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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鲁科协发〔2019〕57 号

——————————————————————

关于 2019年度山东省科协学会工作和

企事业科协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市科协，各省属企业科协、省属

高校科协：

2019 年，省科协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市科协、企

业科协、高校科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聚焦八大发展战略，按照山东省科协新时代

“五大计划”的总体部署和要求，认真履行科技社团职责，积极为

科技工作者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服务、为全省高质量

发展服务，圆满完成 2019年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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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单位 2019年度工作情况，省科协经认真评估研究，

确定山东农学会等 110家单位为“2019年度学会工作先进单位”，

山东大学科协等 25 家科协为“2019 年度企事业科协工作先进单

位”，山东省医学会等 50家单位为“2019年度学会工作、企事业

科协工作创新实践典型案例”，孙彩虹等 158名同志为“2019年度

学会工作先进个人”，张春华等 73名同志为“2019年度企事业科

协工作先进个人”。

特此通报。

附件：2019 年度学会工作和企事业科协工作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名单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9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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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学会工作和企事业科协工作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名单

一、2019年度学会工作先进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一）综合先进

1. 山东农学会

2. 山东林学会

3. 山东气象学会

4. 山东水产学会

5. 山东水土保持学会

6. 山东机械工程学会

7. 山东农业机械学会

8. 山东煤炭学会

9. 山东省烟草学会

10. 山东省自动化学会

11. 山东内燃机学会

12.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13. 山东硅酸盐学会

14. 山东省机器人研究会

15. 山东公路学会

16. 山东能源学会

17. 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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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

19. 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

20. 山东护理学会

21. 山东省疼痛医学会

22. 山东航海学会

23. 山东电子学会

24. 山东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25. 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

26. 山东省医学会

27. 山东省药学会

28. 山东省抗癌协会

29. 山东动物学会

30. 山东计算机学会

31. 山东省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

32. 山东省地球物理学会

33. 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34. 山东计量测试学会

35. 山东科技咨询协会

36. 山东环境科学学会

37. 山东省海洋经济技术研究会

38. 山东标准化协会

39. 山东软科学研究会

40. 山东省蜂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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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山东省反邪教协会

42. 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43. 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

44. 山东省生态学会

45. 山东省工程师协会

46. 山东省企业管理研究会

47. 山东省老年学学会

48. 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

49. 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

50. 山东省区域能源学会

51. 山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

52. 青岛市科协

53. 泰安市科协

54. 威海市科协

55. 日照市科协

56. 德州市科协

57. 聊城市科协

58. 菏泽市科协

（二）特色先进

1. 山东园艺学会

2. 山东水利学会

3. 山东省农业历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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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东农业生态环保学会

5. 山东金属学会

6. 山东汽车工程学会

7. 山东照明学会

8. 山东土木建筑学会

9. 山东制冷学会

10. 山东造纸学会

11. 山东纺织工程学会

12. 山东电机工程学会

13. 山东针灸学会

14. 山东解剖学会

15. 山东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16. 山东营养学会

17. 山东中医药学会

18. 山东预防医学会

19.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会

20. 山东防痨协会

21. 山东免疫学会

22. 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

23. 山东植物病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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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山东植物生理学会

25. 山东植物学会

26. 山东遗传学会

27. 山东声学学会

28. 山东省地质学会

29. 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30. 山东省工艺美术学会

31. 山东省土地学会

32. 山东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

33. 山东省质量管理协会

34. 山东省应用统计学会

35. 山东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36. 山东省科普创作协会

37. 山东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38. 山东省科学养生协会

39. 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

40. 山东省核学会

41.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学会

42. 山东省焦化行业协会

43. 山东省材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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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

45. 山东省光学工程学会

46. 山东省卒中学会

47. 济南市科协

48. 淄博市科协

49. 东营市科协

50. 潍坊市科协

51. 济宁市科协

52. 滨州市科协

二、2019年度企事业科协工作先进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1. 山东大学科协

2. 中国海洋大学科协

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协

4. 齐鲁工业大学科协

5. 山东科技大学科协

6. 山东农业大学科协

7. 山东建筑大学科协

8.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医学科学院）科协

9. 山东交通大学科协

10. 山东体育学院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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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科协

12. 青岛大学科协

13. 曲阜师范大学科协

14. 聊城大学科协

15. 滨州学院科协

16. 滨州医学院科协

17. 济宁医学院科协

18. 德州学院科协

19.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科协

20. 淄博职业学院科协

21. 日照职业学院科协

22.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科协

23.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24. 山东省电力科学技术协会

25.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科协

三、2019年度学会工作、企事业科协工作创新实践典型案例

（排名不分先后）

（一）学会改革发展

典型案例：

1.山东省医学会

2.山东省企业管理研究会

3.山东环境科学学会



— 10 —

（二）科学普及活动

典型案例：

1.山东省护理学会

2.山东计量测试学会

3.山东省疼痛医学会

4.山东省核学会

（三）决策咨询服务

活动典型案例：

1.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2.山东软科学研究会

3.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

4.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

（四）学会“承能”工作

典型案例：

1.山东省高层次人才促进会

2.山东农学会

3.山东气象学会

4.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

（五）团体标准制定

典型案例：

1.山东标准化协会

2.山东省自动化学会

3.山东针灸学会

4.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六）“一带一路”国际

学术交流典型案例：

1.山东电子学会

2.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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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省机器人研究会

4.山东农业机械学会

（七）区域性学术交流

活动典型案例：

1.山东公路学会

2.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3.山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

4.山东航海学会

5.山东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6.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

（八）学会集群建设

工作典型案例：
1.新能源新材料学会集群（牵头学

会山东硅酸盐学会）

2.现代海洋学会集群（牵头学会山

东省海洋经济技术研究会）

3.现代金融服务学会集群（牵头学

会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

4.现代高效农业学会集群（牵头学

会山东农学会）

（九）创新驱动助力

工作典型案例：

1.泰安市科协

2.枣庄市科协

3.威海市科协

4.菏泽市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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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机械工程学会

（十）企业科协工作

典型案例：

1.济南市科协

2.德州市科协

3.潍坊市科协

4.临沂市科协

（十一）“双创”活动

典型案例：

1.青岛市科协

2.淄博市科协

3.烟台市科协

4.山东大学科协

5.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科协

（十二）大学生科协

建设典型案例：

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协

2.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科协

3.山东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四、2019年度学会工作先进个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 孙彩虹 山东农学会

2. 张 宇 山东农学会

3. 臧真荣 山东林学会

4. 任年民 山东气象学会

5. 李怀刚 山东气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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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国田 山东园艺学会

7. 黄继文 山东水利学会

8. 徐 涛 山东水产学会

9. 马 良 山东水土保持学会

10. 沈广斌 山东省农业历史学会

11. 王桂峰 山东省棉花学会

12. 张 伟 山东农业生态环保学会

13. 夏玉海 山东机械工程学会

14. 何 华 山东机械工程学会

15. 杨秀梅 山东农业机械学会

16. 康建明 山东农业机械学会

17. 杨俊生 山东金属学会

18. 史乃生 山东汽车工程学会

19. 杨国丽 山东汽车工程学会

20. 刘志萍 山东石油学会

21. 杨传印 山东煤炭学会

22. 李 艳 山东省烟草学会

23. 郑富全 山东省自动化学会

24. 孙 鹏 山东省自动化学会

25. 李国祥 山东内燃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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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于明进 山东内燃机学会

27. 刘宝胜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28. 刘成卜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29. 梁训美 山东复合材料学会

30. 张 伟 山东硅酸盐学会

31. 安宝军 山东硅酸盐学会

32. 王 勤 山东照明学会

33. 崔传庆 山东照明学会

34. 王 晗 山东省机器人研究会

35. 丁 霞 山东土木建筑学会

36. 巩天季 山东土木建筑学会

37. 辛公明 山东能源学会

38. 杜文静 山东能源学会

39. 李永安 山东制冷学会

40. 韩程程 山东制冷学会

41. 吴 芹 山东造纸学会

42. 李英琳 山东纺织工程学会

43. 郭鲁海 山东航海学会

44. 赵晓龙 山东海岸工程学会

45. 房立珠 山东公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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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马晓丽 山东电子学会

47. 林华健 山东电子学会

48. 邱 娟 山东省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49. 葛玉全 山东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50. 任子钰 山东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51. 张树生 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

52. 张伟忠 山东省医学会

53. 王传广 山东省医学会

54. 刘向红 山东省药学会

55. 汤煜春 山东解剖学会

56. 王世立 山东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57. 李 青 山东营养学会

58. 陈淑华 山东中医药学会

59. 阎保华 山东省康复医学会

60. 王秀问 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1. 邓秀华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会

62. 刘明超 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

63. 孙莹姗 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

64. 师 伟 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

65. 白玉静 山东省护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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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宋京泽 山东省护理学会

67. 岳公雷 山东省疼痛医学会

68. 宋春燕 山东防痨协会

69. 刘 联 山东免疫学会

70. 史思达 山东省抗癌协会

71. 刘向群 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

72. 康翠洁 山东动物学会

73. 张晓菲 山东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74. 董楠楠 山东微生物学会

75. 李翠娟 山东计算机学会

76. 尚玉新 山东计算机学会

77. 张 敏 山东工程图学学会

78. 李向东 山东植物病理学会

79. 李 刚 山东植物生理学会

80. 赵栋梁 山东海洋湖沼学会

81. 马佰莲 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82. 樊守金 山东植物学会

83. 程 钰 山东地理学会

84. 田晓东 山东声学学会

85. 何守森 山东省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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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刘海青 山东省地球物理学会

87. 王春晓 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88. 王 晶 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协会工作者协会

89. 赵景雪 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协会工作者协会

90. 郭 波 山东计量测试学会

91. 姜 维 山东省工艺美术学会

92. 韩 炜 山东体育科学学会

93. 李俊卿 山东科技咨询协会

94. 魏正杰 山东科技咨询协会

95. 许 晶 山东环境科学学会

96. 李琬聪 山东环境科学学会

97. 韩 冰 山东省海洋经济技术研究会

98. 王 迪 山东省海洋经济技术研究会

99. 马 蕊 山东标准化协会

100. 李 琰 山东标准化协会

101. 高 婷 山东软科学研究会

102. 孙京波 山东省档案学会

103. 蔡璇璇 山东省应用统计学会

104. 李 君 山东省应用统计学会

105. 周长信 山东省蜂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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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孙风桂 山东省蜂业协会

107. 吕桂玉 山东省反邪教协会

108. 李 峰 山东省反邪教协会

109. 赵 俭 山东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110. 宁钦广 山东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111. 魏九玲 山东省科普创作协会

112. 赵 磊 山东省科普创作协会

113. 张 炬 山东省科技场馆协会

114. 孔祥飞 山东省科技场馆协会

115. 赵莎莎 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116. 李 秋 山东省科学养生协会

117. 苏冠群 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118. 侯广尧 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119. 田晓庆 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

120. 李 胜 山东省保健科技协会

121. 王君栋 山东省核学会

122. 刘大胜 山东省生态学会

123. 孟繁进 山东省生态学会

124. 史 洁 山东省工程师协会

125. 亓志梅 山东省工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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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孙录宝 山东省企业管理研究会

127. 刘 娜 山东省企业管理研究会

128. 徐 强 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学会

129. 齐 婳 山东省焦化行业协会

130. 徐荟涵 山东省老年学学会

131. 王龙昭 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

132. 许 华 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

133. 李 敬 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

134. 李洪涛 山东省大数据研究会

135. 王 琳 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

136. 刘利达 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

137. 邵渭泉 山东省光学工程学会

138. 夏 峰 山东省光学工程学会

139. 王自然 山东省卒中学会

140. 马广伟 山东省区域能源学会

141. 王馨笙 山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

142. 宋东晓 山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

143. 万 鑫 济南市科协

144. 王晓倩 济南图书馆学会

145. 解 玲 青岛市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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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昃晓晓 淄博张店区科协

147. 李 斐 枣庄市科协

148. 张兴波 东营市科协

149. 葛树忠 烟台市科协

150. 高建杰 潍坊市科协

151. 吕 贺 济宁市科协

152. 王玉光 泰安市科协

153. 金 帅 日照市科协

154. 庄 炎 临沂市科协

155. 侯林林 德州市科协

156. 乔占龙 聊城市科协

157. 周金兰 滨州市科协

158. 周保华 菏泽市科协

五、2019年度企事业科协工作先进个人（排名不分先后）

1. 张春华 山东大学科协

2. 刘 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协

3. 宋 欣 中国海洋大学科协

4. 谭 瑶 山东科技大学科协

5. 屈跃宽 曲阜师范大学科协

6. 朱晓明 青岛大学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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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贾玉辉 青岛农业大学科协

8. 柏 娟 青岛科技大学科协

9. 金建英 青岛理工大学科协

10. 卞 丽 滨州学院科协

11. 孙 正 枣庄学院科协

12. 霍雨慧 济宁学院科协

13. 赵建立 聊城大学科协

14. 马俊玉 潍坊学院科协

15. 李建奇 菏泽学院科协

16. 戈文鲁 济宁医学院科协

17. 李晓双 潍坊医学院科协

18. 董贵俊 山东体育学院科协

19. 王素琴 山东协和学院科协

20. 刘恩超 齐鲁理工学院科协

21. 陈龙溪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科协

22. 张 燕 山东省职业服装学院科协

23. 张家惠 烟台职业学院科协

24. 刘 婷 滨州职业学院科协

25. 王学武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科协

26. 姚海元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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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张华清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科协

28. 李 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29. 马增敏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科协

30. 于 蕊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31. 夏 红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32. 唐国龙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33. 张 昱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科协

34. 刘 柱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科协

35. 鹿 勇 菏泽医专科协

36. 门玉康 青岛工学院科协

37. 李慧智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科协

38. 姜宝华 青岛黄海学院科协

39. 苏明辉 青岛滨海学院科协

40. 孙丽丽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科协

41. 余江英 枣庄职业（技师）学院科协

42. 崔大鹏 滨州医学院科协

43. 邹桂良 临沂职业学院科协

44. 郑冬冬 山东华宇工学院科协

45. 武际斌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46. 韦玉霞 德州学院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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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杨晓华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48. 程加祥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科协

49. 贾才兴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科协

50. 杜大鹏 济南市中区科协

51. 夏祥涛 德州市科协

52. 李 健 枣庄市学会服务中心

53. 佘秀英 烟台蓬莱市科协

54. 李 宁 青岛市分析测试学会

55. 王 军 青岛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56. 滕志涛 威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57. 刘卫东 国家能源菏泽发电有限公司科协

58. 王 磊 国网技术学院科协

59. 李 婷 山东省电力科学技术协会

60. 闫 晶 山东省电力科学技术协会

61. 杨志浩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科协

62. 刘 洋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科协

63. 潘西海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协

64. 孙风晓 山东钢铁日照分公司科协

65. 岳 华 解放军第 4808工厂威海修船厂科协

66. 满德恩 菱花集团有限公司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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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韩 刚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科协

68. 郑江南 山东钰耀弘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协

69. 王发合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科协

70. 孙双春 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科协

71. 陆诗德 泰安路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科协

72. 田英明 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科协

73. 于智慧 山东绿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协

山东省科协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