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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协伙〔2020〕7 号 

关于表彰“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高校餐饮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学校）后勤协会（研究会）及所属

伙专会（部），各会员单位： 

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

育强国的宏伟目标。高校餐饮系统广大干部和员工牢记使命担当，

甘于奉献、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努力构建一流的餐饮服务保障

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校餐饮系统广大干部、员工进

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

力共克时艰，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高校餐饮人的智慧和

力量。 

为弘扬高校餐饮系统广大干部、员工不畏艰险、迎难而上、

勇于担当、积极奉献的精神，以评促建、树立典型，中国教育后

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开展了“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高校餐饮

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推选活动。鉴于 2020

年高校餐饮系统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大量综合

性、专题性工作，伙专会报请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研究同意，以主

要考量总体工作成绩、重点考虑疫情防控工作的评选原则，决定

将此次表彰荣誉称号调整为“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高校餐饮工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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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高校餐饮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序号 省份 单位名称 

1 

北京 

清华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2 首都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饮食服务中心 

3 
中央民族大学后勤保障处（后勤集团）餐饮管理服

务中心 

4 北京林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5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保障处饮食服务中心 

6 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集团餐饮管理部 

7 
天津 

天津大学膳食管理中心 

8 南开大学膳食服务中心 

9 

河北 

河北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10 河北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11 华北理工大学后勤集团总公司餐饮工作部 

12 河北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中心 

13 
山西 

山西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14 太原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15 
内蒙 

内蒙古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16 内蒙古工业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17 

辽宁 

辽宁师范大学餐饮服务中心 

18 辽东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饮食中心 

19 沈阳农业大学后勤处餐饮管理中心 

20 辽宁龙源高校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21 

吉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 

22 吉林农业大学 

23 东北师范大学 

24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后勤集团饮食中心 

25 黑龙江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26 佳木斯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27 

上海市 

同济大学后勤集团 

28 上海交通大学后勤保障中心 

29 上海高校后勤配货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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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江苏 

苏州大学后勤管理处 

31 扬州大学后勤保障处 

32 南京大学后勤服务集团膳食中心 

33 南京梅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4 常州大学后勤服务中心 

35 

浙江 

浙江大学后勤饮食服务中心 

36 浙江工商大学后勤服务中心餐饮管理部 

37 浙江师范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38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饮食服务集团 

39 安徽大学后勤管理处 

40 安徽润博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1 安徽李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2 合肥黄山大厦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3 安徽大佳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44 

福建 

闽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 

45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46 福建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47 

江西 

九江学院 

48 南昌航空大学 

49 江西师范大学 

50 

山东 

山东大学 

51 山东师范大学 

52 山东中医药大学 

53 泉润佰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4 

河南 

郑州大学 

55 河南大学 

56 河南农业大学 

57 

湖北 

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58 华中科技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总公司 

59 华中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饮食服务中心 

60 华中农业大学资产经营与后勤保障部饮食服务中心 

61 武汉理工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公司 

62 湖北大学后勤集团饮食中心 

63 江汉大学后勤服务保障中心饮食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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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饮食服务中心 

6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膳食服务中心 

66 中南民族大学后勤保障处饮食服务中心 

67 武汉华工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68 
湖南 

湖南大学后勤保障部 

69 中南大学后勤保障部 

70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后勤处饮食服务中心 

71 华南农业大学总务部后勤处饮食服务中心 

72 深圳中快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73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后勤保障处/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

中心 

7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后勤处饮食科 

75 海南 海南大学师生事务保障中心 

76 

重庆 

重庆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77 重庆交通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饮食分公司 

78 西南大学后勤集团膳食服务中心 

79 

四川 

四川大学 

80 电子科技大学 

81 西南交通大学 

82 贵州 贵州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83 云南 云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84 西藏 西藏大学后勤管理处（后勤集团） 

85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8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7 西北工业大学 

88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 

89 宁夏 宁夏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 

90 新疆 新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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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高校餐饮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序号 省份 姓名 职务 

1 

北京 

王晓如 北京大学餐饮中心副主任 

2 曾杰 北方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3 石明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餐饮服务中心副主任 

4 罗大勇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5 曹盟盟 
北京理工大学物业管理与后勤服务公司餐

饮服务中心副经理 

6 邱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保障处饮食服务中

心主任 

7 何维 北京师范大学学一食堂经理 

8 

天津 

魏淑贤 天津大学后勤保障部食堂保障科副科长 

9 庞宁 中国民航大学中航大后勤公司副总经理 

10 徐波 南开大学膳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11 张栓 天津科技大学膳食管理科 

12 

河北 

张富谊 河北赫达实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3 陈守栋 河北北方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4 马斯哲 承德医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5 黄英强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饮食管理中心主任 

16 牛魁哲 河北科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7 

山西 

苏保君 太原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18 杨祥生 山西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19 张为民 
山西财经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兼饮食服

务中心主任 

20 徐忠 
大同大学后勤管理处党委书记兼饮食服务

中心主任 

21 

内蒙 

崔健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

餐饮中心科长 

22 张军 
内蒙古农业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副主任 

23 孙利军 内蒙古科技大学后勤处饮食中心副主任 

24 辽宁 杨定鹏 东北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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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洪傲峰 
辽宁大学后勤发展集团崇山校区餐饮服务

中心主任 

26 卞克强 
大连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餐饮服务中心主

任 

27 沈浩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总务处处长 

28 于忠诚 沈阳建筑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29 刘清波 沈阳工业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30 

吉林 

王洪恩 东北师范大学南苑餐厅管理员 

31 王大华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32 孙祖尧 吉林财经大学饮食中心主任 

33 吉林 车正太 延边大学饮食中心管理员 

34 

黑龙

江 

杨庆忠 齐齐哈尔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35 王艳东 东北林业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36 李波 哈尔滨工程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37 王云松 哈尔滨商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38 孙海英 东北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39 尹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产业处副处长 

40 朱国林 黑龙江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中心主任 

41 王志强 哈尔滨理工大学后勤处饮食中心副主任 

42 王峰 哈尔滨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43 

上海 

赵正军 华东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44 傅佳喆 上海建桥学院后勤保卫处副处长 

45 方勇 上海理工大学后勤管理处餐饮管理中心主任 

46 陆培德 
东华大学后勤集团饮食管理中心延安路校

区饮食部经理 

47 孙凯 上海师范大学后勤饮食中心行政主管 

48 

江苏 

曹祥生 常州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49 程颂阳 东南大学总务处采购中心主任 

50 汪洋 江南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51 杨步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慧园餐厅食堂主任 

52 乔艳茹 中国矿业大学饮食管理中心主任 

53 李亮 盐城师范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科员 

54 莫洪国 常州扬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55 钱正苏 苏大教服集团科桥餐饮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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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王明明 

苏州大学后勤管理处膳食管理科副科长 

江苏省高等学校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

员会秘书 

57 

浙江 

庄春荣 
浙江工业大学容大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精弘食苑餐厅仓管员 

58 傅英 
杭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经理 

59 洪银娇 宁波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60 宋婷 
中国计量大学后勤服务中心餐饮服务部综

合办主管 

61 张益群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

主任 

62 董铭华 浙江农林大学后勤集团餐饮服务中心厨师长 

63 

安徽 

左登海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疆班食堂采购员 

64 李少德 
安徽医科大学后勤集团餐饮管理服务中心

主任 

65 朱少韧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后勤服务集团支部书记 

66 尚震刚 
合肥工业大学总务部饮食服务中心运营管

理科采购办公室经理 

67 

安徽 

胡向东 
安徽农业大学后勤保障处饮食中心欣苑食

堂经理 

68 王彪 
安徽财经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餐饮服务

中心主任 

69 陈雨龙 安徽师范大学总务处餐饮中心主任 

70 张忠芳 安徽工业大学原饮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71 吴浩 合肥长快餐饮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 

72 黄坤 合肥市天鲜配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73 

福建 

陈有亮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74 黄文柱 三明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75 叶炳南 集美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76 林文信 福州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管理科科长 

77 刘威 闽江学院后勤管理处餐饮服务中心副主任 

78 郭晓红 华侨大学后勤餐饮服务中心综合部副经理 

79 杜金桔 新华丰华大餐饮(厦门)有限公司运营一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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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林红 福建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膳食科科长 

81 洪永健 福建省高校伙专会秘书处秘书 

82 

江西 

张晓峰 南昌大学后勤副总经理 

83 涂金河 上饶师范学院食堂一线厨师长 

84 祝永忠 景德镇陶瓷大学后勤处湘湖食堂管理科科长 

85 陈京平 井冈山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86 任俊 
江西农业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服务监督管理

中心饮食服务监督管理中心部长 

87 李翩江 宜春学院后勤保障处处长 

88 

山东 

胡勇 
潍坊医学院后勤管理处党总支副书记、副

处长兼膳食服务中心主任 

89 杜中华 
山东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兼饮食中

心主任 

90 杨嵩先 山东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91 孙汝成 鲁东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92 张星 山东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93 商云领 枣庄学院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94 高翔 
山东师范大学高校伙食管理分会秘书处秘书 

后勤管理处饮食中心办公室主任 

95 

河南 

姜国磊 
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伙食管理科

科长 

96 于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勤处伙食管理科科长 

97 李永胜 河南理工大学餐饮商贸中心经理 

98 魏怀军 河南工业大学后勤服务中心餐饮管理科科长 

99 王富刚 
河南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餐饮服务中心

经理 

100 刘新岭 南阳师范学院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膳食科 

101 王富晓 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处伙食科副科长 

102 

湖北 

刘丽芬 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03 李辉 
华中科技大学后勤集团总助兼饮食总公司

总经理 

104 段胜章 华中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05 乔娟 
华中农业大学资产经营与后勤保障部饮食

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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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陈雷 
武汉理工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公司物资

供应部主任 

107 郭银阶 湖北大学后勤集团饮食中心经理 

108 马美勇 江汉大学饮食服务部副主任 

109 王建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后勤保障处饮食服务

中心 

110 蒋圣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膳食服务中心主任 

111 李华龙 中南民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12 张娟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餐饮服务办公室经理 

113 鲁平 长江大学后勤保障部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14 曾荣 武汉纺织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115 

湖南 

李波 
长沙理工大学后勤服务保障中心餐饮服务

部主任 

116 谷利民 湖南科技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 

117 郭虎军 
湖南城市学院基建与后勤管理处餐饮服务

中心主任 

118 卢健祥 湖南恒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119 

广东 

黄福泉 
华南农业大学总务部后勤处饮食服务中心

监控部食品安全管理员 

120 黄小花 广东财经大学后勤处经理 

121 刘星桥 深圳中快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122 

广西 

卢德林 
广西师范大学后勤保障处/后勤服务集团

饮食服务中心经理 

123 梁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后勤处饮食科科长 

124 刘韬 
广西大学广西西大朴诚后勤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萃苑一餐厅经理 

125 

重庆 

杨文学 重庆医科大学膳食科支部书记、科长 

126 宋新涛 西南大学后勤集团膳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127 杨学兵 
重庆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食堂管

理员 

128 曾兵 
重庆交通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饮食分公司

总经理 

129 
四川 

张谛 西南财经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 

130 赵建 四川师范大学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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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金文萍 西南科技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32 张蕊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监管与卫生防

疫科科长 

133 王宇 西华大学后勤餐饮服务 

134 刘井涛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后勤公司总经理助理、

保卫处处长助理 

135 
贵州 

杨欢欢 贵州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36 王杰 贵州师范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经理 

137 

云南 

徐晓辉 
云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助理、饮食

服务中心主任、云大宾馆副经理 

138 盛学军 
昆明理工大学后勤保障服务中心饮食服务

中心副主任 

139 西藏 邓巴 
西藏大学后勤管理处（后勤集团）书记、

总经理 

140 

陕西 

邢凯 西安理工大学后勤处处长 

141 宋晓平 长安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调研员 

142 张明龙 西北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43 马玉清 
陕西科技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助理兼饮食

服务中心主任 

144 张文 西安邮电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科长 

145 
甘肃 

杨映宇 兰州城市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46 徐卓 兰州大学后勤保障部餐饮服务中心主任 

147 青海 祁大伟 青海师范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148 
宁夏 

赵蜀军 宁夏大学后勤集团饮食中心主任 

149 马义飞 北方民族大学后勤处饮食中心主任 

150 

新疆 

张村 
新疆大学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饮食一部

经理 

151 马强 新疆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饮食服务部主任 

152 黄辉 新疆农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