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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菏泽市首届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

各企业,各大中专院校:

菏泽市首届 “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开赛以来,全市工业设

计领域工作者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工业强市建设,

积极创新思路、创意设计,提报了一批高质量的工业作品。经市

政府同意,确定授予 “一种高度集成的节能型密闭化固体制粒装

备”等2件作品 “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金奖,授予 “超薄一体

气缸”等5件作品银奖,授予 “大功率环保节能型静音箱式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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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发电机组”等10件作品铜奖,授予 “无线光笔测量仪”等

6件作品 “新星奖”,授予 “风电叶片山地运输车”等69件作品

优秀奖,授予曹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等16家单位优秀组织奖。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工业设计领域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先进为榜样,踔厉奋发、攻坚克

难、守正创新,为实现制造业强市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菏泽市首届 “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2—



附件

菏泽市首届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金奖 (2件)

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1
一种高度集成的节能型密闭化固体

制粒装备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城市清洁环保卫士—新能源小扫机

EW4DS1800
山东亿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银奖 (5件)

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1 超薄一体气缸
山东百帝气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锐仕C1房车
众锐工设 (山东)房车制造

有限公司

3 石化宝典
华夏佳润 (东明)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4
花冠鲁雅香年份储藏17年外观设

计
花冠集团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5 香椿木床 山东大山红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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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10件)

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1
大功率环保节能型静音箱式甲醇系

列发电机组
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

2
QLFM-24/36000-Q1250MW 核

电封闭母线

山东达驰阿尔发电气有限公

司

3 WT1100型多功能滑移装载机 山东威肯科技有限公司

4
菏泽市工业企业综合创新管理服务

平台
菏泽好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 3D物联网智能锁
山东千沐云物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6 98%虎杖苷
东明格鲁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 一种自动折叠式童车
山东圣得宝儿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8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器 山东清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 福叶冠品沙发 山东福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10
稻香村集团中秋包装设计 “1773月

饼礼盒” 山东稻香印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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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奖 (6件)

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1 无线光笔测量仪 李 瑨

2
水代法小磨香油兑浆搅拌出油密闭

一体机
赵雷振

3 颈椎牵引系统 李 丁

4 医用病原体防护口罩 王学芳

5 “自由”坚果螺旋挤压杯 余荷萍

6 菏泽特产牡丹糕包装设计 王秋莲

优秀奖 (69件)

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1 风电叶片山地运输车 山东世运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2 割草机器人
山东穗之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3 全自动卸砖打包系统 山东聚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 塞纳枫情风度系列 山东塞纳枫情家具有限公司

5
12R22.5中长途环保型全钢子午线

轮胎
山东凯旋橡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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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6 凝血功能切换的防回血式留置针 山东朱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山东格林凯瑞精密仪器有限

公司

8 杉桐蛹全开盒柜 曹县杉桐木业有限公司

9 多功能笔记本电脑支架 李 瑨

10 一种双层低温球罐
菏泽花王压力容器股份有限

公司

11 暖风机 山东华泽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12 牡丹罐装瓜子 山东金沙园食品有限公司

13 自平衡无人单车
山东陀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4 智能水陆两栖全地形应急救援车 山东优路通汽配有限公司

15
《中药饮片及中药材信息化管理系

统-V1.0》
山东鲁地源天然药物有限公

司

16 带电安装强磁气味驱鸟装置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明县

供电公司

17
一种磁吸连接的组合式化妆品高强

度玻璃瓶

北京威顿 (郓城)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18 轮胎 (MAGAATONE) 正道轮胎有限公司

19 新冠哨点工作站
迈福 (山东)科学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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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20 智能机器人 山东统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 自适应斜角清扫器 山东威肯科技有限公司

22 自动钥匙双面铣槽机 曹县精锐机械锁业有限公司

23 无人打药车
山东穗之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24 一种可折叠溜娃车
山东圣得宝儿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25 楸木家具 山东笨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6 冠群芳·金冠绵柔+外观设计 花冠集团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7 尤克里里新品 山东昌韵乐器有限公司

28 线材自动卷标机 山东菏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9 智能型126kV组合电器产品 山东达驰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30 枯木逢春
山东省曹县云龙木雕工艺有

限公司

31 一种便携式多功能无线数据服务器
菏泽职业学院

魏钦江 范帆 曹明磊

32 ROS编队机器人
山东陀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3
稳心颗粒连续化绿色低碳生产厂房

与工艺布局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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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34
一种新型节能湿电除尘器阳极管模

块

山东海林环保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35
单晶炉热场用高纯等静压石墨加热

装置
山东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36 金银花茶
山东坤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37 逆变储能升压一体机 山东达驰电气有限公司

38
Mo2FeB2三元硼化物金属陶瓷药

芯焊丝

菏泽广泰耐磨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39 USP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
山东中油百成新材料有限公

司

40 技术改进做馅系统项目 山东江正食品有限公司

41
一种双进双出三级过滤沙漠空气滤

清器

山东泰全重型汽车配件股份

有限公司

42 膳食肠 山东神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43
一种耐高温的高速列车用合成制动

闸片
宋呈威 谭志勇 黄福然 李洋

44 智慧景观发电树 王君峰

45 荔枝汁饮料浓浆 山东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46 行侠 “杖”义—智能导盲手杖
张恒瑞 赵学良 郭津平 宋靖

宇 杨俊雯

47
新型高饱和磁感应强度纳米晶软磁

合金带材

朗峰新材料 (菏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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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48
一种用于高强度玻璃瓶检测的前置

正瓶装置

北京威顿 (郓城)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49 一机扫尽 张巍 陈雪娇 王海容

50 零度-360度叉车设计
菏泽世梦创意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51 “三合一”多功能笔设计 谢新栋 康盛福

52
“十拿九稳”—适应各种形状的新

型机械手

菏泽技师学院

崔耀 余菏萍 刘腾飞 付索枝

刘霞

53 山区核桃采收一体机
王博 张敏 张宁 段钰尧 崔向

贵

54 高铁行李助手 张巍 陈雪娇 孔欣 王海容

55 新型牡丹籽脱壳机
菏泽技师学院

韩伟 马玉强 刘忠帅

56 智慧老人监护交流仪 谢秋云

57 牡籽飘香奶茶

齐鲁工业大学 (菏泽校区)
张孟瑶 万小静 王锦秀 姚胜

男 秦纪宁

58 榫卯小人灯 菏泽学院 闫文豪

59 电热毛巾架
单县多米石墨烯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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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60 智能封边装置

菏泽职业学院

陈炳文 张浩 刘增运 潘晖 张

作川 张华鑫

61 猪舍湿帘降温系统

菏泽职业学院

刘增运 张浩 潘晖 张作川 张

华鑫 陈炳文 张善雨

62 浮鲸—一体桌 崔 鑫

63 AGV自动输送物料的精定位系统

单县职业中专

李海珍 李豪 刘修飞 赵杨 赵

现省

64 百日花楸 山东笨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5
光电联合技术对GIS绝缘性能检测

装置
山东达驰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66 一种防丢失U盘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葛会美

67 可视化额温枪 菏泽学院 马小龙

68 天然气分离项目

齐鲁工业大学 (菏泽校区)
刘成帅 郝佳佳 刘雨哲 姚胜

男 隋建玺

69 《Flyingdovetailclip》 张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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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 (16家)

序号 获奖单位

1 曹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 巨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3 单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4 东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5 牡丹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6 菏泽鲁西新区经济发展部

7 郓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8 定陶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9 成武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10 鄄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11 菏泽学院

12 齐鲁工业大学 (菏泽校区)

13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14 菏泽技师学院

15 菏泽职业学院

16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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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法
院,市检察院,菏泽军分区,各民主党派市委。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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