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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青岛市统计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结果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专业 检查结果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1 青岛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91370200750427572Y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周庆福、刘红健 

2 青岛丽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70200740383342D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周庆福、刘红健 

3 青岛路博建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13MA3C6J7F5M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周庆福、刘红健 

4 青岛欧特美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91370200718000229B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周庆福、史东姿 

5 青岛信莱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9137020073350920XA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0 周庆福、史东姿 

6 扶桑帝药（青岛）有限公司 9137021274724752XD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周庆福、史东姿 

7 青岛珩福源实业有限公司 9137021278758204XX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周庆福、史东姿 

8 青岛市恒光热电有限公司 91370211718060379J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周庆福、史东姿 

9 青岛神钢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91370211671759309C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周庆福、史东姿 

10 欧地希机电（青岛）有限公司 91370211747209777T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9 周庆福、史东姿 

11 台玻（青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11MA3FFBY63N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周庆福、史东姿 

12 盈凡电气产品(青岛）有限公司 91370214724034505L 工业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8/25 刘红健、史东姿 

13 青岛牧港畜牧机械有限公司 91370214MA3BY7CC1Q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刘红健、史东姿 

14 青岛城阳水务有限公司 91370214MA3NB1FR28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刘红健、史东姿 

15 青岛通惠服装有限公司 91370222614325539C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刘红健、史东姿 

16 青岛鑫星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91370282614271577J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8 周庆福、刘红健 

17 青岛丰和食品有限公司 91370282760261334Y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周庆福、刘红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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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青岛华骏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91370282MA3CK2665M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周庆福、刘红健 

19 青岛盛腾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913702813340828191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孙明、史东姿 

20 青岛三峰混凝土有限公司 91370281591280138F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孙明、史东姿 

21 青岛聚恒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913702816867729603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孙明、史东姿 

22 金泉热力有限公司 91370283727818073U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6 周庆福、刘红健 

23 青岛金力福工贸有限公司 9137028375042403XK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周庆福、刘红健 

24 青岛宇辰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83MA3EKFTY8T 工业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9/16 周庆福、刘红健 

25 青岛南墅石墨有限公司 9137028577683386X5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9 孙明、史东姿 

26 青岛丽发针织有限公司 91370285790804280A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孙明、史东姿 

27 青岛永强华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85MA3FDLUG61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孙明、史东姿 

28 青岛宇慧绿色工贸有限公司 91370220MA3BYNG61B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9 周庆福、史东姿 

29 青岛天摩亚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91370222575757493M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刘红健、史东姿 

30 青岛崂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225878328686 工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刘红健、史东姿 

31 山东环日西林德国贸易有限公司 913702020994658353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王贻训、刘红健 

32 青岛永利良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13702023214361715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王贻训、刘红健 

33 山东亿佰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13702020MA3RHDED0G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王贻训、刘红健 

34 青岛博大远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1370202069062648U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孙明、冯健 



 — 3 — 

2021年度青岛市统计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结果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专业 检查结果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35 青岛豪森府邸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91370202794040919M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孙明、冯健 

36 青岛舞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02334058165Q 住宿餐饮 
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

涉及的经营活动 
2021/9/24 孙明、冯健 

37 青岛科瑞鞋业有限公司 913702036937791166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4 王贻训、刘红健 

38 兴泰和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91370203599046338L 批发零售 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2021/9/24 王贻训、刘红健 

39 青岛橡胶谷产业供应链有限公司 913702033502949266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4 王贻训、刘红健 

40 青岛弘达昌化工有限公司 91370203MA3CEKDU2G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孙明、冯健 

41 青岛可雅恒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370203MA3PCF1676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孙明、冯健 

42 青岛海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03550839521U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24 孙明、冯健 

43 青岛成美业贸易有限公司 91370213MA3CLTXK0D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王拥军 冯健 

44 青岛蒙丰粮仓商贸有限公司 9137021256857762XM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10/18 王拥军 冯健 

45 青岛尚风尚水名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133940715809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王拥军 冯健 

46 青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12096712335Y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孙明、王拥军 

47 青岛颐安康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12686756565B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孙明、王拥军 

48 青岛海泰万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91370212MA3C91CF4W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孙明、王拥军 

49 青岛汉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12MA3DLA9G4M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8/20 孙明、王拥军 

50 青岛琅琊台酒销售有限公司 91370211264810576B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8/2 孙明、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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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青岛世纪宝丰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91370211675269921B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孙明、冯健 

52 青岛宏运玲珑酒店有限公司 913702115577405000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孙明、冯健 

53 青岛东方世纪海丰大酒店有限公司 91370211MA3CBGKUXU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孙明、冯健 

54 青岛同泽同尚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91370214MA3N5QRT0K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孙明、冯健 

55 青岛众诚金属物资有限公司 91370214MA3NQBTE4E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孙明、冯健 

56 青岛青青通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370212MA3DAE736J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孙明、冯健 

57 山东艾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14321425894M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孙明、冯健 

58 山东珀修斯贸易有限公司 91370700MA3C23125R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王拥军、冯健 

59 山东海检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82MA3R981G53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18 王拥军、冯健 

60 青岛香根温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82557733439T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王拥军、冯健 

61 青岛绿建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91370281MA3N86EM2C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王拥军、冯健 

62 青岛雄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9137028179081936XR 批发零售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9/27 王拥军、冯健 

63 青岛少海板桥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81MA3PTE562H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王拥军、冯健 

64 青岛商硕商贸有限公司 91370283697157533W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16 王拥军 冯健 

65 青岛帝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137028306105060XB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16 王拥军 冯健 

66 青岛瑞雅中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83MA3NX7WE0D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16 王拥军 冯健 

67 青岛泰克莱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91370285MA3CDH297H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王拥军、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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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青岛源杰钢材有限公司 91370285MA3MGQMJ6L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王拥军、冯健 

69 青岛金朋酒店有限公司 91370285MA3C79JB76 住宿餐饮 未发现问题 2021/9/29 王拥军、冯健 

70 青岛合智普发贸易有限公司 91370220MA3QFFUE46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7/29 孙明、冯健 

71 青岛高志出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1370220MA3DQW5N3M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8/2 孙明、冯健 

72 青岛群阳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91370222697179396K 批发零售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孙明、冯健 

73 青岛忠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91370200783723132P 服务业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9/30 杜攀、林红云 

74 青岛开源热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13702027403604669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6 王拥军、杜攀 

75 青岛龙达海鑫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686772717X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6 王拥军、杜攀 

76 青岛人和卓远实业有限公司 91370203773529336Y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9 杜攀、林红云 

77 青岛未来可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1370203MA3RGF0Y31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6 王拥军、杜攀 

78 青岛浩策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91370203587841086L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6 王拥军、杜攀 

79 青岛宗昱物流有限公司 91370213073260997G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杜攀、林红云 

80 青岛太平洋水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91370200MA3EUGJ97J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杜攀、林红云 

81 青岛浩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91370213667896482G 服务业 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2021/10/25 杜攀、林红云 

82 青岛万通海运有限公司 91370212334157083R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张笑飞、林红云 

83 中译语通文娱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91370212MA3N54MB13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张笑飞、林红云 

84 青岛颐水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91370212MA3R65TN61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张笑飞、林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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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青岛海大海洋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6971658167 服务业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10/27 张笑飞、杜攀 

86 青岛莲池妇婴医院有限公司 91370214350274204L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杜攀、林红云 

87 青岛东方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1370214667850791K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杜攀、林红云 

88 青岛启城建材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913702147537935351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杜攀、林红云 

89 青岛旭日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91370211081419291E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张笑飞、林红云 

90 青岛亚致力顾问服务有限公司 91370211587824008B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张笑飞、林红云 

91 青岛泰瑞隆物流有限公司 91370211077371467E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张笑飞、林红云 

92 青岛常亮物流有限公司 91370211065084970D 服务业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7/28 张笑飞、林红云 

93 山东省鑫诚恒业集团有限公司 913702820530569059 服务业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9/17 杜攀、林红云 

94 青岛东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820773907649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8 杜攀、林红云 

95 青岛进化者小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083303225556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8 杜攀、林红云 

96 青岛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81MA3N10XH8E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杜攀、林红云 

97 青岛盈创会计咨询有限公司 91370281MA3FEXR47B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杜攀、林红云 

98 青岛少海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91370281MA3Q36EN68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杜攀、林红云 

99 青岛梅斯特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91370283553952837E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6 杜攀、林红云 

100 青岛畅通公交有限公司 913702833214578457 服务业 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2021/9/16 杜攀、林红云 

101 青岛润坤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91370283397079510T 服务业 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2021/9/17 杜攀、林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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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青岛金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91370285MA3F87LG3B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杜攀、林红云 

103 青岛新未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91370285334125217C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杜攀、林红云 

104 青岛世纪英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91370285MA3NNP9JXH 服务业 
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

涉及的经营活动 
2021/9/29 杜攀、林红云 

105 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91370220756929610P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9 张笑飞、林红云 

106 青岛全世物流有限公司 913702206678970000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9 张笑飞、林红云 

107 青岛恒跃通通信有限公司 91370222MA3U287R8R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31 杜攀、林红云 

108 海创汇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91370222MA3CB44BXD 服务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31 杜攀、林红云 

109 
青岛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宁德路小学项

目） 
91370281718075722N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张笑飞、孙仁太 

110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岛市公共卫

生中心建设工程） 
12370200718080134A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23 张笑飞、刘生 

111 
青岛国际院士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只水系电池量产项目） 
91370213MA3CEU9680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张笑飞、孙仁太 

112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黄海制药三

期项目） 
91370200163567984Y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刘红健、孙仁太 

113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花海崂山绿化

提升工程（中心城区段区政府周边道路段）

项目） 

11370212MB285961XE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刘红健、孙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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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华夏天信智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传

动设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9137021167178001XG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刘红健、于淼 

115 

青岛西海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

新区海岸大道滨海西路滨海大道市政配套

工程 

913702110572712151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7/29 刘红健、于淼 

116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办事处（规划二路

与规划七路道路建设工程） 
5153073370214303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张笑飞、孙仁太 

117 
青岛红建投资有限公司（河套街道下疃社

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MA3CHT9TX370214002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张笑飞、孙仁太 

118 
青岛义和钢构材料有限公司（绿色建筑科

技创业园） 
9137028267062338U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张笑飞、刘生 

119 
青岛长洋纺织品有限公司（纺织品生产加

工项目） 
913702817667279833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张笑飞、刘生 

120 
青岛骊龙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水果植物萃

取与功能性饮料项目） 
913702007636202246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6 张笑飞、刘生 

121 
青岛万合山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电

缆辅助材料项目） 
913702007636202246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张笑飞、刘生 

122 
青岛大荣生态科技园有限公司（大荣生态

科技园 11号地块项目） 
686755415370214003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张笑飞、孙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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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青岛高新热电有限公司（燃气-蒸汽联合循

环冷热电联产项目） 
787597575370271001 投资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张笑飞、孙仁太 

124 青岛嘉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3702007636202246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4 张笑飞、刘生 

125 青岛双瑞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13702030956126079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4 张笑飞、刘生 

126 青岛和达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91370213713716973N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10/12 张笑飞、刘生 

127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31970200780363530A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刘红健、孙仁太 

128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163985537P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刘红健、于淼 

129 青岛市城阳区朝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370214264850340L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张笑飞、孙仁太 

130 青岛金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370282561157737F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张笑飞、刘生 

131 青岛海鋆力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913702007636202246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张笑飞、刘生 

132 青岛祥瑞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913702007636202246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张笑飞、刘生 

133 青岛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3702007636202246 建筑业 未发现问题 2021/9/29 张笑飞、刘生 

134 
青岛鲁商锦绣置业有限公司（八大湖小区

改造项目一期） 
91370202MA3EJB9G7R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张笑飞、孙仁太 

135 
青岛广臻置业有限公司（市北区集中安置

住房项目） 
91370203MA3T86DG2W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24 张笑飞、刘生 

136 
青岛沧海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岛

李沧区首创喜悦天海项目） 
91370200MA3MA22D1J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4 张笑飞、孙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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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青岛北泰置地有限公司（紫樾尚府项目） 91370212776839399H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刘红健、孙仁太 

138 
青岛太平洋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梦时代

广场 C地块二期项目） 
91370211671756087P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7/28 刘红健、于淼 

139 
青岛红建投资有限公司（河套街道潮海西

社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MA3CHT9TX370214002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张笑飞、孙仁太 

140 
山东鲁信金山投资有限公司（鲁信和壁花

园项目） 
91370282081430626N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8 张笑飞、刘生 

141 
青岛悦海居置业有限公司（保利叁仟栋一

期项目） 
913702007636202246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27 张笑飞、刘生 

142 青岛荣达置业有限公司（平度景云居项目） 913702007636202246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17 张笑飞、刘生 

143 青岛瑞晟置业有限公司（昱景园三期项目） 913702007636202246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9/28 张笑飞、刘生 

144 
青岛世茂世悦置业有限公司（世茂璀璨天

樾项目） 
91370222MA3M938D7J 房地产项目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张笑飞、孙仁太 

145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913702021635836423 劳动工资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王贻训、卢倩倩 

146 青岛汇赢科技有限公司 91370212325924746J 劳动工资 未发现问题 2021/8/19 王贻训、卢倩倩 

147 青岛奔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913702146143006491 劳动工资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王贻训、卢倩倩 

148 青岛通用沃德轮胎有限公司 91370214095098257F 劳动工资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王贻训、卢倩倩 

149 青岛松茂置业有限公司 91370222MA3F1EN06K 劳动工资 未发现问题 2021/8/26 王贻训、卢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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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建投数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913702123504678744 企业研发 未发现问题 2021/8/20 王贻训、卢倩倩 

151 青岛海日高科模型有限公司 91370212737259025T 企业研发 未发现问题 2021/8/20 王贻训、卢倩倩 

152 青岛惠运办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370200713746873D 企业研发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王贻训、卢倩倩 

153 青岛鹰伯尔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91370214614346532Y 企业研发 未发现问题 2021/8/25 王贻训、卢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