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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政府

国资委、省统计局、省企业联合会连续十八年

发布的“青海企业 50 强”再次出炉。榜单的发

布不仅折射出一年来青海经济发展的走向，更

是青海各企业全面发力的最好展示。

今年的榜单中，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

工程局有限公司、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等四家国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进入前五。

其中，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毫无悬念以年销

售收入 518.22 亿元，刷新纪录继续位列第一。

并且，此次榜单的入围门槛首次突破 11 亿元

大关。

2021 年，受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

炎疫情持续冲击，经济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明显增多。但从今年的榜单中可以明显看

出，各上榜企业表现优异，发展韧性十足，科学

谋划，迎难而上，突出重围，实现了特色优势产

业持续做大做强，形成了新动能，构建了新支

撑，全省工业企业结构更优、后劲更足、效益更

好。

攻坚克难攻坚克难

工业经济运行好于预期工业经济运行好于预期

2021 年，在经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

经济发展“三重压力”，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诸多困难问题的冲击考验，

青海紧盯园区、行业、企业“三大重点”，关注项

目、产销、成本、资金“四个变量”，突出煤电油

气运“五项要素”保障，实现了工业运行稳定增

长。

据统计，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 9.2%，实现近七年来最高增速；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301.6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1倍。

榜单中也有具体体现，从营收来看，2022
年青海企业 50 强营业收入总额为 4152.07 亿

元，较上年增长了 31.4%，实现了近三年来最大

增幅。

从榜首成绩看，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再

次刷新纪录，实现了历史最好的成绩，比去年

直接增加 2亿元营收。

从前五的“尖子生”成绩来看，总营业收入

1757 亿元，比上年增加 247 亿元，可谓强者越

强。

从入围门槛看，此次榜单首次突破 11亿元

大关，上榜者可以说是行业翘楚，成绩均颇为优

秀。

强者愈强强者愈强

头部企业地位难以头部企业地位难以““撼动撼动””

仔细分析近五年榜单，西部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远东智慧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销售分公

司、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可谓是

榜单的“常驻嘉宾”。

特别是今年的榜单前五名：西部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中国水利

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远东智慧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与去年保持了相同排名。

但同中有异，今年这五家榜单头部企业，

在稳定排名的同时，科学组织生产，把握市场

机遇，加强经营管控，深化改革创新，前五企业

营 业 总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加 247 亿 元 ，平 均 增 幅

16.36%。

特别是位居榜首，多年岿然不动的西部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去年，企业扎实推进项目建

设，实现稳定高效运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

动两化融合。从榜单中可见，518.22 亿元的成

绩，不仅刷新了自己创下的记录，更拉动了整

个榜单的整体水平。从多年企业报表中分析

可见，企业以技术、科技为支撑，连年增加研发

投入，2021 年投入研发 3.32 亿元，比上年增加

98.8%。企业也对外披露，2021 年西部矿业申

请国家专利 56 件，授权专利 41 件；完成 2 项科

技成果评价工作，成果水平均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真正实现了强者越强，头部地位难以撼动

之势。

路线明晰路线明晰 产业产业

““四地四地””为发展指明方向为发展指明方向

2021 年，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

书记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域

特征，亲自为青海推动高质量发展擘画重大战

略，提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

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

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大

要求。

青海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四地”建

设的行动方案相继印发实施，全省 30 余个“十

四五”重点规划均将支持产业“四地”建设纳入

其中，财政也加大支持力度，为青海推动盐湖

化工向新材料、新能源等绿色低碳领域拓展，

做强光伏、锂电等新兴产业，扩大特色农畜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推进特色优势产业与旅游业

有机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青海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

直拉单晶、锂电材料等一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落地建设，电池级碳酸锂等 24 个重点项目建

成投产，盐湖化工、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分别增

长 20%、43%和 29%左右，一批特色优势产业项

目加快建设或投产发力，推动新兴产业保持较

快发展势头。

从榜单中也可以清晰看到，今年榜单中增

加了如五矿盐湖有限公司等以产业“四地”为

主业的企业，另外，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青海

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亚洲硅业（青海）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农牧生产资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产业“四地”主责主业企业，加大科

研投入及技术突破，排名也在逐年稳中有进，

走向榜单前列。

榜单前三甲中青海最大的发电企业，在青

海建成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园区、全球最大的

单体光伏电站、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全

球最大的光伏发电实证基地、全球最大的新能

源分布式调相机群的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营业收入 409.97 亿

元排名榜单第二；自 2017 年以来，已连续 5 年

刷新并保持着全清洁能源供电世界纪录，以打

造 绿 色 电 网 为 主 的 国 网 青 海 省 电 力 公 司 以

342.70亿元排名榜单第三。

发展路线明晰，绿色发展、产业“四地”为

青海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主责企业优势越发

明显。

改革蹄疾步稳改革蹄疾步稳

国有企业经济支撑力显著国有企业经济支撑力显著

细看近年来榜单变化，今年 50 家入围企

业中，国有企业 35 家，是近三年来国有企业上

榜数量最多的一年。据统计，在榜单 50 家企

业营业总收入中，贡献了 85.38%的经济力量。

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民营

企业由于机制灵活等优势，及时转换了赛道，

借力“上云”抢得了疫情下的发展先机，但也有

部分民营企业暴露出资金链易断裂、抗风险能

力弱等弊端。

反观，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

业，虽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无法避免

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大体量也提供了企业抗

击风险的缓冲区，争取到了企业整装待发的宝

贵时机。

与此同时，青海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有序推

进。省属监管企业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

断完善，集团层面及子企业实现董事会应建尽

建，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全面推行，经营性

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比例由去年初的 53%
提升至 94.7%，国有企业对全省经济的支撑力

越发强劲。

据统计，截至去年 12 月末，17 户出资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1306 亿元，同比增长 20.6%；实

现利润总额 140 亿元，同比增长 530%；上缴税

费 76亿元，同比增长 28%。

特别是去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涅槃重生，成功恢复上市，上市首日股票市值

增幅达 406%，实现全年营业收入 147.78 亿元，

利润总额 52.21 亿元，同比增长 80.4%，提振了

青海众国有企业发展的信心，也实现了此次榜

单排名第八的较好成绩。

再回归榜单，细品上榜的国有企业多为青

海省委省政府的主导产业，青海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以及通信业和金融服务业。对比往年

榜单，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正在通过勤练内

功，稳定榜单地位，逐步逆流而上……

2022 年，青海各企业发展方向更加明晰，

举措铿锵有力，相信在党中央和青海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必将收获满满，呈现令人期待的新

变化、新成就。

本报讯（记者 芈峤 通讯员 何炳
勋 ） 8 月 11 日，由国网青海省电力公

司牵头承担的“面向大型新能源富集地

区的储能电站优化调度运行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项目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项目验收。标志着青

海电网在储能电站优化调度运行关键

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促进青海电

化学储能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设

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据了解，该项目由国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牵头、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许

继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冀北电科院联合

组成科研团队，开展了历时 3 年的产学

研用联合攻关，建立了储能电站统一、

标准的公共信息模型，研究了适用于多

电压等级、多应用场景的储能电站调度

接入方式；提出了大型新能源富集地区

送端电网储能电站参与电网调峰、调频

和无功支撑等优化调度策略以及储能

电站在不同场景下的综合评价方法；开

发了储能电站调度模块，开展了储能电

站的优化调度示范应用，提高了新能源

消纳水平。

该项目负责人张海宁介绍：“青海

电网目前新能源装机占比已高达 61%
以上 ，给新能源消纳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该项目的研究为后续储能电站大

规模接入电网调度系统提供了理论、开

发和工程借鉴。”

青海企业：迎难而上，奋楫笃行
——从2022年“企业50强榜单”看青海企业发展脉络

高原荒漠区战略性
矿产勘查开发技术

创新中心入选国家队

国网青海电力一项
新能源关键技术
通过国家电网验收

黄河公司多晶硅厂全貌 黄河公司提供

亚洲硅业 王伟才摄

黄河公司鑫业分公司焙烧炉室添加填充料
黄河公司提供

本报讯（记者 芈峤 通讯员 逯登
栋） 8 月 15 日，记者从国家电投黄河上游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近日，国家

自然资源部公布了 50 个工程技术创新中

心建设名单。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主管，

青海省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黄河公司矿业公司联合申报的

“高原荒漠区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技术创

新中心”项目成功入选，是青海唯一入选

项目。

近 年 来 ，黄 河 公 司 矿 业 公 司 聚 焦 国

家、行业、区域的重大需求，依托夏日哈木

镍钴矿，开展战略性矿产成矿理论与方法

技术创新研究，不断提升自主创新和成果

转化能力，从而达到用先进理论指导找矿

实践、取得找矿突破、增加公司资源储量、

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据悉，“高原荒漠区战略性矿产勘查

开发技术创新中心”将以在青藏高原独特

的成矿地质背景和高原荒漠区自然景观

条件下，以地球系统科学核心理论为支

撑，以绿色勘查理念为引领，以技术研发

和应用驱动找矿突破为核心，以服务战略

性矿产资源保障、战略矿产资源储备、社

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打造

一个创新成果集聚、组织运行开放、多方

协同攻关的创新平台。

据黄河公司矿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公司作为共建方之一，将积极与政府

相关部门对接，在地方政府各级主管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了《高原荒漠区

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方案》并进行了申报，最终通过了国家自

然资源部的论证。

下 一 步 ，黄 河 公 司 矿 业 公 司 将 本 着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诚实守信、长期合

作”的原则，高质量开展“高原荒漠区战略

性矿产勘查开发技术创新中心”的创建工

作，依托该中心、结合公司实际，在主要成

矿带或矿集区开展成果应用，推动产学研

一体化持续发展，为国家在高原荒漠地区

的找矿研究贡献力量。

西部矿业成功打造国内首条5G全自动智能化锌冶
炼熔铸生产线 芈峤 摄

青海农牧业“龙头”企业——三江集团贵南草业一
望无际的油菜花海 芈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