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文件

中后协〔2022〕 10号

关于公布全国教育后勤系统“2021年度

最美后勤人”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学校)后勤协会(研究会)、

各分支机构(实体机构)、各会员单位:

″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为全方位展现教育后勤战线在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工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弘扬后勤人坚守一线、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崇高品质,激发后勤人培

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标,中国教育

后勤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服

务育人使命”为主题的″2021年度最美后勤人”推举活动。

为保障推举活动的公平性、公正性、代表性和权威性,

协会专门设立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严格依据推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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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推举对象的优秀事迹为基础,充分考虑被推举对象地域

分布、所在岗位分布和人员结构及曾受过表彰和媒体报道等

多方面综合评定,通过材料审核、中期审议、入围推举等多

轮审议,最终由协会驻会会长办公会议审定,推举出高校领

域徐金梅等50位个人、北京大学万柳学区管理服务团队等

30项团体,中小学领域解巨刽等20位个人与团队获得“2021

年度最美后勤人” ,现予以公布。 (具体名单见附件)

希望荣获″最美后勤人”的个人和团队再接再厉、再创

佳绩。全国教育后勤系统要以“最美后勤人”为榜样,扎根

学校后勤一线工作,不忘立德树人初心,勇担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使命,为建设教育强国,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支撑。

附件:全国教育后勤系统“2021年度最美后勤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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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教育后勤系统“2021 年度最美后勤人” 
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高校·个人】 

北京 

徐金梅 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集团国内公寓部公寓管理员 

刘雄军 北京林业大学综合保障部部长 

刘宏进 北京师范大学物业服务中心副研究员 

徐  惠 首都师范大学后勤党委书记 

河北 

房学爽 河北金融学院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环境提升科科长 

山西 

于爱菊 太原理工大学后勤保障处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耀德 中北大学后勤管理处餐饮服务中心龙泉餐厅厨师长 

内蒙古 

耿洪波 通辽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公寓管理科科长 

辽宁 

公魁武 沈阳师范大学后勤集团供电中心主任 

李志刚 辽宁龙源集团企业发展中心总厨师长 

吉林 

高立明 吉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生活服务中心司炉工 

黑龙江 

张永生 哈尔滨理工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水暖维修组长 

杨宝君 哈尔滨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上海 

盛  浩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后保科维修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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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 上海海洋大学后勤管理处餐饮管理部主任 

刘文兵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后勤服务中心餐饮服务部

管理员 

江苏 

钱揖斌 中国矿业大学基建与修缮处公房管理科科长 

朱能文 江南大学后勤管理处环境中心校园部副部长 

王明明 苏州大学后勤管理处膳食管理科副科长 

浙江 

刘建兵 浙江大学后勤集团水电保障中心维修工 

林  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后勤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安徽 

王光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本建设处修缮服务中心应急维

修水工 

李靖宇 安徽师范大学总务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处长 

福建 

廖响华 三明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江西 

饶平仔 南昌航空大学后勤管理处绿化部主管 

山东 

李鲁红 烟台大学后勤管理处房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胡京滨 中国海洋大学校医院党支部书记、检验科主管 

河南 

曲  星 河南大学后勤集团总公司饮食服务中心经理 

程  松 郑州大学后勤集团公司场馆管理与服务中心主任 

湖北 

史冬梅 华中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学生宿舍服务中心主任 

李曼丽 武汉工程大学后勤保障处教室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丽芬 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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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张艳明 中南大学后勤保障部能源管理中心主任 

广东 

刘怡军 广东工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郭红波 广东医科大学后勤保障处水电管理科科员 

广西 

刘子铭 贺州学院后勤服务处水电管理与维修科科员 

重庆 

肖  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基建后勤处膳食科科长 

龚吉淼 重庆文理学院后勤管理处卫生防疫中心副主任 

四川 

刘淑惠 西南石油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公

寓主管 

郭  林 内江师范学院后勤保障处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贵州 

袁  峰 贵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办公室主任 

宋子霞 贵州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餐厅服务组组长 

陕西 

武亚莉 西京学院医务室主任 

韩红辉 陕西科技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职工 

侯春艳 陕西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长安公寓服务部学生公

寓保洁员 

甘肃 

侯洁琼 兰州大学后勤保障部采供办公室二级专责 

青海 

耿永鑫 青海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学生公寓服务公司职工 

宁夏 

苏运霞 宁夏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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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夏  爽 塔里木大学后勤保障中心综合办公室主任 

高  翔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科长 

 

【高校·团队】 

北京 

北京大学特殊用房管理中心——万柳学区管理服务团队 

北京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学生公寓和隔离区疫情防控

保障组 

天津 

天津大学——后勤保障部食堂管理科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宿说梦想·寓你同行”团队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管理团队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后勤处——西山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上海 

复旦大学总务处 

上海高校后勤服务中心——上海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 

江苏大学——后勤饮食服务团队 

南京理工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宿管阿姨团队 

江苏环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项目部 

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交利物浦大学项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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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浙江工业大学容大后勤集团——公寓服务中心党支部向日

葵志愿者服务队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总务部物业服务中心团队 

福建 

厦门大学后勤集团——水电服务中心维修部 

山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大厅 

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后勤集团北校区党支部志愿服务队 

湖北 

华中农业大学资产经营与后勤保障部——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湖南 

南华大学——校园管理中心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后勤处——饮食服务中心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项目团队 

海南 

海南大学师生事务保障中心——物业服务部教学区团队 

重庆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管理委员会——后勤与资产管理办公室 

重庆快乐食间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工程大学

快乐食间管理团队 

四川 

四川大学后勤保障部——幼教扶贫支教团队 

贵州 

贵州财经大学——后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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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大理大学——校园绿化服务团队 

陕西 

西北大学后勤集团——公寓管理中心 

甘肃 

甘肃政法大学——后勤管理处 

新疆 

新疆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物业中心 

 

 

【中小学·个人/团队】 

北京 

解巨钊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 

韩  梅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后勤资产管理员 

河北 

王  磊 唐山市开平区教育局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山西 

梁  毓 山西省实验中学总务处主任 

千喜鹤怀仁一中云东校区西食堂管理团队 

内蒙古 

云乌兰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小学校长 

辽宁 

王  瑛 辽宁省实验中学总务处主任 

吉林 

王  勇 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校长 

黑龙江 

王  磊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总务处总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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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严喜春 江苏省常熟市教育局教育装备技术中心主任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总务后勤与安保处 

安徽 

刘  文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丁集镇中心小学校长 

山东 

董  钊 济南西城实验中学副校长 

湖北 

刘克诚 宜昌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刘荆陵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副校长 

湖南 

彭  云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副校长  

四川 

李从光 攀枝花市西区教育和体育局后勤保障中心主任 

陕西 

邢红波 陕西师范大学锦园国际学校后勤保障部后勤主任 

甘肃 

王增智 甘肃省张掖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新疆 

周国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教育局教育资助

与学校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