等运行参数的检测，并
结合智能控制算法和策略，可以对电机工作时发生
的欠压、过载、过热、缺相、堵转、漏电、三相电流不平
衡、短路、轴温过热等故障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并触
发相应的报警和保护装置，保障潜水泵的安全稳定
运行。该系统在可靠性和控制策略方面进行特殊设
计，满足在煤矿井下特殊的应用环境，消除漏报、误
报等问题，并且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山东心传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新型信息化智能水泵产品开发及产业化

政和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创新创业
服务机构，总部位于北京，为全国21个省提
供平台建设运营支撑和创新创业服务，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互联网+”
创新创业服务云平台包括政策通、创业通、
政务通、创通票等7个线上服务与产品,政策
通是导入各类惠企政策、政策法规、实施细
则,根据企业基础数据的不断完善,采用大数
据挖掘分析技术,向企业匹配和推送最全
面、及时、准确的政策，一站式解决企业发
展遇到的难题。

济宁政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互联网+”创新创业服务云平台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
年，主导产品有装配式建筑智能生产线、预制混
凝土构件生产线；公司荣获“国家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天意机
械于2013年全面进入装配式建筑产业化成套设
备制造领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
100万平米及以上规模的装配式建筑装备智能
化生产线及成套装备,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
解决了制约我国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的技术“瓶
颈”,使我国工业化混凝土预制构件装备技术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装备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山东友和菌业有限公司

工厂化食用菌新型基质精准高效利用技术

山东友和菌业有限公司针对制约当前食用菌工厂化发
展的基质创新和循环模式不成熟，包括原料种类及来源匮
乏、综合效益下降及产业链延伸不足等难题。重点突破新型
栽培基料化应用技术，对新型基质处理、专用品种选育、精准
化瓶栽培育、菌渣高值开发、高效循环利用模式构建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发和技术创新。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提高
净产出和综合效益，实现农菌模式的有机结合，促进地区食
用菌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济宁市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金乡上演“巅峰对决”

成成为为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的的““助助推推器器””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刘灏

“亿九杯”济宁市第六届创新
创业大赛自5月19日启动以来，历
经报名、初选、初赛、复赛等阶段，
11月7日终于迎来第六届创新创业
大赛决赛的举办，经过层层选拨
脱颖而出的初创组、成长组10强项
目将在金乡进行最后的“巅峰对
决”。大赛让一大批创新型项目和
企业登上舞台，为众多企业的新
旧动能转换加上了发展的“助推
器”。

第五届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获奖选手们合影留念。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历经层层选拨
10强选手进行王者争锋

8月24日 ,在金乡亿九科技孵
化器基地内，“亿九杯”济宁市第
六届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正在如火
如荼的进行着，来自全市初创组
和成长组的近100个团队和公司 ,
为进入最后的决赛而努力争夺宝
贵的决赛入场券。当天选出的初
创组和成长组前10名将入围11月
7日举办的大赛决赛。

复赛中，一幕幕努力表现的画

面在上演着，“各位评委好,我来自济
宁政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项
目是济宁创新创业服务云平台。”现
场的选手孙涛精神饱满地介绍，“我
们这个云平台包括政策通、创业通、
政务通、创通票等7个线上服务与产
品……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个创新
创业服务云平台项目也最终如愿跻
身决赛圈。

与此同时，大赛组委会邀请包
括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科
学院、山东省农科院在内的高校科
研院所专家，省内外投资专家，济
宁市知名企业家共14人为评委，对

进入复赛的初创组、成长组各50个
企业进行评审。经过一天的激烈比
拼，成长组的舒巴坦酸绿色合成新
工艺开发与产业化等10个项目入
围决赛；初创组的山东浩能减震科
技有限公司减隔震设备阻尼器等
10个项目入围决赛圈，成为本次大
赛的10强选手。

11月7日上午，历经6个月经过
层层选拨的初创组、成长组10强将
在金乡亿九科技加速器内举行最后
的王者争锋，济宁市第六届创新创
业大赛一、二、三等奖究竟花落谁
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八部门联合举办
已成创新项目展示良好平台

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从今年3
月下旬开始筹备。本届大赛由济宁
市科学技术局、济宁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济宁市中小企业局、共青团济
宁市委、金乡县人民政府、济宁高新
区管委会、济宁市知识产权局联合
举办，鲁南技术产权交易中心、金乡
县科学技术局共同承办，山东亿九
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独家冠名，并
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
未来”的大赛主题。本次大赛也成为
历届大赛中主办单位最多的一届,显
示出各个单位对大赛的重视。

在济宁市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十
强中，来自各行各业的技术分布广泛，

既有机械类的工业机器人、并联机器
人项目，也有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公
共服务云平台，来自农业的大蒜新品
种选育，以及汶上县村官食品有限公
司小村官的辣椒酱等项目脱颖而出，
已经成为创新项目的良好展示平台。

通过连续成功举办6届大赛,一批
投资机构、科技示范企业与参赛企业
团队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一批创新创
业项目拿到订单,一批科技成果在济宁
落地开花结果,一批具有高成长性、高
技术含量的创新型企业和创业团队不
断涌现,大赛已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运作
模式,大赛的连续成功举办也为济宁市
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了一个
良好的基础。通过连续6年的举办，济
宁市创新创业大赛阔步迈入发展的新
时代，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背景下的一张靓丽名片，也为新旧动
能转换加上了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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