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调整海东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等

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因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市政府决定对有关议事协调机

构进行成立和调整。成立及调整后的议事协调机构组成人员

如下：

一、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3 个）

（一）海东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指 挥 长：王华杰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第一副指挥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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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指 挥 长：王海波 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雯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王 昙 市地震局局长

史小平 海东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

王宏仓 海东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孙 光 海东武警支队支队长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公安局、市红十字

会分管负责同志，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

业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

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生

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城市管

理局、团市委、市气象局、海东银保监局、海东供电公司、黄

化供电公司、市人防办主要负责同志。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

王雯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马元宏、王昙同志兼任办公室副

主任。

（二）海东市标准化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组 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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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委政法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技局、市工业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商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委、市退役军人管理

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乡村

振兴局、市医保局、市品牌发展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政

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市地震局、市气象局、市邮政管理局、人

行海东支行、市消防救援支队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

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马少俊同志兼任副主任。

（三）海东市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领

导小组

组 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杨莹林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王英奎 市公安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司法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市场

监管局、市医保局、市邮政管理局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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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生福同志兼任副主任。

二、调整的议事协调机构（12 个）

（一）海东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主 任：王华杰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常务副主任：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 主 任：陈道霖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袁 林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海东工

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梁荣勃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岳卫平 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史瑞明 市政府副市长

张 琰 市政府副市长

魏成玉 市政府副市长

王青沛 市政府副市长

赵宁军 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书记

王海波 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雯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公安

局、市总工会分管负责同志，市委编办、市发展改革委、市教

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

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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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民宗委、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

市管理局、团市委、市妇联、市供销联社、海东工业园区环境

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气象局、市地震局、海东消防

救援支队、市邮政管理局、市银保监分局、中国电信海东分公

司、中国移动海东分公司、中国联通海东分公司、海东供电公

司、黄化供电公司主要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王雯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毛迎新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海东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华杰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副组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成 员：市委办、市政府办，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发

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信息化局、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

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建设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退役军人局、市应急局、市审计局、市林草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办、市统计局、市乡村振兴局、市

医保局、市信访局、市城管局、市品牌产业促进局、市直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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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局、市政务服务监管局、市供销联社、海东日报社、海东

广播电视台、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各县区人民政府分管

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领导小组日

常工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高雪明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三）海东市减灾委员会

主 任：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主任：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雯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罗建军 市民政局局长

史小平 海东军分区战备处处长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公安局、市总工会、

市红十字会、武警海东支队分管负责同志，市发展改革委、市

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

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市统计局、

团市委、市气象局、市地震局、海东消防救援支队、海东供电

公司、市银保监局主要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应急局，王雯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罗建军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 7—

（四）海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总 指 挥：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第一副总指挥：魏成玉 市政府副市长

副 总 指 挥：赵宁军 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书记

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有栋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雯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曹良泰 市水务局局长

陈彦山 市气象局局长

史小平 海东军分区战备处处长

成 员：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分管负责同

志，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城市管理局、市供销联社、市地震局、海东消防救援支队、

海东公路总段、中国电信海东分公司、中国移动海东分公司、

中国联通海东分公司、海东供电公司、黄化供电公司主要负责

同志。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王雯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曹良泰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五）海东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总 指 挥: 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 8—

第一副总指挥: 魏成玉 市政府副市长

副 总 指 挥：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有栋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雯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宋 剑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韩 龙 市公安局政委

孙 光 海东武警支队队长

史小平 海东军分区战备处处长

成 员: 市委宣传部分管负责同志，市发展改革委、市财

政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气象局、海东消防救援

支队主要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应急局，王雯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宋剑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六）海东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

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政法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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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监管局、

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邮政局、

人行海东支行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领导小组日

常工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高雪明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七）海东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领导小组

召 集 人：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召集人：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霍振岳 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

韩海峰 市财政局局长

李治堂 市商务局局长

成 员：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

政局、市司法局、市交通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体旅

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委、市税务局、市医保局、市金融办、

人行海东支行、市银保监局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高雪明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八）海东市证照分离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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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进文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霍振岳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张庆仁 市司法局局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陈雪俊 市政务服务监管局局长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市公安局、

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体

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林草局、市城管局、

市就业服务局、市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市水利综合

行政执法监督局、市农牧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市烟草专卖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气象局、市房产局、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

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生福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九）海东市“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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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工业信

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

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党组

成员、市房产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

局执法局、市商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委、市

应急管理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市气象局、市林草局、市

医保局、市委统战部（民宗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生福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十）海东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领导小组

召 集 人：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召集人：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市场监管局、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信息化局、市商

务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

卫生健康委、市林草局、人民银行海东中心支行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李生福同志兼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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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十一）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及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主任：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成 员：市政府办、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网络舆情信息中心、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

技局、市工业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

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商务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林草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供销联社、市房产局分

管负责同志。

市政府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

担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分

别由市教育局熊国珍同志、市公安局王英奎同志、市农业农村

局康宁同志、市卫生健康委刘孟德同志、市市场监管局高雪明

同志、李生福兼任。

（十二）海东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张忠良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安志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泰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 雯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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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 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各县区人民政府、海

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应急局、

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交

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市民政局、

市住房建设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商务局、海东供电公司、

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相关特种设备使用和维保单位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李泰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马秉仁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2022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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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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

战部、市委编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红十字会，海东军分区

战备建设处，省驻市有关单位。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