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海东市工业协调服务专班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关于建立工业协调服务专班机制全力稳定工业经

济运行的通知》（青工信运〔2022〕179 号）文件要求，为

了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的通知》和《青海省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决定成立海东市工业经济运

行工作专班机制，统筹推进全市工业企业安全有序生产经

营、稳产增效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东政办〔2022〕1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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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专班成员

组 长：袁 林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海东工业

园区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赵宁军 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保国成 市工业信息化局局长

成 员：霍振岳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韩海峰 市财政局局长

王国林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妥文立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祝凤甲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曹良泰 市水务局局长

三永昌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方保民 海东供电公司总经理

贾福祥 海东工业园区经协科技部部长

付 强 乐都区政府区长

王晓红 平安区政府区长

王国栋 互助县政府县长

马晓瑜 民和县政府县长

马占奎 化隆县政府县长

何 林 循化县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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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福涛 乐都工业园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

韩生军 民和工业园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

韩 秦 互助绿色产业园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

张永魁 循化清真食品（民族用品）产业园党工委常务

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李照本 化隆巴燕加合经济园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

周治全 海东市华润燃气公司区域总经理

工作专班职责：统筹推进全市工业企业安全有序生产经

营、稳产增效工作，负责指导各县区、工业园区成立相应服

务机制，协调并督导各县区、工业园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及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涉企惠企政策，指导各县区、

工业园区做好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稳产增效、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工作，指导各县区、工业园区协调解决工业企业和重

点项目实际困难及问题，做到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

点规模以下企业、重点项目全覆盖，确保全市工业经济平稳

运行。

二、工作要求

（一）市直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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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

涉企惠企政策，指导各县区、各工业园区做好工业企业和重

点项目稳产增效、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协调解决各县

区、各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实际困难及问题，确保

各县区、各工业园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二）各县区、工业园区

1. 按照属地服务、分级负责的原则，重点对属地内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重点规模以下企业、重点项目全覆盖，协调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涉企惠企政

策，帮助企业做好稳产增效、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确

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建立完善运行保障企业、连续生产运行企业、产

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重点企业名

单，做好照“单”服务，确保工业企业稳产、产业链畅通。

3. 做好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分类施策，对市场前景

好的企业，支持引导其开足马力生产，提高运行质量；对成

长性好的新兴企业和项目，实施一对一、面对面的政策扶持

和跟踪服务；对经营困难企业，要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

4. 做好政策宣讲工作，重点宣讲解读减税降费、中小企

业发展、支持技术改造、鼓励科技创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安全生产等政策，宣传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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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企业的举措，坚定企业破解难题、转型升级的决心。

5. 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办公、实情调查等灵活多样

的形式，持续深入企业开展协调服务，分析掌握企业当前的

困难和问题，寻求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的办法、途径和举措，

为企业发展分忧解难、出谋献策。对企业提出的重要事项，

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及时给予答复。对一时难以解决或因法

律法规明确规定不能解决的，要做好解释工作并提出合理建

议。需要多家单位协调处理的，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及

时协调解决。

6. 各部门、各园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工业协调服

务专班机制，将专班机制、联系人及服务电话等相关情况发

放至属地内企业，提高企业知晓度。

附件：海东市工业协调服务专班联系企业、联系项目及

联系人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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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东市工业协调服务专班联系企业

联系项目及联系人

序号 企业名称、项目名称 行业类别、主营业务 责任领导 联系人

1 青海弗迪实业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制造

赵宁军 贾福祥

2 海东正平管廊设施制造有限公司 管廊设施制造

3 青海华农恒青农牧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4
氢装上阵（海东）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氢装上

阵（海东）碳中和物联产业园
氢能制造及应用

5
青海光子生态有限公司高原微藻产品研发生

产及生态应用项目
农副产品加工

6
青海厚朴景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中藏

药产业港项目
中藏药加工

7
海东青蒙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项目
建筑材料制造

8 青海云盛国际公司冷链物流智造产业园项目 肉类加工

9
海东市万牧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青藏高原牦

牛产业示范园项目（一期）
肉类加工

10
西宁振力石业有限公司青海振力国际石材陶

瓷产业城项目
建筑材料制造

11 海东市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自来水生产

保国成 张文元12 国网海东供电公司 电力供应

13 海东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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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海福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付 强

鄂福涛

吴金祥

边军山

15 青海乐都烁华铁合金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16 青海福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17 青海通力铁合金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18 海东市长源特种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19 青海盛基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20 海东市乐都鑫丰铁合金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21 青海鸿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22 海东市中冶铁合金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23 青海金丰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24 青海乐都华夏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25 海东市乐都区华西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26 海东市乐都区凯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27 青海盛祥电极制品有限公司 石墨电极制造

28 青海青乐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炸药制造

29 青海乐都恒源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加工

30 青海荣泽农业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有机肥加工

31 中广核新能源（乐都）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

32 海东市旭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33 海东市广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34 海东市艾迪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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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青海首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王晓红 李庆红

36 平安祁连山商砼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37 平安金圆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38 青海弘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39 海东市博锋矿业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40 青海金吉（集团）草原钢网制造有限公司 钢网制造

41 民和天利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合金冶炼

马晓瑜

韩生军

马万福

马忠彪

42 青海天健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43 青海烨华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44 青海汇能冶炼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45 民和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46 民和县永固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47 青海民和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48 民和建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49 青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

50 青海旺铭铝业有限公司 电解铝加工

51 青海庆丰铝业有限公司 电解铝加工

52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积石峡

发电分公司
水力发电

53
青海省三江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大河家分

公司
水力发电

54 民和光大炭素有限公司 炭素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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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青海省民和川中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燃气供应

马晓瑜

韩生军

马万福

马忠彪

56 青海川垣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供应

57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制造

58 民和仁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59 青海国泰盐湖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肥料制造

6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制造

61 青海卓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制造

62 青海华鑫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王国栋

韩 秦

王国栋

韩 秦

张荣奎

王文光

张荣奎

王文光

63 青海恒利源冶炼材料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64 青海长源特种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65 青海中力硅业有限公司 铁合金冶炼

66 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67 青海建高混凝土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68 青海安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69 海东金圆商砼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70 青海东青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71 青海玉明金属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钢构制造

72
国电电力青海万立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学

科滩电站
水力发电

73
青海大通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沙峡水

电站
水力发电

74 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加定水电站 水力发电

75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白酒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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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互助县金地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供应

77 青海铁塔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铁塔制造

78 青海正丰锂离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负极材料制造

79 青海汉尧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菜籽油加工

80 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菜籽油加工

81 互助昊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

82 青海君炜混凝土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83 青海如祥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84 青海田缘蜜宇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85 青海宁靓钢结构有限公司 钢构加工

86 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87 青海佳通太阳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碳化硅制造

马占奎

李照本

才让当智

吴 栋

88 化隆县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碳化硅制造

89 化隆华夏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90 青海佳韵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解铝冶炼

91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伯峡

发电分公司
水力发电

92 黄河水电公司苏只水电站 水力发电

93 海东市东顺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94 海东市亚硅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

95 化隆县辉腾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96 化隆金圆商砼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制造

97 化隆县健海建材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制造

98 化隆柴达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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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青海省循化县谢坑铜金矿 金属冶炼

何 林

张永魁

韩忠国

马永顺

100 青海省三江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黄丰分公司 水力发电

101 青海仙红辣椒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102 青海天香两椒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103 青海白驼清真肉业有限公司 肉类加工

104 青海化青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105 青海伊嘉味清真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106 循化县华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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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月 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