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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高效快速抓好疫情处置 抓紧抓实各项防控措施
齐心协力迅速打赢疫情防控阵地战歼灭战攻坚战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凯）11月23
日下午，我市在市级机关综合办公大楼组织收看全
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全省会议结束后，我市
接续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近期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市委书记江敦涛出席会
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运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
协主席李树民，市领导吕珊珊、扈洪波、鞠俊海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
“三个坚定不移”不动摇，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
当作为，坚决守牢疫情不发生规模性反弹底线，全
力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要高效快速抓好疫情处置，坚持
“快准狠”，坚决做到流调溯源要快、核酸筛查要
全、管控措施要实、隔离转运要严，确保在最短时
间实现社会面清零。要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严
格核酸检测频次，盯紧盯牢重点场所，强化管控聚

集性活动，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阵地战、歼灭
战、攻坚战。要不断提高流调溯源能力、隔离保障
能力、核酸检测能力、医疗救治能力、区域管控能
力和信息化支撑能力，全面夯实基层防控基础。要
严把“外防输入”关口，突出抓好国内和省内疫情
重点地区来人的管控，严格落实提前报备、“落地
检”等措施，坚决堵塞各类风险漏洞。要压紧压实
“四方责任”，抓好疫情应急处置指挥体系落实，
做到责任到人、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形成群防群
控、联防联控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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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一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131家企业榜上有名
本 报 综 合 消 息 1 1 月2 3 日 ， 潍 坊 市 “ 隐 形 冠
军”企业培育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关于
公布2022 年潍坊市“隐形冠军”企业的通知》，公
布山东天一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131家企业为2022年
潍坊市“隐形冠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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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动我市新旧动能转换 ，
按照潍坊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潍坊市行业龙头企业群培育
方案〉
〈 潍坊市“隐形冠军”企业群培育方案〉的通知》
要求 ，
市“隐形冠军”企业培育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组织开展了2022年市级“隐形冠军”企业申报工作。

山东天一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青州市坦博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光天旭太阳能有限公司
山东美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新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铁建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祥维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登升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迪宝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永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耶莉娅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豪迈气门嘴有限公司
山东青州云门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沃亚森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日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一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胜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州市长城电力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光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同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尚德服饰有限公司
寿光诺盟化工有限公司
潍坊东元连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永健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正达实业有限公司
青州市金鑫温室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威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骏玛道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悍沃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潍坊华光光电子有限公司
潍坊雷腾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高密银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力美喷墨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捷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万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圆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高密润达机油泵有限公司
潍坊潍尔达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泰兴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恒昌圣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双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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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大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潍坊亚峰化工仪表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润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鹏洲塑业有限公司
潍坊泰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沃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桂冠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金健钛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佳博耀集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创新华一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鼎晟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华通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惠丰化工有限公司
软控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奥卓电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宏福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宏科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丰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鸿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潍坊金普瑞恩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裕滨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九昌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红光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上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安丘华涛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景泰瓶盖有限公司
潍坊胜利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源仕新材料有限公司
潍坊浩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中侨启迪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潍坊拓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潍坊帕尔曼粉体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兴林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山东华实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旭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奥客隆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诸城迪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穆柯传感器有限公司
潍坊华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伟大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恒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浩泰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亿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企业自主申报 ，各县市区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把关 ，
市发改委、工信局、住建局和农业农村局推荐，第三
方机构组织专家评审和会议研究等程序 ，
并经网上公
示 ，决定公布山东天一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131 家企
业为2022年潍坊市“隐形冠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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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星泰克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天健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百特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艾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远大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中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诸城市惠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天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龙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宏跃网架钢结构有限公司
潍坊青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沈潍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市正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明硕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正奇管业有限公司
潍坊优丽雅装饰软包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盛都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百农思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丘康域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大益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维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中基饲料有限公司
山东华良种业有限公司
山东丰采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寿光南澳绿亨农业有限公司
山东润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州市国丰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多芬农业有限公司
青州市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
山东沃华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尚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华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亚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全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弘嘉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潍坊博锐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山东焦易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佳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艾地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中慧高芯技术（山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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