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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2家）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工信部威海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研究中心

纳税星级企业（42家）

纳税五星企业（1家）
惠普打印机（山东）有限公司

纳税四星企业（2家）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

纳税三星企业（7家）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西郊建设集团公司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海信鸿建置业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奥威汽轮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纳税明星企业（16家）
威海华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诺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盛德实业有
限公司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威海中威橡胶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万方置业有限公司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田实业集团公司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昌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新星企业（16家）
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中升威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威海家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东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威海威硬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新兴迪基塔尔电子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威海阿科帝斯电子有限公司
商业银行高新支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高区支公司
威海恒宇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恒科精工有限公司

创新平台建设先进企业（22家）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富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威海东兴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威海华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世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康博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威海信诺威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奥威汽轮有限公司
威海联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人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神州网云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威海伊尔依服装有限公司
山东威瑞外科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威海索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智鑫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
大学（威海）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先进企业（35家）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银洁绣品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奥威汽轮有限公司
威海中复西港船艇有限公司
威海东兴电子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大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威硬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远航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华通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海富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汉邦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中威橡胶有限公司
易霸科技（威海）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威海天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联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威海华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世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康博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威海信诺威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
威海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促进经济发展先进单位（43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山东大学（威海）
威海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山东交通学院（威海）
高区法院
高区检察院
公安分局
高区国税局
地税分局
国土分局
规划分局
交警二大队
交警四大队
消防大队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高区管理部
威海供电公司高新客户服务室
威海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高区邮政局
移动高区分公司
联通高区分公司
电信高区分公司
农业银行高区支行
工商银行高开支行
建设银行高新支行
中国银行高新支行
交通银行高区支行
中信银行高区支行
农商银行高区支行
招商银行高新支行
商业银行高新支行
商业银行高区支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高区支公司
太平财产保险威海中心支公司
浙商财产保险威海中心支公司
华海财产保险威海中心支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威海中心支公司
长安责任保险威海中心支公司
中华联合保险威海高区支公司
都邦财产保险高区营销服务部
高区融亿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高区金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高区金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对外开放工作先进企业（23家）

对外贸易先进企业（15家）
惠普打印机（山东）有限公司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汉城成镐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三净电子有限公司
威海中威橡胶有限公司
威海东日技研电子有限公司
威海海依黛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一诺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招商引资先进企业（7家）
一诺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禾木（中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恒瑞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亿和精密工业（威海）有限公司

茂森科技（威海）有限公司
威海帝吉可电子有限公司
威海旭顺达科技有限公司

当年引进当年投产大项目（1家）
亿和精密工业（威海）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工作先进企业（7家）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汉邦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坤科流量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天信达热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人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先进企业（20家）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北洋电子信息孵化器有限公司
威海凯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威海拓商集团有限公司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三阳服饰有限公司
威海盛安德软件有限公司
威海光远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医药有限公司
利群集团威海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威海润泰商业有限公司
威海大屋建材装饰商城有限公司
金海湾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威海海悦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威海西港小石岛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威海凯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威海中升威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威海大友丰田汽车销售中心

创建品牌先进企业（7家）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
威海远航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上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威海海悦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先进企业（5家）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精细化管理先进单位（24家）

建设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双岛湾科技城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
公安分局
国土分局
规划分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农业经济发展局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
环境卫生管理处
科技新城建设管理处
初村镇
怡园街道办事处
田和街道办事处
双岛街道筹建处
交警二大队
交警四大队
初村镇佃里院村
怡园街道神道口社区
怡园街道槐云社区
怡园街道寨北社区
田和街道西河北经济股份合作社
田和街道黄家夼经济股份合作社
双岛街道海庄村

脱贫攻坚先进单位（18家）

工委办公室
组织部
宣传部
政法委
科学技术局
财政局
建设局
高区检察院
农业经济发展局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
就业和社会保障处
初村镇
双岛街道筹建处
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农商银行初村分行
怡园街道戚家钦村经济股份合作社
威海五十一号农场有限公司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盛德实业有
限公司

乡村振兴先进单位（23家）

初村镇四甲村经济股份合作社
初村镇西石岭村村民委员会
初村镇东南村村民委员会
怡园街道后峰西经济股份合作社
怡园街道槐云村经济股份合作社
怡园街道西钦村经济股份合作社
怡园街道神道口经济股份合作社
怡园街道东涝台经济股份合作社
田和街道田村经济股份合作社
田和街道西河北经济股份合作社
田和街道黄家沟经济股份合作社
田和街道黄家夼经济股份合作社
田和街道李家夼经济股份合作社
双岛街道西山村经济股份合作社
双岛街道前双岛经济股份合作社
威海五十一号农场有限公司
山东青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润声生态农业园
威海旮旯山庄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威海蓝呱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西港水产有限公司
山东安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顺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人才工作先进企业（7家）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迪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
禾木（中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平安高区建设先进单位（30家）

政法委
高区法院
高区检察院
公安分局
工委办公室
组织部
宣传部
纪工委
财政局
建设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土分局
消防大队
综合行政执法局
农业经济发展局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
就业和社会保障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处
信访办公室
初村镇
怡园街道办事处
田和街道办事处
双岛街道筹建处
交警二大队
交警四大队
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公安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公安分局田和派出所
公安分局卧龙派出所
公安分局北站站前派出所

目标绩效管理考核优秀单位（39家）

工委办公室
组织部
纪工委
政法委
经济发展局
科学技术局
财政局
商务局
高区法院
高区检察院
公安分局
高区国税局
地税分局
国土分局
规划分局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处
服务业管理处
科技新城建设管理处
环境卫生管理处
初村镇
怡园街道办事处
交警二大队
交警四大队

高区供电公司高新客户服务室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高区管理部
高区邮政局
联通高区分公司
移动高区分公司
电信高区分公司
中国银行高新支行
工商银行高开支行
建设银行高新支行
农业银行高区支行
交通银行高区支行
中信银行高区支行
农商银行高区支行
招商银行高新支行
商业银行高新支行

专项工作争先创优
先进单位（11家）

组织部
科学技术局
建设局
商务局
双岛湾科技城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
公安分局
国土分局
环保分局
农业经济发展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信访办公室

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个人（206人）

工委办公室：黄伟、马建纲、王志伟、谭文、
赵荣华、于维军
组织部：王爱凤、于洪仁、张文霓、于晓坤、
吴立强
宣传部：孙清华、鞠田华、邹红琳、丰淑秀、
巩汉强、王天、于华娟、殷艳丽、孙战思、姜
晓燕
纪工委：孙志梅、曲坤
政法委：胡海红、孙运敏、张宽凯、孙华军、
梁志伟
经济发展局：沙玉青、吴宏英、刘波、邢超、
江成、王海宁
科学技术局：连爱妮、高飞、董建礼、付岩
帅、衣大卫
财政局：张靖、陈志鹏、冀玉英、张永波、孙
宗辉
建设局：苗延威、孙伟、邢水飞、丛日建、范
颖莹、林子钰
商务局：廉青松、高勤书、谭海枫、史威伟、
孙元文
市场监督管理局：赵洪岩、刘铁、丛静、夏
清芳、邹存惠、马玲、孙红
双岛湾科技城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张
健、毕建超、毕铭波、连业洋
高区法院：蔡利、张红雨、高鹏、都宁、徐玉超
高区检察院：蒋海亮、姜黎黎、卢佳佳、武传爱
公安分局：韩青、杨本胜、刘军毅、王宏家、
王锋、张广英、侯伟、丛培君、王振国、孙忠
威、王天秀、盛威、张立振、刘波、丛宝滋、
韩旭、耿志昊、刘钰、李莹
高区国税局：战卫华、汪田浩、王颖、宋光、
赵琛、赵福彤、郭启宁、姜建丽、戚国清、史
卫东、卢海珍、曲庆宁、连忠安、王志浩、毕
淑美、刘玉营
地税分局：李勇、郑军、王仁德、侯向伟、姜
海舟、杨忠强、黄晓鹏、关飞、延杰、袁龙
国土分局：姜其民、王宗健、李荣先
规划分局：宫媛媛
环保分局：蒋珍珍
综合行政执法局：杨威、赵志刚、徐晓东、
陶振华、郑兆龙、孙英丽、张洪瑞
农业经济发展局：胡文波、胡玉寿、李海
晓、丛峰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王宝林、郭锐、倪
勇、杨杰
就业和社会保障处：李岩波、亓伯勇、刘沙莎
审计局：唐会芳
教育体育处：张瑜、曲晓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处：周其勇
服务业管理处：孙楠
科技新城建设管理处：傅承芳、曲淑萍
环境卫生管理处：李岩
信访办公室：李志坚
初村镇：刘光耀、姜伟、孙创、苑圣飞、张文
芳、张翠芹、王强、肖静、张宇飞、刘保杉、
丁志强、林栋、李鹏
怡园街道：钱京、连菁、于玲、孙健钧、刘军
胜、夏庆伟、翟志强、王云飞、于晓玲、魏建
松、尚慧君
田和街道：李明、王建涛、夏俊军、金鹏、李
道友、田禾、孙晓同、王明战、牛文婷
双岛街道：郑建、宋文见、邹琳、赖积辉、刘倩
政务服务中心：林凤、张颖、郭世妍、苗雅
蒙、梁海燕、刘攀
交警二大队：董伟、丛培刚、张云鹏、王顺
交警四大队：谷安平、隋宁、毕晓明
威海供电公司高新客户服务室：汤耀、
夏明田、刘国梁

区党工委、管委隆重表彰
2017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