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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科协字〔2021〕8 号 

 

 

关于表扬 2020 年度全市科协系统先进单位及
先进个人的通报 

 
各市级学会，各县市区科协，各企业科协，各高校科协： 

2020 年，全市各级科协组织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以及市

科协工作部署，不断创新工作方式，积极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

革，推动科协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迈向新台阶。 

为弘扬正气、凝聚正能量，激发科协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奋

发进取、改革创新的积极性，经研究，决定对“科创中国”试

点市建设、学会、企事业科协工作、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泰安市基层科协组织建设、2020 年度中国科协科技信息应用

项目等方面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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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做

出更大的成绩。希望全市各级科协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准确把

握“四服务”的工作定位，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

锐意进取，为实现我市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市目标做出新的贡

献。 

 

附件：1.“科创中国”试点市建设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名单 

      2.市级学会、企事业科协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名单  

      3.泰安市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及优秀 

        活动名单 

      4.泰安市基层科协组织建设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名单 

      5.2020 年度中国科协科技信息应用项目示范企业及 

        先进个人名单 

 

 

 

泰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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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科创中国”试点市建设先进单位 
及先进个人名单 

 

一、“科创中国”试点市建设先进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泰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岱岳区科学技术协会 

新泰市科学技术协会 

肥城市科学技术协会 

二、“科创中国”试点市建设引领人物（排名不分先后） 

张  媛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力博工 

业技术研究院（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训美  山东路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仲立军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重大专项办主任 

郑三英  泰安三英环境安全检测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新  山东鲁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  梅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部部长 

王宜群  泰安中研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部长 

何  新  新泰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孔  怡  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食用菌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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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红  泰安市板栗协会会长 

杨德运  泰安市电子学会理事长 

于爱莲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院长 

王凌云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科研处处长 

黄晓琴  泰安市茶叶科技学会会长、山东农业大学茶学 

系主任 

张福勇  泰安市养生保健康复学会会长 

三、“科创中国”试点市建设示范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山东金泰恒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兴合环保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山东一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巴富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 

泰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四、“科创中国”试点市建设示范平台（排名不分先后） 

泰安中研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力博工作站  

中国公路学会土工合成材料协同创新共同体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童装面料研发中心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三英集团） 

泰安市智慧水务产业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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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学会工作站 

中国科协创新驱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泰安市分中心 

泰安高新区新材料产业联盟 

中国微循环学会（泰安）工作站 

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医药院士泰安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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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级学会、企事业科协工作先进单位 
及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泰安市水科技学会 

泰安市眼科学会 

泰安市心理学会 

泰安市养生保健康复学会 

泰安市口腔协会 

山东省农业大学科协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科协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泰安光明爱尔眼科医院科协 

山东路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科协 

二、先进个人（排名不分先后） 

张新红  泰安市母婴健康学会  

董  键  泰安市养生保健康复学会 

牛庆霖  泰安市古树名木保护学会 

王  锋  泰安市眼科学会 

殷红燕  泰安市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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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湘敏  泰安市气象学会  

焦  娟  泰安市农学会              

赵  然  泰安市医学会                         

肖建光  泰安市心理学会  

赵子彧  泰安市妇幼保健学会    

刘国栋  泰安市中医药学会             

苏延友  泰安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胡云龙  泰安市抗癌协会               

张  杰  泰安市口腔协会                                    

刘  敏  泰安市防痨协会                      

张  静  泰安市板栗协会      

朱建忠  泰安市医学影像学研究会  

于  扬  泰安市医师协会      

潘建华  泰安市健康睡眠研究会  

韩晓阳  泰安市茶叶科技学会      

张庆锋  泰安市检验检测科技学会    

王  超  泰安市水科技学会         

田  欣  泰安市科学养生研究会  

刘  桦  泰安市电子学会 

王  芳  泰安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崔海东  泰安市青年科学家协会 

游晓功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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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敏  山东省农业大学科协 

张晓燕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科协 

范传峰  泰安光明爱尔眼科医院科协 

杨佃志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科协 

韩孟彬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科协 

屈克英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宋庆军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科协 

崔运坤  泰山学院科协 

谢松才  岱银集团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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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泰安市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及优秀活动名单 

 

一、泰安市 2020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排名

不分先后） 

泰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肥城市科学技术协会 

宁阳县科学技术协会 

东平县科学技术协会 

泰安高新区科技创新部 

泰安徂汶景区经济发展部 

泰安市板栗协会 

泰安市眼科学会 

泰安市中医药学会 

泰安市健康睡眠研究会 

泰安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泰安市心理学会 

泰安市检验检测学会 

泰山药用植物协会 

泰山学院科协 



 

 —10—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科协 

泰安市应急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科（新闻宣传科） 

二、泰安市 2020 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排名不分先后） 

口腔健康科普义诊活动（泰山区财源街道英雄山社区） 

文明礼仪知识讲座（泰山区财源街道三联社区） 

环境保护清洁煤节能炉具推广科普示范日（泰山区邱家店

镇经贸办） 

义诊惠民生，真情暖人心（泰山区邱家店镇卫生院） 

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倡导绿色生活（泰山区泰前街道办

事处） 

小小烟灰袋助力创城有妙招（泰山区泰前街道办事处国华

社区） 

保健知识进社区（泰山区省庄镇科技办） 

科学助老服务活动（泰山区上高街道凤凰社区） 

茶艺培训（泰山区上高街道双龙社区） 

自主可控技术与产品科普教育基地 2020 年“全国科普日”

系列科普活动（泰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泰山黄精药食同疗宣讲科普日活动（岱岳区科学技术协

会、山东国德文化科普基地） 

泰山古典汽车主题展科普日活动（泰山古典汽车博览馆科

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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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学进社区科普日系列活动（岱岳区科学技术协会、

岱岳区粥店办事处高铁社区） 

中老年养生保健专题讲座科普日活动（岱岳区科学技术协

会、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堰东社区） 

身边的科学——安全生产宣传进社区科普日活动（岱岳区

科学技术协会、岱岳区粥店办事处长城社区） 

科学种养技术培训系列讲座科普日活动（岱岳区科学技术

协会、岱岳区天平办事处南大圈村） 

山区林果改良增收讲座科普日活动（岱岳区科学技术协

会、岱岳区天平办事处玄黄村） 

校园科技馆开放周科普日活动（岱岳区科学技术协会、岱

岳区实验中学） 

“我心中的科学家”演讲竞赛科普日活动（岱岳区科学技

术协会、岱岳区实验小学） 

老年病保健系列讲座科普日活动（岱岳区科学技术协会、

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大河社区） 

新冠肺炎与健康新理念专题报告会（新泰市科学技术协

会） 

区块链原理、应用及发展趋势科普报告会（新泰市科学技

术协会） 

“探索发现、科技互动”提高我市全民科学素质（新泰市

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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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市机器人协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新

泰市科学技术协会） 

新泰市科普知识进乡村系列科普活动（新泰市科学技术协

会） 

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增设“科技砝码”活动（新泰市

科学技术协会） 

特色早中熟苹果生产基地培训活动（新泰市科学技术协

会） 

“情系生态环境，筑梦美丽中国”科普日宣传活动（新泰

市科学技术协会） 

科普公益电影进小区活动（肥城市科学技术协会） 

“关爱慰问老党员 义诊医演进社区”活动（肥城市科学

技术协会） 

肥城桃技术培训活动（肥城市科学技术协会） 

传承“粉制品文化”为每一孩子创造科学发展新天地（宁

阳县科学技术协会）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科普宣传活动（宁阳县科学技术协会） 

科技志愿服务（新型职业林农培训）（宁阳县科学技术协

会） 

科技志愿服务走进田间地头系列宣传活动（东平县科学技

术协会、山东生态农业科技志愿服务队） 

畅游校园科技馆，体验科学魅力（东平县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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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青少年溺水 筑牢暑假安全防线（东平县科学技术协

会） 

“科技引领未来”青少年机器人科普活动（东平县科学技

术协会） 

科技创新助力富民兴农（东平县科学技术协会、山大泰山

科技园） 

“防震减灾 科普先行”主题科普日活动（东平县科学技

术协会、东平县地震监测中心） 

全民健康--东平县开展“9.20 全国爱牙日”活动（东平

县科学技术协会） 

“畅游科普牧场，领略乳业文化——健康牛奶进万家”科

普日专题宣传活动（泰安徂汶景区、山东泰山安康生态乳业有

限公司） 

新时代少年——励志感恩担当科普教育报告会（泰安市心

理学会）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泰安英雄山中学学生心理健康讲

座（泰安市心理学会） 

灵芝·引领科学养生（泰山药用植物协会） 

提升母亲素质，更好支持孩子成长（泰安市心理咨询师协

会） 

关注幼儿心理健康 守护生命成长（泰安市心理咨询师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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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健康科普，助力健康生活（泰安市中医药学会） 

健康送到家门口（泰安市中医药学会） 

探究实施心理控制机理分析及易感人群预防策略推广活

动（泰安市健康睡眠研究会） 

“决胜全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2020 年全国科普日党

建下乡（泰安市板栗协会） 

气象知识科普宣传（泰安市气象学会） 

林业科技培训系列活动（泰安市林学会） 

科学防疫，健康校园（泰山学院科协）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泰山职

业技术学院科协） 

医疗科普进社区（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科协） 

气象科普基地开放活动（泰安市气象科普馆教育基地） 

泰安市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泰安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泰安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青少年“云上科学营活动”山东分营泰安行活动（泰安市

科技馆） 

“科技改变未来  创想绿色生活”青少年科学工作室活动

（泰安市科技馆） 

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泰安市科技馆） 

小记者团走进科技馆，探索科技奥秘之旅（泰安市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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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泰安市基层科协组织建设先进单位 
及先进个人名单 

 

一、基层科协组织建设先进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岱岳区科协 

新泰市科协 

宁阳县科协 

二、基层科协组织建设先进个人（排名不分先后） 

史丽蕊  泰山区科协科普部部长 

林凡新  泰山区泰前街道办事处科委科协办主任 

刘  萍  泰山区财源办事处科技办主任 

李爱军  岱岳区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主任科员 

金桂莲  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庞  慧  泰安岱岳丰源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协会会长 

韩红德  新泰市新汶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怀爱  新泰市西张庄镇党委书记 

王  艳  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科技科协科科长 

徐传芬  新泰市汶南镇科技科协科科协专职副主席 

朱元花  新泰市放城镇科技办主任 

李  芸  肥城市科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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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飞成  肥城市汶阳镇科协副主席 

段海峰  肥城市王庄镇科委科协主任 

孙先伟  宁阳县科协科普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杜海梅  宁阳县伏山镇科协副主席 

王庆建  宁阳县文庙镇科协副主席 

牛凤吉  宁阳县乡饮乡科协副主席 

孙国栋  东平县科协副主席 

郭凤永  东平县接山镇科协主席 

吴  强  东平县彭集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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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度中国科协科技信息应用项目示范企业 
及先进个人名单 

 
一、2020 年度中国科协科技信息应用项目示范企业（排名不

分先后）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一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泰烁岩层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明佳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瑞泰玻璃绝缘子有限公司      

山东金恒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安途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恒信高科能源有限公司      

泰山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锴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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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天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泰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2020 年度中国科协科技信息应用项目先进个人（排名

不分先后） 

高衍生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张君昭  山东晨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克朋  山东路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常  欣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  晓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贝  鹏  泰山区科协   

崔海东  泰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解艳荣  岱岳区科协       

李  强  岱岳区山口镇科协    

王彦飞  新泰市科协        

王爱峰  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  

鹿  英  肥城市石横镇科协    

王  峰  肥城市高新区 

任莹莹  宁阳县科协       

林  峰  泰安绿森纸业有限公司    

王志勇  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孟庆猛  山东华锴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李婷婷  徂汶景区经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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