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关于表彰 2019 年度山东省高校伙食管理工作

优秀片区、先进单位及

先进个人、终身荣誉奖、优秀联络员的决定

各高校会员单位：

根据《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章程》——《表彰制

度》中关于年度表彰的办法，经各片区单位申报推荐、山东省学校后勤

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研究讨论，决定授予潍坊片区、烟台威海片区“优

秀片区”称号，授予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等 26个单位“伙食管理

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授予任文宁等 124 位同志“伙食管理工作先进个

人（管理人员类）”称号，授予张建镇等 108 位同志“伙食管理工作先进

个人（一线员工类）”称号，授予杨永升等 36位同志“伙食工作终身荣

誉工作者”称号，授予郭玮一等 9位同志“优秀联络员员”称号，特予

以表彰。

本次表彰，旨在展现学校伙食管理领域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传承和发扬“敢为人先、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任劳任怨”的高校

伙食工作精神，不断推进省“伙管会”的专业服务能力、行业管理水平，

不断深化学校伙食管理改革，推动新形势下学校餐饮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省“伙管会”号召，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要继续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高校伙食管理改革的各项实际工作



中去。同时，各高校伙食服务实体和全体高校伙食工作者要以此为榜样，

传承和发扬高校伙食工作精神，聚焦工作重点，敢于改革、善于创新、

勇于实践，充分发挥伙食管理工作在高校教学科研中的保障作用，不断

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永攀新高，为适应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要求，

进一步提高高校伙食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高校餐饮服务市场发展，

开创改革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附件：

1、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优秀片区名单

2、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伙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3、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伙食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管理岗位类）

4、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伙食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一线员工类）

5、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终身荣誉奖名单

6、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优秀联络员名单

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

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20 年 1月 7日



附件一：

山东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优秀片区

（排名不分先后）

潍坊片区

烟台威海片区



附件二：

山东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伙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济南东片区

本科院校：

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建筑大学饮食中心

山东财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专科院校：

济南职业学院总务处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生活管理科

济南西片区

本科院校：

山东师范大学饮食中心

山东农业大学饮食服务管理中心

济南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山东交通学院生活服务中心

聊城大学后勤服务中心

泰山学院饮食中心



专科院校：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

鲁西南片区

本科院校：

济宁学院饮食服务中心

专科院校：

临沂职业学院膳食管理科

鲁中北片区

本科院校：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专科院校：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饮食管理中心

烟台威海片区

本科院校：

滨州医学院膳食服务中心

山东工商学院饮食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学生饮食管理办公室

专科院校：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膳食科



青岛日照片区

本科院校：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饮食服务中心

山东科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青岛理工大学（黄岛）饮食服务中心

专科院校：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中心餐饮部

潍坊片区

本科院校：

潍坊学院饮食服务中心

专科院校：

潍坊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



附件三：

山东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伙食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名单（管理人员类）

（排名不分先后）

济南东片区

任文宁 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中心校区餐饮部主任

魏承玉 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趵突泉校区餐饮部副主任

任海伦 山东财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传志 山东财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

陈茂福 山东建筑大学饮食中心管理员

王 健 山东建筑大学饮食中心管理员

张承刚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赵海平 山东现代学院饮食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

王维亚 山东职业学院餐饮中心仓库管理员

曹 罡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饮食与健康服务中心主管

周翔宇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生活管理科负责人

靳 峰 济南职业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员

李延东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餐饮中心主任

王 雷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员

亓 磊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综合核算兼保管员

苏晓萌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员



刘振胜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济南西片区

郭春霆 山东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 星 山东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诗存 山东师范大学饮食中心主任

王 凤 山东师范大学饮食中心红烛园餐厅经理

刘茂山 齐鲁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科级干部

蒋国利 齐鲁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毕春玉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守忠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

邢兆伟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杨大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海标 山东交通学院生活服务中心副主任科员

许昌迎 山东交通学院生活服务中心管理员

蔡伯柱 山东艺术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科长

单清谦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饮食中心正科级干部

肖佃军 聊城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新宇 泰山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刘文东 泰山学院饮食中心主任

刘 强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饮食管理科科长

滕 镛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监督管理科科长



王卫东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基建处科长

王齐峰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薛思亮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膳食科科长

鲁西南片区

姬广华 枣庄学院饮食中心主任

刘召跃 曲阜师范大学生活服务中心副主任

康绪虎 曲阜师范大学后勤处监控部部长

韩广强 临沂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王国田 临沂大学饮食科科长

朱利龙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饮食服务中心职员

李继光 菏泽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张 震 菏泽学院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宋德镇 济宁医学院饮食中心宿舍管理党支部副书记

王志良 济宁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管理员

李友明 济宁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管理员

孟海亚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餐厅监管办公室主任

郭存珍 枣庄职业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员

蒋学忠 临沂职业学院膳食管理科长

崔永军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员

曾凡星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沂）总务处处长

任崇伟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后勤副处长



王方顺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膳食管理科长

张洪民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餐饮中心主任

鲁中北片区

刘宣科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工会主席

张 鑫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齐园餐厅、南苑餐厅经理

王永水 滨州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刘庆同 滨州学院饮食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任 斌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生活管理办公室主任

纪 峰 齐鲁医药学院餐饮管理科副科长

娄和忠 淄博职业学院饮食管理科科长

王 伟 淄博职业学院饮食管理科管理员

纪小敏 东营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汪法洪 滨州职业学院饮食中心西一餐厅经理

聂淑妹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饮食科管理员

陶 伟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饮食管理中心主任

烟台威海片区

王志朋 鲁东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方志 鲁东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维修组组长

谢军红 山东大学（威海）饮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冯 静 山东大学（威海）饮食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邹志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学生饮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王 波 滨州医学院膳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 强 烟台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闫桂金 烟台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孙殿刚 山东工商学院饮食中心副主任

刘永顺 山东工商学院饮食中心东苑餐厅经理

刘庆成 山东交通学院（威海）生活服务科科员

龙晓宇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膳食管理科科长

孔祥川 烟台南山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张 勇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宫婷婷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后勤管理部科员

赵安仁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曹亚群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总务处科员

朱志伟 烟台职业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刘昌君 威海职业学院总务处食堂管理科科员

刘昌松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商业服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

李 浩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科员

王鑫林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膳食科食品安全管理员

青岛日照片区

潘卫东 山东科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朱兆翠 山东科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学海餐厅经理



李永贵 中国海洋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兼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孙晨曦 中国海洋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综合部主任

刘卫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张方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饮食服务中心荟萃苑餐厅经理

孟宪峰 山东大学（青岛）副主任科员

崔国华 山东体育学院（日照）生活服务中心主任

颜 胜 青岛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办公室负责人

郭 永 青岛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白 林 青岛理工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刘盛东 青岛理工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井继伟 青岛黄海学院后勤保障部经管中心副主任

杜连杰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资产运维处处长

房玉山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后勤处处长

韩 澄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总务处主任科员

李 淼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中心副处长

丁国玉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主任

李海燕 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食堂管理员

潍坊片区

胡 勇 潍坊医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兼膳食服务中心主任

张法刚 潍坊学院总务处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冯明亮 潍坊科技学院膳食处副处长



李明江 潍坊科技学院膳食处副处长

李 兵 潍坊理工学院后勤处处长

季光亮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饮食科科长

何 飞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餐饮服务中心负责人

于春鹏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总务处膳食中心科员

孟宪刚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膳食管理处处长

王 强 潍坊职业学院后勤服务处副处长兼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刘晓静 潍坊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管理员

闫保华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后勤服务处处长

石国磊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资产管理与后勤服务处副处长



附件四：

山东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伙食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名单（一线员工类）

（排名不分先后）

济南东片区

张建镇 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中心校区餐饮部厨师长

黄丕斌 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千佛山校区食堂主任

戴传国 山东财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饮部经理

宋洪延 山东财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饮部经理

申庆海 山东建筑大学饮食中心文苑三楼教工餐厅行政总厨

吴 军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后勤管理处饮食管理主任

李 勇 山东现代学院饮食中心崇俭餐厅经理

王淑亮 山东现代学院饮食中心悯农餐厅经理

祝 齐 山东职业学院餐饮中心仓库管理员

林海岛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总生活管理科管理员

吴兴华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餐饮中心教职工餐厅经理

郑西龙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管理员

郭晓宇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食堂会计

李 浩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

济南西片区



曹文江 山东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大学食府食堂主任

闫振明 山东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教工餐厅食堂主任

路国鑫 山东师范大学饮食中心红烛园餐厅经理

王元保 山东师范大学饮食中心玫瑰园餐厅班组长

王长海 齐鲁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一食堂班组长

王兆刚 齐鲁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三食堂班组长

王雅威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综合办公室主任

崔得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潘教良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

彭 磊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 强 济南大学后勤管理与基建处一食堂经理

燕西敏 济南大学后勤管理与基建处九食堂经理

刘 虓 山东艺术学院饮食服务中心食堂管理员

单清谦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饮食中心正科级干部

张振峰 聊城大学后勤服务中心翰苑餐厅店长

刘吉如 聊城大学后勤服务中心雅苑餐厅店长

安 岩 泰山学院饮食中心主任

张振国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饮食管理科南苑餐厅店长

李富强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翰林家园餐厅经理

程 帅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员

张红燕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生活科科长

崔伦雪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膳食科科员



鲁西南片区

孟 亮 枣庄学院饮食中心办公室主任餐厅经理

张青山 曲阜师范大学生活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吴春光 曲阜师范大学生活服务中心学生第三食堂主任

麻本宝 临沂大学饮食科科长

贾忠良 临沂大学饮食科教工餐厅经理

徐彬彬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饮食服务中心职员

冯成熙 菏泽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红案总厨

刘玉池 菏泽学院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兼主任助理

谷 丰 济宁医学院饮食中心管理员

乔连文 济宁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管理员

刘合生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餐厅厨师长

刘敬帅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沂）餐厅经理

柏庆起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沂）餐厅经理

赵得臣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饮食中心科员

陈红彬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膳食管理科第一食堂经理

徐庆华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济宁市委第一机关招待所餐厅经理

鲁中北片区

谢微微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北苑餐厅副食班长

马军志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一楼北城面食班长

赵 杰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生活管理办公室



王 艳 齐鲁医药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季慧月 淄博职业学院饮食管理科南校区第一餐厅一楼经理

巩京礼 淄博职业学院饮食管理科餐厅经理

刘 蓉 东营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办公室文员

付 红 滨州职业学院饮食中心会计员

江 瑶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饮食管理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

烟台威海片区

王文川 鲁东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第三餐厅经理

陈生金 鲁东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第四餐厅经理

吕明军 山东大学（威海）饮食管理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于承志 山东大学（威海）饮食管理服务中心卫生检查员

张冬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学子餐厅三楼厨师长

隋英杰 滨州医学院膳食服务中心学苑食堂经理

丁昌海 烟台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孙丁金 烟台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刘培来 山东工商学院饮食中心食品卫生安全监督员

王士升 山东工商学院饮食中心第一食堂经理

申 魁 山东交通学院（威海）生活服务科科员

尹燕国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膳食管理科科员

范利平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总务处饮食服务科科长

李金光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后勤管理部科员



倪宝顺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管理员

刘 辉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总务处食堂四楼厨师长

杨文博 烟台职业学院总务处

迟 爽 威海职业学院总务处食堂管理科第二餐厅经理

牟忠乾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科员

王德祥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膳食科食品安全管理员

青岛日照片区

杨如鹏 山东科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班组长

江明顺 山东科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班组长

王增涛 中国海洋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第二食堂一餐厅经理

全 建 中国海洋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第五食堂经理

王 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饮食服务中心玉兰苑餐厅副经理

吴先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饮食服务中心唐岛湾餐厅副经理

王长军 山东大学（青岛）饮食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海霞 青岛大学饮食服务中心膳食一部库管员

陈希涛 青岛大学饮食服务中心膳食一部经理助理

张 婷 青岛科技大学四方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王 磊 青岛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孙宏锐 青岛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郭文强 青岛黄海学院后勤保障部经管中心现场管理

龚苏学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餐饮中心二楼厨师



王爱花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总务处食品安全管理员

刘 琨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中心餐饮部科长

潍坊片区

谭法山 潍坊医学院膳食服务中心餐厅管理员

李 奇 潍坊学院总务处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何同之 潍坊科技学院膳食处天泰餐厅一楼经理

田瑞先 潍坊科技学院膳食处天和餐厅一楼经理

王彦珍 潍坊理工学院后勤处副处长

姚攀东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饮食科第一餐厅经理

刘晓升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餐饮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唐俊斌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总务处膳食中心后勤保障科科长

张丽娜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膳食管理处食品安全员

刘宗磊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滨海校区餐厅经理

蒋西明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后勤服务处副处长



附件五：

山东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终身荣誉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济南东片区

杨永升 山东建筑大学饮食中心第二餐饮部主任

张宝苓 山东现代学院饮食管理中心

郑 勇 山东职业学院餐饮中心管理员

杨立忠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饮食与健康服务中心管理员

济南西片区

高玉元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集体采购办公室主任

崔兴贵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郭俊信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杨继民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朱京友 山东中医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厅经理

刘 虓 山东艺术学院饮食服务中心食堂管理员

郑 国 泰山学院饮食中心食堂安全管理员

杨新峰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食品安全管理员

鲁西南片区



颜延赞 曲阜师范大学生活服务中心教工一楼食堂主任

李秀江 曲阜师范大学生活服务中心教工二食堂主任

高大岭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沂）生活服务中心管理员

麻元景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沂）餐厅经理

卢彦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沂）餐厅经理

柏庆起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沂）餐厅经理

鲁中北片区

郑 强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

尹玖文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加工厂厂长

张爱东 东营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崔怀军 滨州职业学院餐饮服务中心

烟台威海片区

宋增夫 滨州医学院膳食服务中心第一餐厅经理

马洪伟 滨州医学院膳食服务中心西苑餐厅菜组组长

董艳明 山东工商学院饮食中心学子苑餐厅

吕以龙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膳食管理科

张元升 烟台职业学院总务处

于方欣 烟台职业学院总务处

于英海 烟台职业学院总务处



青岛日照片区

陈京元 中国海洋大学饮食服务中心职员

王明东 中国海洋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饮食监管部检测员

王玉环 中国海洋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供应部主管

徐相毅 中国海洋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炊事员

王泽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孙宏锐 青岛理工大学饮食中心副主任科员

贾云峰 青岛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采购员



附件六：

山东学校后勤协会高校伙食管理分会

2019 年度优秀联络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济南东片区

郭伟一 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职员

济南西片区

张 星 山东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高 翔 山东师范大学饮食中心办公室主任

鲁西南片区

陆 杰 枣庄学院饮食服务二中心主任

熊 峰 曲阜师范大学生活服务中心食堂主任

鲁中北片区

纪 峰 齐鲁医药学院后勤管理处餐饮管理科副科长

烟台威海片区

刘晓燕 鲁东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办公室职员



青岛日照片区

张 璐 山东科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潍坊片区

高平洋 潍坊医学院后勤管理处膳食服务中心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