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发电
发电单位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签批盖章 霍岩

等级 特急 · 明电 吉工信明电〔2020〕1号 吉机发 号

关于建立全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援助平台和服务热线的通知

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政府，省

交通厅、人社厅、地方金融监管局、能源局、省电力公司、沈铁

长春办事处：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为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和加快

重大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打通

工业生产、项目建设中的堵点、断点、死点，通过全面加强企业

服务，推动企业尽快进入正常生产状态，在全省建立了八个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援助平台，并设立企业服务热线，具体

共 12 页



2

事项如下：

一、复产企业防疫物资保障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企业已开工、拟复产企业反映急需防疫物资

等需求后，立即安排省防疫物资保障组和各地防疫物资保障组协

调解决口罩、消杀酒精等必要防疫物资，并由企业所在地工信部

门安排专人做好后续跟踪跟进、服务保障，最大限度解决企业复

产所需防控物资。通过调拨企业复工复产急需的防疫物资，支撑

保障复工复产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生产。

责任单位：省防疫物资保障组、各市（州）防疫物资保障组。

责任人：省工信厅 李然冰 18686681446

（8:30-22:00）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各市（州）工信局。

二、企业重大项目建设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企业已开工、拟复产企业反映项目建设方面

的需求后，及时对接省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开辟绿色通道、简化

审批流程等方式，实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尽快满足企业合理

需求，保障企业项目建设需求无缝衔接。

责任单位：企业重大项目建设服务工作组。

责任人：省工信厅 王宏 0431-88904373，13578900085

（8:30-22:00）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各市（州）工信局。

三、产业链、配套链援企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企业已开工、拟复产企业反映的急需零部件

等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产品需求后，立即在全省、全国范围内协调

配套企业，第一时间推送企业，并安排专人专班做好后续跟踪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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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服务保障，直到问题得到解决。通过打通恢复重建产业链配

套环节，支撑保障复工复产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生产。

责任单位：产业链、配套链援企服务工作组。

责任人：省工信厅 王义 0431-88906785，15943001113

（8:30-22:00）

省工信厅 陈永浩 0431-88906103，13394482899

（8:30-22:00）

省工信厅 张晓旭 0431-87075164，13674302558

（8:30-22:00）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省交通厅，各市（州）工信局。

四、企业复产原材料保障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企业已开工、拟复产企业反映急需原材料等

需求后，负责在全省、全国范围内筛选目标企业，寻找开辟供给

渠道，加强原材料供需对接，同步做好交通运输保障服务，尽力

满足企业阶段性需求，确保开工复工企业生产不间断。

责任单位：企业复产原材料保障服务工作组。

责任人：省工信厅 陈思勇 0431-88917679，18686645600

（8:30-22:00）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各市（州）工信局。

五、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企业已开工、拟复产企业提出融资贷款等资

金需求后，及时对接省内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开辟绿色通道、

创新金融产品、简化审批流程等方式，实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尽快满足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保障企业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无缝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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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企业融资服务工作组。

责任人：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陈光远 13756150712

（8:30-22:00）

省工信厅 王宇 0431-88905405，18686690007

（8:30-22:00）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人民银行长春支行、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各市（州）工信局。

六、企业复产能源保障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各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和防疫重要物资生产

企业的用能需求，主动协调能源供应企业，为企业产能恢复和扩

产扩能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保障。

责任单位：企业复产能源保障服务工作组。

责任人：省工信厅 王东明 0431-88906244，13578977088

（8:30-22:00）

省能源局 王海刚（电力） 15500006181

（8:30-22:00）

省能源局 李艳舫（燃气） 13756838669

（8:30-22:00）

省电力公司 李文峰 0431-85792063，13578978280

（8:30-22:00）

电力客户服务热线：95598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各市（州）

工信局。

七、企业交通物流保障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企业已开工、拟复产企业反映的关于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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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入和产品运出物流受阻等困难和问题后，组织专人负责，

主动联系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积极争取运输机构和物流企业配合，

打通公路、铁路等物流渠道，保障开工企业所需运得进、所产运

得出。

责任单位：企业交通物流保障服务工作组。

责任人：省交通厅 张鹏军 13904305528

（8:30-22:00）

省工信厅 滕云 0431-88913065，13904318575

（8:30-22:00）

沈铁长春办事处 孙海峰 18802406565

（8:30-22:00）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省交通厅、沈铁长春办事处，各

市（州）工信局。

八、企业用工保障服务平台

援企事项：收到企业已开工、拟复产企业提出用工需求后，

主动联系积极配合省人社厅、省就业局等单位组织人才调配，加

强劳务供需对接，通过网上招聘、在线培训、兑现人才稳岗政策

等方式，力促企业不裁员、少裁员，避免发生大规模裁员。特别

是鼓励吸引春节期间返吉的外出务工人员留吉务工，解决企业招

聘难、留人难、用工荒等实际问题。

责任单位：企业用工保障服务工作组。

责任人：省工信厅 张军 0431-88906900，15044169696

（8:30-22:00）

省人社厅 雷向春 13604330116

（8:30-22:00）



6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省人社厅，各市（州）工信局、

人社局。

九、企业服务热线

援企事项：省工信厅增加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96611”热线

服务功能，作为疫情防控期间受理我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

的主要困难、问题信息登记热线，登记搜集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遇

到的困难、问题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同时利用平台网

络功能，在疫情期间搜集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政策信息，

经整理后及时在平台上发布，让中小企业更快地了解政府的政策

信息，助力企业发展。

责任单位：企业服务热线工作组。

责任人：省工信厅 胡志森 0431-88905680，13664331111

（8:30-22:00）

热线号码：0431-96611

平台支撑单位：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省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中心、各市（州）工信局。

附件：1.全省援企平台工信系统联络方式

2.全省援企平台交通系统联络方式

3.全省援企平台人社系统联络方式



附件 1

全省援企平台工信系统联络方式

序号 单位 值班电话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1 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1

88777380

李维彬 局 长 0431-88777399 18943970015

勾兴涛 副局长 0431-88777385 13944080738

2 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2

62022268

刘 东 局 长 0432-62048608 13804408899

沈 刚 副局长 0432-62049578 13804410530

3 四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4

3266155

张国忠 局 长 0434-3266182 13944440911

栾国辉 副局长 0434-3263655 13500960037

4 辽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7

3513857

朱永库 局 长 0437-3516002 13943439615

崔海伦 副局长 0437-3516004 13732805325

5 通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5

3907710

聂洪志 局 长 0435-3591666 13843530877

富国良 副局长 0435-3937899 13843517885

6 白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9

3225426

张雪松 局 长 0439-3223077 18804390666

那 东 副局长 0439-3224831 13614390729

7 松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8

2217126

倪志臣 局 长 0438-2087766 13604380178

朱志恒 副局长 0438-2113042 1363035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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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值班电话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8 白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6

3527007

李 军 主持工作 0436-3527005 13804369058

李 军 副局长 0436-3527005 13804369058

9 延边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0433

2813176

于胜利 局 长 0433-2814716 18243367888

姜 艳 副局长 0433-2814095 18304338888

1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0433

5710027

黄贵君 局 长 0433-5710021 13244331177

张 超 副局长 0433-5710917 13244331155

11 梅河口市工信局
0435

4222405

鲁维新 局 长 0435-4224316 13944560777

肖 雷 副局长 0435-4875009 13944567975

12 公主岭市工信局
0434

6213508

郑洪章 局 长 0434-6214453 13804470799

刘先哲 副局长 0434-6296462 1384446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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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援企平台交通系统联络方式

序号 单位 值班电话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1 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 0431-81109115

赵梓君 货运科长 0431-81122921 18943698221

周 明
客运科科员

0431-81109039 18643129933

2 吉林市运输管理处 0432-64838724
赵海滨 货运科长 0432-64838719 13804425077

李 军 客运科长 —— 13664329555

3 四平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 0434-3623173
王庆来 货运科长 0434-3643956 18543441083

张 卓 客运科长 0434-3638093 18744408880

4 辽源市运输管理处 0437-5088022
王维东 货运科长 0437-5086073 15904376886

陈有胜 客运科长 0437-5086080 13904375590

5 通化市运输管理处
0435-3261698

3212934

马贵兴 货运科长 0435-3290075 13944587060

朴明刚 客运科长 0435-3211185 18744556777

6 白山市运输管理处 0439-5028009
张 猛 货运科长 0439-5016266 13943939799

郑春洲 客运科长 —— 1336449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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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值班电话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7 延边州运输管理处 0433-2259111
金光石 货运科长 0433-2703007 13304482323

房国善 客运科长 0433-2703019 13943378018

8 松原市运输管理处 0438-2124013
张宪生

副处长

分管货运
0438-2577006 13384383777

宋学义 客运科长 0438-2577010 19997031977

9 白城市运输管理处 0436-3678230
杨子烨 货运科长 0436-3678218 18343612288

李 凯 客运科长 0436-3678215 18104368878

10 长白山管委会运输管理处

（白天）

0433-5712542

（夜晚）

15944380007

淡晓阳 货运科长 0433-5756901 18643287590

淡晓阳 客运科长 0433-5756901 15944380007

11 公主岭市运输管理所 0434-6866316
高晓松

副所长

分管货运
0434-3866305 13704471006

祝林颖 客运科长 0434-6294278 16688211555

12 梅河口市运输管理所 0435-4375783
吕家鹏 货运科长 0435-4249856 13843506111

吕家鹏 客运科长 0435-4249856 138435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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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省援企平台人社系统联络方式

序号 单 位 职 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1 吉林省就业服务局
主管处长 柴斌 0431—88660698 18843166218

热线电话 0431—88660620

2 长春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孙振一 0431－81118006 13704368033

热线电话 0431－81118023

3 吉林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张文波 0432－62047502 15567512333

热线电话 0432-62047511

4 四平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赵辉 0434－3270399 15504349299

热线电话 0434-3271330

5 辽源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邹建华 0437－6095605 13943785712

热线电话 0437-6095609

6 通化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王殿伟 0435－3337855 13943407855

热线电话 0435-32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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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职 务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7 白山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乔俊有 0439－3295696 13804495696

热线电话 0439-3327067

8 白城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苗壮 0436－3206962 13804368121

热线电话 0436—3206972

9 松原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姜智德 0438－6932203 13943887529

热线电话 0438-6932208

10 延边州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沈龙 0433－2879103 13944326668

热线电话 0433-2879117

11 长白山管委会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孙长征 0433－5757299 15944388835

热线电话 04335757057

12 公主岭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王洪涛 0434－6255966 13843425225

热线电话 0434－6255966

13 梅河口市就业服务局
主管局长 李珊珊 0435－4303188 13943536488

热线电话 0435－4303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