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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副秘书长名单（57 人） 

主  任（1人） 

张柳华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副会长 

副主任兼秘书长（1 人） 

宋大我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后勤集团总经理 

副主任（18 人） 

万福平 深圳中快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洪松 山东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刘庆国 东北林业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兼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 

李熠 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杨玉亭 郑州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吴文初 贵州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沈建平 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餐饮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陈杰 北京大学餐饮中心主任 

林旭昌 浙江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周高 苏州大学党委常委总会计师 

赵砚 华中科技大学学校总务长兼后勤集团总经理 

赵相华 北京林业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专家顾问 

董种德 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副秘书长 

曾翎 电子科技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 

鲍永华 长安大学后勤管理处原主任、陕西省伙专会主任 

蓝其强 华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党委书记、处长 

蓝海 南开大学膳食服务中心主任 

魏强 清华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副秘书长（37 人） 

丁润生 内蒙古工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王冰 吉林财经大学后勤资产处副处长 

王云杰 江苏省高校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王丽晓 苏大教服集团副总裁，科桥餐饮公司总经理 

王梦宾 天津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邓巴 西藏大学后勤管理处（后勤集团）总经理 

朱兆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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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骏 南京梅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树勋 河北省高校伙食管理专业部主任 

祁泽平 宁夏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李寒 华中农业大学资产经营与后勤保障部部长 

李家勇 
辽宁龙源教育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餐饮公
司总经理 

杨定鹏 东北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沈贵林 青海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张泽麟 湖南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 

陈有亮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陈国栋 新疆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陈建立 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集团原常务副总经理 

武胜国 山西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兼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罗春平 西安交通大学后勤保障部副处长 

金锦华 浙江工商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周飞 安徽省高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科长 

周建国 江西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德贵 重庆交通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 

郑恒山 北京师范大学副总务长兼总务长办公室（后勤管理处）主任 

赵龙 山东大学饮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赵建 四川师范大学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段树生 泉润佰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天龙 西北民族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祖占良 北京工业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 

楼天敏 
浙大新宇集团，浙江新宇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事长、总经理 

袁新胜 广西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黄玉良 云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党委书记 

董永波 海南大学师生事务保障中心副主任 

董国强 河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集团处长、总经理 

储著斌 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蔡茂华 华南农业大学总务部后勤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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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21 人）、委员（273 人）名单 

北京市（常委 7人，委员 9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平易 
北京师范大学总务长办公室（后勤管理处）副主
任兼商贸中心主任 

常委 刘强 中央民族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常委 孙园植 中国政法大学后勤处处长 

常委 李春启 北京林业大学综合保障部餐饮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赵永兵 北方工业大学后勤基建处处长 

常委 唐冰 北京理工大学物业管理与后勤服务公司副总经理 

常委 梅青 首都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副主任 

委员 丁健 北京物资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付延成 北京食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员 刘静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江淼 中国农业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李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后勤基建处副处长 

委员 李忠庆 北京邮电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杨士军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肖春林 北京联合大学后勤保障中心总经理 

委员 赵兴 北京交通大学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天津市（常委 2人，委员 8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兰志金 天津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冀峰 中国民航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处离退休处副处长 

委员 王东 天津财经大学后勤保障处副科长 

委员 刘浩 天津城建大学后勤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 

委员 李亚兰 天津职业大学后勤管理处膳食管理科副科长 

委员 李辉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张栓 天津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膳食管理科科长 

委员 崔建军 天津体育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梁鹏 天津农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委员 董超 天津理工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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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常委 5人，委员 11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马建国 河北师范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常委 史进 河北工业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李锁全 石家庄铁道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姚伟 河北大学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处长 

常委 董立峰 燕山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马建良 河北地质大学后勤集团主任 

委员 乔杰 河北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刘志强 河北工程大学后勤管理处主任 

委员 李吉文 河北农业大学后勤服务中心科长 

委员 杨宏坤 承德医学院后勤处处长 

委员 张家瑞 衡水学院后勤管理处主任 

委员 陈守栋 北方学院后勤与规划建设处主任 

委员 荆树栋 华北科技学院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委员 高海宁 河北经贸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黄英强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后勤管理处主任 

委员 曹渤海 华北理工大学后勤集团总公司主任 

山西省（常委 3人，委员 9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苏保君 太原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常委 陈建富 中北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常委 贺光明 太原理工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兼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王宏伟 山西工商学院后勤处处长 

委员 乔来荣 运城学院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李光辉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后勤保卫部副部长 

委员 李韶飞 长治医学院后勤保障处主任 

委员 杨祥生 山西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张为民 山西财经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兼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郑述剑 山西农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徐忠 大同大学后勤党委书记 

委员 韩亮 山西医科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内蒙古自治区（常委 2 人，委员 6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苏和 内蒙古师范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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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 陈立永 内蒙古农业大学饮食中心主任 

委员 王烨辉 内蒙古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 

委员 李恒斌 内蒙古科技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周关锁 集宁师范学院后勤基建处处长 

委员 周春光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钟淑茹 内蒙古民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麻新本 赤峰学院后勤基建处处长 

辽宁省（常委 4人，委员 12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李洪彪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级总会计师 

常委 张广安 辽宁工业大学副校长 

常委 姚军 辽宁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隋波涛 辽东学院后勤总公司总经理 

委员 王正伟 沈阳北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主任 

委员 艾德刚 辽宁金融学院后勤保障中心副主任 

委员 刘彦斌 大连理工大学后勤处副处长、副书记 

委员 李玉强 辽宁大学后勤发展集团总经理 

委员 李建权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餐饮中心主任 

委员 张良 沈阳农业大学后勤处正处级调研员 

委员 陈泓 大连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林茂仁 营口理工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赵明亮 大连交通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赵素香 渤海大学总务处副处长 

委员 徐艳彬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总务处副处长 

委员 浦声江 沈阳化工大学后勤管理处总支书记 

吉林省（常委 3人，委员 10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孙伟 吉林农业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常委 徐凤德 东北师范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高普友 吉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王大华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王胜军 长春中医药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 

委员 尹哲文 延边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 

委员 邓建平 长春工业大学后勤处处长 

委员 左向东 长春工程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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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安荣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后勤党总支书记 

委员 陈维伦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侯广宇 吉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费维烈 北华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委员 姚天行 长春理工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黑龙江省（常委 7人，委员 14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尹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产业处副处长 

常委 刘畅 哈尔滨理工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常委 安宇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杨庆忠 齐齐哈尔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常委 肖宇 黑龙江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张辉 牡丹江师范学院后勤管理处党总支书记 

常委 周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副处长兼饮食中心主任 

委员 于湘淮 黑龙江省学生资助与教育后勤服务中心 

委员 王云松 哈尔滨商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王伟峰 东北农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王峰 哈尔滨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石瑞祥 东北石油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朱国林 黑龙江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中心主任 

委员 孙智峰 黑龙江工程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李波 哈尔滨工程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轩诗涛 黑龙江东方学院总务处副处长兼饮食中心主任 

委员 宋长利 
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后勤服务中心美食中心主任 

委员 林春宏 佳木斯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郑耘泽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赵云鹰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兼饮
食中心主任 

委员 曹广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膳食中心主任 

上海市（常委 7人，委员 8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才宁 复旦大学总务处副处长 

常委 赵正军 华东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常委 耿政松 上海高校后勤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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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 龚向明 华东理工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常委 富琴军 同济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常委 樊宇 上海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常委 戴育明 上海交通大学后勤保障中心副主任 

委员 方勇 上海理工大学后勤管理处餐饮管理中心主任 

委员 计文炯 上海杉达学院后勤保卫处处长 

委员 任国荣 
上海财经大学后勤发展中心总经理助理兼饮食管
理部经理 

委员 刘伟纲 上海大学后勤保障部总务办副主任兼饮服中心主任 

委员 陈志华 上海海洋大学后勤管理处餐饮管理部主任 

委员 武亦文 上海海事大学后勤中心餐饮管理办公室主任 

委员 周文标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后勤服务中心总经理 

委员 傅佳喆 上海建桥学院后勤保卫处副处长 

江苏省（常委 9人，委员 15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韦忠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 

常委 朱春生 扬州大学后勤党委书记 

常委 孙峰 常州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何林 东南大学后勤党工委书记 

常委 陈仲元 中国矿业大学总务部部长 

常委 岳健 南京大学后勤服务集团膳食中心主任 

常委 夏广兵 苏州市蓝天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委 钱德洲 南京农业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 

常委 熊加兵 淮阴师范学院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委员 马恒通 
江苏海洋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兼饮食服务总公司
总经理 

委员 王国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王海桥 三江学院资产管理处处长 

委员 方正泉 江南大学后勤保障系统党委书记 

委员 田乃清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校长 

委员 朱兴同 南京工业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委员 李军 江苏科技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李胜先 江苏暹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员 陈孝金 南京泉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员 宋伟华 南京理工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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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张建安 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 

委员 莫洪国 常州扬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员 章耀华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委员 蔡志宏 盐城师范学院后勤基建处处长（后勤保障集团总经理） 

委员 颜新平 南京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浙江省（常委 8人，委员 9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朱炜 杭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常委 朱然 中国计量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常委 吴晓明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委 陈仙保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常委 陈礼桢 浙江理工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柴哲军 宁波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章彩燕 浙江工业大学容大后勤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常委 谢小波 浙江师范大学后勤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 

委员 王宇峰 中国美术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 

委员 叶明泉 湖州师范学院后勤服务中心总支书记、副主任 

委员 刘勇 浙江海洋大学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委员 陈文健 浙江财经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委员 陈去畏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委员 陈琛杰 浙江音乐学院后勤与校园安全处处长 

委员 庞宪洪 台州学院后勤服务管理处处长 

委员 郑伟栋 嘉兴学院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委员 钱潮 浙江农林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安徽省（常委 11人，委员 15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王光存 安徽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 

常委 王健 合肥黄山大厦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委 何春华 合肥工业大学总务部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辛国芳 安徽李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委 张利 安徽润博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委 陈晟 合肥学院公共事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常委 陈晓杰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 

常委 林浩伟 安徽理工大学总务部副部长 

常委 唐记明 安徽工业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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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 盛昌明 铜陵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常委 彭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饮食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丁金锁 安徽农业大学总务管理处长 

委员 王宁 皖西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 

委员 王先民 安庆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基建与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左秋华 安徽中快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员 卢学根 安徽工程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毕明生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委员 伍先勇 安徽杏林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员 孙永 安徽建筑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李国强 安徽中医药大学总务处副处长 

委员 杨荣贵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副院长 

委员 张岭 安徽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后勤集团总经理） 

委员 陈雨龙 安徽师范大学总务处餐饮中心主任 

委员 罗虹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副院长 

委员 周学萍 安徽大佳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员 雷红生 安徽财经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福建省（常委 6人，委员 10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李强 华侨大学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常委 张予锋 福建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常委 陈伟民 福州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兼党委书记 

常委 陈志兵 集美大学基建与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饶平生 福建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翁锋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刘晓青 武夷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杨勇 闽江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吴选忠 福建工程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陈素红 闽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卓文杰 泉州师范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周建辉 宁德师范学院资产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房一伟 福建省伙专会秘书长 

委员 徐玉锋 莆田学院后勤处处长 

委员 黄文柱 三明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曹梦春 龙岩学院后勤基建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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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常委 3人，委员 11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刘沁 九江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饮食中心主任 

常委 张晓峰 南昌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常委 姜瑜 江西财经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王俊懿 江西理工大学校园服务与校产管理中心主任 

委员 孙剑华 江西农业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陈伟 宜春学院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陈国彪 江西科技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委员 陈京平 井冈山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罗晓畅 南昌航空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查文峰 景德镇陶瓷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夏芳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高银桃 上饶师范学院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党总支书记 

委员 黄磊 东华理工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薛先庆 华东交通大学后勤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 

山东省（常委 11人，委员 10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于爱军 山东工商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王哲强 中国海洋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后勤集团总经理 

常委 王勤晓 枣庄学院后勤服务处处长 

常委 尹继宝 山东建筑大学后勤处处长 

常委 石维杰 
山东农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后勤党委书记、饮食服
务中心主任 

常委 任海伦 山东财经大学后勤处副处长、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 

常委 冷志强 鲁东大学后勤处处长 

常委 胡勇 潍坊医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常委 隽博泳 滨州医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窦大海 山东松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委 蔡文 山东理工大学后勤管理处党总支书记、处长 

委员 王海清 山东金膳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员 刘海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宋传国 淄博职业学院后勤服务管理处处长 

委员 张兆锋 山东交通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张承刚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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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夏立军 聊城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中心主任 

委员 席敦杰 潍坊学院总务处副处长兼饮食中心主任 

委员 葛赏 曲阜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韩汝军 山东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臧甲友 济南大学后勤管理与基建处副处长 

河南省（常委 2人，委员 13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郭建宏 
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处副处长（后勤发展总公司副
总经理） 

常委 曹宝国 河南大学总务处（后勤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委员 吕晶 郑州轻工业大学后勤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李文忠 
河南城建学院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后勤处）党总
支副书记 

委员 李永胜 河南理工大学餐饮商贸中心总经理 

委员 张根成 河南科技大学后勤处（后勤集团、校医院）副处长 

委员 张新冉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后勤处处长 

委员 张磊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总务处处长 

委员 陈德宝 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 

委员 周志强 河南工业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党委书记 

委员 赵保生 河南工程学院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 

委员 袁社锋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郭晓 南阳师范学院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副主任 

委员 黄家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康伟 信阳师范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副书记 

湖北省（常委 3人，委员 15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李帆 武汉华工后勤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委 段胜章 华中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主任 

常委 饶胜凯 湖北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委员 王如意 武汉理工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王建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后勤保障处主任 

委员 叶勇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刘文韬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李义敏 湖北经济学院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李华龙 中南民族大学后勤保障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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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李跃建 武昌首义学院后勤集团总经理 

委员 杨宏 武汉科技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杨柳 三峡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罗华桥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柯江为 湖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中心（后勤集团）主任 

委员 梅全心 江汉大学后勤服务保障中心（后勤集团）副主任 

委员 蒋圣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勤保障部主任 

委员 鲁平 长江大学后勤保障部主任 

委员 曾荣 武汉纺织大学后勤保障处高级会计师、副处长 

湖南省（常委 4人，委员 7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宋政余 吉首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陈芒良 湖南农业大学后勤保障中心主任 

常委 胡壮志 中南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常委 施一满 长沙理工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委员 毛洪建 湖南大学后勤保障部饮食办公室主任 

委员 杨少清 湖南城市学院基建与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沈卫国 湖南师范大学饮食中心主任 

委员 周鹏 中南大学后勤保障部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唐立新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管理处处长 

委员 曾艳 南华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熊革佳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副处长 

广东省（常委 5人，委员 12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王国辉 
广州中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大学饮食
服务中心副主任 

常委 危晓玲 广东寅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委 刘怡军 广东工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孙连坡 华南理工大学后勤处处长 

常委 陈星潭 韶关学院后勤处党委副书记 

委员 孙志成 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员 邓煜辉 广州医科大学后勤校产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刘志立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汤程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许洁丹 广州大学后勤服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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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李永森 暨南大学食堂管理中心主任 

委员  沈新海 南方医科大学总务处饮食管理中心书记 

委员 胡卫标 广东财经大学后勤处处长 

委员 饶燕平 广东金融学院资产后勤管理处后勤管理科科长 

委员 祝火盛 广东省高校后勤协会秘书长/南方医科大学总务处长 

委员 程子建 岭南师范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谢海柱 肇庆学院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 1人，委员 9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邓海军 广西师范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委员 义家运 广西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韦斯 右江民族医学院后勤基建处处长 

委员 卢世标 北部湾大学后勤基建处处长 

委员 麦庆艺 广西医科大学后勤基建处处长 

委员 宋海军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校长助理/兼桂林信息科技学院
后勤服务公司总经理 

委员 陈诗强 玉林师范学院后勤基建处处长 

委员 钟庆光 广西民族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秦勤忠 桂林理工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直属支部书记 

委员 廖建辉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海南省（委员 3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委员 麦瑜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后勤处副处长 

委员 林春雨 海南医学院后勤管理处科长 

委员 彭华荣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重庆市（常委 2人，委员 10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蒋家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基建后勤处处长 

常委 谢心灵 重庆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刘元勇 
重庆文理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机关第四党总支
书记） 

委员 杜英杰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后勤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 

委员 吴东 重庆教育后勤协会企业部部长 

委员 余昌海 重庆科技学院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张蔚 西南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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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陈邦权 长江师范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钟连超 重庆理工大学基建后勤处处长 

委员 夏睿 重庆师范大学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庹永鸿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基建后勤处处长 

委员 辜永成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处长 

四川省（常委 4人，委员 13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马勇锋 西南交通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常委 邓礼坤 西南科技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常委 杨凌云 四川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常委 张谛 西南财经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 

委员 甘春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 

委员 冉红 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后勤服务公司副总经理 

委员 向鹏 西南民族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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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 刘建军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基建处基建维修科科长 

委员 刘俊 西华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 

委员 许跃安 成都理工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委员 杨永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后勤基建处副处长 

委员 张春来 西南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陈明俊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封雪松 
四川轻化工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后勤服务总公
司总经理 

委员 袁明锋 乐山师范学院后勤保障服务部部长 

委员 谢滨 四川旅游学院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贵州省（常委 1人，委员 5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汪永江 贵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王建平 贵州民族大学后勤管理处食品安全科科长 

委员 刘玉林 凯里学院后勤处处长 

委员 余晓 遵义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陈弘 贵州财经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委员 幸兴 贵州中医药大学后勤党总支书记（后勤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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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常委 1人，委员 5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王荣彬 昆明理工大学后勤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 

委员 寸忠堂 大理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李红英 西南林业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委员 杨平 昆明学院后勤集团总经理 

委员 和福永 楚雄师范学院后勤总务部（主持工作）副总经理 

委员 姚宏逵 云南财经大学后勤产业集团餐饮服务中心经理 

陕西省（常委 5人，委员 9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化小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常委 邢凯 西安理工大学后勤处处长 

常委 杜俊业 
西北工业大学后勤产业集团总经理助理兼饮食服
务中心主任 

常委 段新广 陕西科技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常委 曹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 

委员 田磊 陕西中医药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 

委员 朱峰 西北政法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委员 刘书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助理兼饮食中
心总经理 

委员 李法周 延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管理中心副处长 

委员 李晓方 西北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 

委员 张涛 西安外国语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陈卫平 陕西师范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庞秋红 西安工业大学总务处副处长 

委员 梅永刚 西安邮电大学后勤服务产业集团总经理 

甘肃省（常委 2人，委员 4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李升红 兰州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兼饮食中心主任 

常委 杨映宇 兰州城市学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马晓虎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产业处处长 

委员 袁省平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处长 

委员 贾志斌 西北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 

委员 崔强 兰州理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17 

 

青海省（委员 2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委员 王伦邦 青海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委员 曹庆生 青海民族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委 1人，委员 3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汤榕 宁夏医科大学后勤处处长 

委员 马玉龙 北方民族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委员 张勇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处长 

委员 赵炜 宁夏师范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委 2人，委员 6 人） 

类别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常委 张小宾 石河子大学后勤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 

常委 岳熙 新疆农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刘刚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行政学院）
后勤服务管理处处长 

委员 刘旭莹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委员 刘杰 新疆财经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委员 
米吉
提·伊
米提 

新疆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 

委员 

那苏如
拉·阿
不都热
西提 

新疆大学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正处） 

委员 蒋贞 伊犁师范大学后勤处主任 

  

备注：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