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大学创业园孵化情况统计表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1 2014年11月 山东锐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马锐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2 2014年11月 烟台愚公商贸有限公司 侯光胜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3 2014年11月 烟台蓝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王先兴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4 2014年11月 烟台奔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夏泽坤 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5 2014年11月 烟台腾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王洋 是 计算机与控制学院 孵化成功

6 2014年11月 烟台汇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徐法冈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7 2014年11月 烟台艾都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张薇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8 2014年11月 烟台超程商贸有限公司 谭超 是 人文学院 孵化成功

9 2014年11月 烟台职尚创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李观禄 是 外国语学院 孵化成功

10 2014年11月 烟台青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蔡义龙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11 2014年11月 烟台维度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康涛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12 2015年5月 烟台思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钟振兴 是 音乐舞蹈学院 孵化成功

13 2015年5月 烟台御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付瑶 是 人文学院 孵化成功

14 2015年5月 烟台方子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王栋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学院 孵化成功

15 2015年5月 烟台银河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鸿飞 是 建筑学院 孵化成功

16 2015年5月 烟台好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徐法冈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17 2015年11月 烟台海狸先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刘申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18 2015年11月 烟台西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铎 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19 2015年11月 烟台蓝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兴强 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20 2015年11月 烟台思哲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于童斐 是 土木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21 2015年11月 烟台泽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卢浩然 是 化学化工学院 孵化成功

22 2015年11月 烟台讯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栾建飞 是 化学化工学院 孵化成功

23 2015年11月 烟台烟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卢旭庆 是 土木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24 2015年11月 烟台博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董明荣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25 2015年11月 烟台但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江豪 是 人文学院 孵化成功

26 2015年11月 莱山区义亮手机通讯店 王义亮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27 2016年6月 烟台玉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国东 是 法学院 孵化成功

28 2016年6月 烟台市容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代建伟 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29 2016年6月  烟台市大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左登祥 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30 2016年6月 烟台市莱暮创意服饰有限公司 李根 是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孵化成功

31 2016年6月 烟台市平作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沈史子正 是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孵化成功

32 2016年6月 烟台听风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李勇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33 2016年6月
烟台夫子祥海产品有限公司 

付海鹏、王志
宝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34 2016年6月 烟台市风动摄影有限公司 郭喻涵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35 2016年6月 烟台绿城室内环境检测治理有限公司 孔瑶 是 环境材料与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36 2016年6月 烟台立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臧日飞 是 环境材料与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37 2016年6月 烟台市磨杵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刘复立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38 2016年6月 烟台新创联盟科技有限公司 康开祥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39 2016年6月 烟台海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高岩龙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40 2016年6月 烟台市百朋言欢信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迟超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41 2016年6月 烟台市艺创人美术咨询有限公司 刘宾 是 建筑学院 孵化成功

42 2016年6月 烟台大袋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马锐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43 2016年6月 烟台富安居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史衍博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44 2016年6月 烟台万康商贸有限公司 袁超能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45 2016年6月 烟台木木夕刺绣有限公司 孔德孟 是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46 2016年6月 烟台市八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卢方圆 是 外国语学院 孵化成功

47 2016年6月 烟台市韩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金梅花 是 外国语学院 孵化成功

48 2016年6月 烟台雪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孙丽媛 是 药学院 孵化成功

49 2016年6月 烟台市忆三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周品德 是 音乐舞蹈学院 孵化成功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50 2016年6月 莱山区采安日用品店 张馨予 是 音乐舞蹈学院 孵化成功

51 2016年6月 烟台乐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高敬 是 音乐舞蹈学院 孵化成功

52 2016年6月 烟台三人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李贵东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53 2016年6月 烟台市乐行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范全乐 是 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54 2016年12月 烟台市烟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宇 是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55 2016年12月 烟台市全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帅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学

院
孵化成功

56 2016年12月  烟台市乐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严业利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57 2016年12月 烟台映晨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高忠原 是 土木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58 2016年12月 烟台卡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魏义臣 是 化学化工学院 孵化成功

59 2016年12月 烟台市车马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王瑾珑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60 2016年12月 烟台市忠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冯佳娜 是 外国语学院 孵化成功

61 2016年12月 烟台酷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黄甜甜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62 2016年12月 烟台漫风商贸有限公司 张世强 是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63 2016年12月 烟台云帆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巴庆旺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64 2016年12月 烟台市蓝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克东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65 2016年12月 烟台启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魏有利 是 土木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66 2016年12月 烟台市粉妆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孙越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67 2016年12月 烟台有个地方摄影服务有限公司 邓媛媛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68 2016年12月 莱山区垚鑫维修店 刘旭东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69 2016年12月 烟台璀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窦冲 是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孵化成功

70 2016年12月 烟台圣欣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徐周 是 化学化工学院 孵化成功

71 2016年12月 烟台优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梅景冠 是 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72 2016年12月 烟台市门生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康凯敏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73 2016年12月 烟台耐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马堂跃 是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74 2016年12月 烟台星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朱葛 是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75 2017年6月 烟台艾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吉祥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76 2017年6月 烟台烟大浩海船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吴岳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77 2017年6月 烟台森屿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赵尊敬 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78 2017年6月 烟台市卓齐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郭骏篪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79 2017年6月 招远市恒丰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理亿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80 2017年6月 烟台市凤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瑞祥 是 土木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81 2017年12月 烟台大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代瑞浩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82 2017年12月 烟台创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祥升 是 建筑学院 孵化成功

83 2017年12月 烟台创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建国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84 2017年12月 烟台龙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王旭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85 2017年12月 烟台初创商贸有限公司 傅超凡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86 2017年12月 莱山区鸣蝉设计工作室 黄宁 是 建筑学院 孵化成功

87 2017年12月 莱山区不忘初衷摄影工作室 陈新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88 2017年12月 烟台炫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明炫 是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89 2018年6月 烟台沁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蔡建平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90 2018年6月 烟台晴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张迪 是 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91 2018年6月 烟台益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孙美玲 是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92 2018年6月  莱山区海强商行  刘志强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93 2018年6月 烟台校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骏岳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94 2018年6月 莱山区中侑雕刻工作室 吴宝有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95 2018年6月 莱山区青雨广告设计工作室 司志成 是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96 2018年6月 烟台软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孙汉辉 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97 2018年6月 莱山区佑宝建筑工程咨询服务部 乔丹 是 土木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98 2018年6月 烟台悦享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马大磊 是 经济管理学院 孵化成功

99 2018年6月 莱山区华滨网络工作室 刘文博 是 土木学院 孵化成功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100 2018年6月 烟台市西歌瑞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连贺超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101 2018年6月 莱山区琳犀印刷工作室 吴江琳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102 2018年6月 莱山区学真网络工作室 徐芹超 是 外国语学院 孵化成功

103 2018年6月 烟台天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府霖 是 建筑学院 孵化成功

104 2019年5月 山东凡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府霖 是 建筑学院毕业生 孵化成功

105 2019年5月 烟台幺零二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房崇佳 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106 2019年5月 烟台亦初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刘学浩 是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孵化成功

107 2019年5月 莱山区独角兽网络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卓秀云 是 土木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108 2019年5月 烟台市茵兰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徐茂兴 是 海洋学院 孵化成功

109 2019年5月 银农鲜采(山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孙胜虎 是 生命科学学院 孵化成功

110 2019年5月 莱山区极致广告设计工作室 张哲宇 是 环境材料与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111 2019年5月 潍坊清羽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刘啸天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孵化成功

112 2021年1月 美都（烟台）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徐硕（黄俊） 是 人文学院 孵化成功

113 2021年1月 烟台雄云科技有限公司 高赟 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学院 孵化成功

114 2014年11月 翼动网络传媒 刘益成 否 人文学院

115 2014年11月 菜娃娃创业办公室 于松营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16 2014年11月 “随意”专属定制小店 杨鑫鹏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17 2014年11月 碧海蓝天工作室——全国品牌特卖平台 杨兴盛 否 生命科学学院

118 2014年11月 烟大学子科技创业团队 韩乐乐 否 化学化工学院

119 2015年5月 “口袋猫”网上商城综合服务平台 姚志强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20 2015年5月 莱山区可米文化艺术设计工作室 房文强 否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121 2015年5月 Mr.Y新媒体工作室 王钊 否 人文学院

122 2015年5月 知信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公勇 否 环境材料与工程学院

123 2015年11月 吉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韩娜 否 外国语学院

124 2015年11月 乐帮科技 张超斌 否 国际交流学院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125 2015年11月 木槿花翻译 于红红 否 外国语学院

126 2015年11月 烟台家教中心 李为飞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27 2015年11月 职达校园 李健 否 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128 2016年6月 家的味道 国同庆 否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29 2016年6月 CC商贸 赵谭军 否 海洋学院

130 2016年6月 小白韩妆批发零售 宋晓英 否 海洋学院

131 2016年6月 佳益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谢磊 否 海洋学院

132 2016年6月 韩情脉脉 张磊 否 环境材料与工程学院

133 2016年6月 浣熊先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坤 否 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134 2016年6月 中韩教育培训 程宝飞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35 2016年6月 雪卡伦冰激淋 鞠向民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36 2016年6月 乐途旅游工作室 尤月战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37 2016年6月 微创工作室 张沛芊 否 建筑学院

138 2016年6月 TL&P建筑事务所 田川 否 建筑学院

139 2016年6月 青藤设计工作室 刘业恒 否 建筑学院

140 2016年6月 烟台土特产旗舰店 黄宏轩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1 2016年6月 大学生众筹网 赖震强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2 2016年6月 清源科技生物有限责任公司 于怡中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3 2016年6月 鹏程鹌鹑养殖专业合作社 朱晓东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4 2016年6月 比优科技 孙钰清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5 2016年6月 青石旅游策划 孙玉杰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6 2016年6月 财税咨询管理 刘俊欢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7 2016年6月 校园综合服务中心 胡迪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8 2016年6月 至尊文化传媒 唐雪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49 2016年6月 优格乳业有限公司 汤玉乔 否 生命科学学院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150 2016年6月 三缘果酒 李明波 否 生命科学学院

151 2016年6月 雷米特留学生服务有限公司 贾龙 否 数学院

152 2016年6月 北森电子商务公司 吕治强 否 体育学院

153 2016年6月 奇源臻品商贸 邱臻 否 土木工程学院

154 2016年6月 衣旧很美 王兴波 否 土木工程学院

155 2016年6月 布鲁斯音乐工作室 崔天晓 否 音乐舞蹈学院

156 2016年6月 锦衣曳行摄影工作室 崔梦冬 否 海洋学院

157 2016年6月 中韩国际教育培训 程宝飞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58 2016年6月 微创 张沛芊 否 建筑学院

159 2016年12月 Unique摄影工作室 刘涛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学

院

160 2016年12月 HELPER平台app 赵自强 否 海洋学院

161 2016年12月 NS策划工作室 张晓勇 否 建筑学院

162 2016年12月 艺工坊 李田雨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63 2016年12月 曹操到微信服务号 周建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64 2016年12月 思成教育 杨宝玉 否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165 2016年12月 爱自拍摄影工作室 韩双志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166 2016年12月 利剑军事化素质拓展 易晨阳 否 土木工程学院

167 2016年12月 幻世系列项目 徐健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168 2016年12月 “沧海遗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承智 否 外国语学院

169 2017年6月 牵摆渡职业发展咨询服务 李斌 否 海洋学院

170 2017年6月 Linker家庭智能户外橱柜 朱超 否 建筑学院

171 2017年6月 义林百惠商贸 王林 否 化学化工学院

172 2017年6月 象外传统文化传播 郝钰滢 否 生命科学学院

173 2017年6月 烟大骑士团 童子晋 否 人文学院

174 2017年6月 飞琨科技有限公司 刘明坤 否 海洋学院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175 2017年6月 本土号 王彦 否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76 2017年6月
碳排放量优化研究

都晓雯 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77 2017年6月 鸿运舞狮团 盖志豪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78 2017年12月 淘宝店铺经营 李启鹏 否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179 2017年12月 愫梵首饰 刘忻宜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80 2017年12月 机器视觉软件开发 朱晓勇 否 光电科学信息技术学院

181 2017年12月 烟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史红浩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182 2017年12月 烟台匠子有限公司 吴珊 否 经济管理学院

183 2017年12月 TOM语言培训交流中心 赵雨虹 否 外国语学院

184 2017年12月 蔚来教育服务平台 王浩 否 数学院

185 2018年11月 基于FPHGA的放射源实时监管系统 王磊 否 核学院

186 2018年11月 VR/AR 应用开发 刘新雷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学

院

187 2018年11月 Smartpram基于MEGA2560的智能型婴儿车 杜纪功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88 2018年11月  泽畅电子电路设计公司 贾泽宇 否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89 2018年11月 艋幻空间AR/VR/MR开发设计 白金政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90 2018年11月  持佑电子设备维修与保养公司 段雪良 否 土木工程学院

191 2019年5月 海本建筑工作室 张为祥 否 土木工程学院

192 2019年5月 烟台青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闫令东 否 生命科学学院

193 2019年5月 烟台市爱尚DIY创意礼品有限公司 孙福洋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194 2021年10月 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开放平台 赵海雪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新入驻

195 2021年10月 实用新型海参去肠加工机 姚立全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新入驻

196 2021年10月
“释”半功倍—医药缓控释技术研发的助

跑者
徐静怡 否 药学院 新入驻

197 2021年10月 “速菌宝”伏马毒素快速检测试纸条 张溢珂 否 生命科学学院 新入驻

198 2021年10月 “玺森”文化传媒，平面设计，影视后期 孙玺森 否 经济管理学院 新入驻

199 2021年10月 “宪”声夺人 刘冶 否 法学院 新入驻



序号 入驻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注册情况 所在学院 备注

200 2021年10月 “啄木鸟”维修工作室 赵梦雅 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新入驻

201 2021年10月 古董翻译 王国勇 否 外国语学院 新入驻

202 2021年10月 果然——品质水果专业运营平台 王立俊 否 外国语学院 新入驻

203 2021年10月 海奥森海洋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贾泽慧 否 海洋学院 新入驻

204 2021年10月
基于半监督对抗学习多模态MRI超分辨率重

建
孙悦凯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新入驻

205 2021年10月 山水清生物科技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于文佳 否 土木工程学院 新入驻

206 2021年10月
双重护航，“糖稳”致远----致力于精准

治疗糖尿病的双重响应型新型制剂
郑德铎 否 药学院 新入驻

207 2021年10月 妥必过韩语学习测试系统 刘璇 否 外国语学院 新入驻

208 2021年10月 学锦用—一站式生涯规划平台 丰驰 否 法学院 新入驻

209 2021年10月 与你乡约——特色乡村旅游的引跑者 谢汝佳 否 外国语学院 新入驻

210 2021年10月 兆立方科技服务 陈永贵 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新入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