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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质量评价协会文件

鲁质协字〔2019〕11 号

关于对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

功勋人物及卓越组织推荐结果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

施意见》和省委、省政府实施方案，纪念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周年，分享优秀成果和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

转换，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功勋人物及卓越组织推

荐活动，经材料审核、征求意见、公示等环节，确定推荐东阿

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秦玉峰等个人 56 人为山东省推行全面

质量管理 40 年功勋人物；海尔集团有限公司等组织 82 家为山

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卓越组织（先进单位）。

现予以公告。



2

附件：1. 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功勋人物名单

2. 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卓越组织名单

3. 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先进单位名单

山东省质量评价协会

2019 年 7 月 16 日

抄送：有关行业协会

山东省质量评价协会 2019年 7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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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功勋人物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行政

区划
姓名 单位名称/职务职称

1 济南市 王兆波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2 济南市 邓来宏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全国 QC 高

级诊断师

3 济南市 孟庆华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厂长/高级工

程师

4 济南市 刘强 济南泉中鑫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5 青岛市 柴永森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6 青岛市 仲明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政工师

7 青岛市 徐风仓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工艺师

8 烟台市 李增群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9 烟台市 王锋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研究员

10 烟台市 孙东伟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1 烟台市 谢为民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主任/高级工程师

12 烟台市 程仁策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3 潍坊市 赵德义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酒业科技

领军人才、中国白酒首席品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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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

区划
姓名 单位名称/职务职称

14 潍坊市 王海滨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烟厂厂长

15 潍坊市 李永胜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研究员

16 潍坊市 郑风礼 宏源防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7 潍坊市 王海军 潍坊佳乐家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综合部处长

18 泰安市 李勇 新东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 泰安市 闫新华 华阳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研究员

20 泰安市 袁德民 泰安圣奥化工有限公司质管部科长

21 泰安市 孟宪军
山东金彩山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家评酒

委员

22 聊城市 秦玉峰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研究员

23 聊城市 刘成强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4 聊城市 王强
山东金号家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工程

师

25 聊城市 许振清 山东省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6 聊城市 曹俊山 山东奥克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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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

区划
姓名 单位名称/职务职称

27 临沂市 刘保起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8 临沂市 高加祝 山东连杆总厂有限公司质量经理/工程师

29 临沂市 杨百战 郯城县种子公司经理/研究员

30 日照市 姜卫东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31 日照市 韦学忠 山东久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32 日照市 王炳礼 五莲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主任科员

33 东营市 尚吉永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34 东营市 罗冰 富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35 东营市 王玉萍 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36 济宁市 梅德琪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37 济宁市 魏金宝 曲阜孔府家酒业有限公司首席品质官/高级工程师

38 济宁市 魏忠瑞 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39 枣庄市 侯波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高级质量工程师

40 枣庄市 王中江
山东丰源轮胎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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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

区划
姓名 单位名称/职务职称

41 枣庄市 徐伟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滕州卷烟厂厂长

42 威海市 邢运波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43 威海市 王天华
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

44 滨州市 张红霞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45 滨州市 林风华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董事长/研究员

46 滨州市 马韵升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研究

员

47 滨州市 赵春德 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48 滨州市 邵波 山东御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49 滨州市 郭庆宏 沾化冬枣产业办公室主任/高级农艺师

50 滨州市 于洪长 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

51 滨州市 郭学梅 山东滨州健源食品有限公司质检经理

52 菏泽市 杨辉 山东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工程师

53 \ 杨复 原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退休)

54 \ 王光辉 原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退休)

55 \ 伍介夫 原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处长(退休)

56 \ 陈秀三 原山东省质量管理协会秘书长(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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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卓越组织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行政

区划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产品/服务

1 济南市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983 年 卷烟

2 济南市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1996 年 锻压设备、机床

3 济南市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
小家电产品和厨房用

具等

4 济南市 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 1997 年 电线电缆

5 济南市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1992 年 玛钢管件

6 济南市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卷烟厂
1928 年 卷烟

7 青岛市 海尔集团有限公司 1984 年 家电等

8 青岛市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1969 年

电视、冰箱、空调、洗

衣机、手机、中央空调

等

9 青岛市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903 年 啤酒

10 青岛市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2003 年

装卸和配套服务、物流

及港 口增值服务、港

口配套服务和金融服

务等

11 青岛市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80 年

轮胎、智能装备、工业

智能物流（含机器人）

决方案

12 青岛市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冰箱、冰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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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划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产品/服务

13 青岛市 青岛昌隆文具有限公司 1988年
修正液、圆珠笔、荧光

笔、钢珠笔等文具和化

妆笔及相关塑胶制品

14 青岛市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饼干、花生酱

15 青岛市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

岛卷烟厂
1919年 卷烟

16 淄博市 中铝山东有限公司 1954年 氧化铝、精细氧化铝

17 淄博市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988年 纺织

18 淄博市 金晶（集团）有限公司 1959年
平板玻璃、纯碱、小苏

打、玻璃深加工

19 烟台市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 轮胎

20 烟台市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 铝型材

21 烟台市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1993年
食用植物油、酿造酱油、

酿造食醋

22 烟台市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1984年
货物装卸、储存、加工、

中转、代理、输运；

23 潍坊市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1946年
内燃机、液压产品、动

力总成

24 潍坊市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 白酒

25 潍坊市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

州卷烟厂
1948年 卷烟

26 潍坊市 宏源防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98年 防水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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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 区划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产品/服务

27 泰安市 新东岳集团有限公司 1952年
摩托车胎、电动车

胎、自行车胎等

28 泰安市 泰安圣奥化工有限公司 2006年 橡胶防老剂

29 泰安市 山东金彩山酒业有限公司 1948年 白酒

30 东营市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88年
石油化工、橡胶轮

胎、特种电缆等

31 东营市 富海集团有限公司 1998年 石油炼化、化工

32 聊城市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1952年 阿胶、中成药

33 聊城市 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 2005年 阴极铜、硫酸

34 聊城市 山东金号家纺集团有限公司 1998年 毛巾

35 聊城市
山东省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

任公司
1999年 百货、超市销售等

36 济宁市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976年
煤炭、化工、装备

制造、金融投资等

37 济宁市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95年 纺织服装

38 济宁市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966年 抗生素

39 济宁市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年 制浆造纸

40 济宁市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0年 综合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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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划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产品/服务

41 济宁市 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 2005年 索具

42 枣庄市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 1967年
乙酸、甲醇、乙酸乙酯、

聚甲醛等

43 枣庄市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滕

州卷烟厂
1951年 卷烟

44 威海市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1976年 轮胎

45 威海市 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46 临沂市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01年 制药

47 临沂市 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 1996年
乙酸、乙酸乙酯、乙酸

乙烯、甲醛、乙醇、复

（合）混肥、树脂

48 临沂市 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 白酒

49 德州市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978年 体育用品

50 德州市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淀粉糖、功能糖、淀粉

及淀粉制品、食品添加

剂

51 德州市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
MW级风力发电主轴、

球墨铸铁管管模、锻件

52 滨州市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1951年 活塞、活塞销

53 滨州市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981年 纺织

54 滨州市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91年

高端化工、文化艺术、

现代服务、生态环保、

新材料、现代物流、置

业、投资与金融、现代

生态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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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划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产品/服务

55 滨州市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 1987年 厨具

56 滨州市 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 2001年 食用植物油

57 日照市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1961年
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农业机械、环卫装备

58 日照市 海汇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
节能环保装备、专用汽

车、生物工程、新型建

材等

59 菏泽市 山东达驰电气有限公司 1988年 电力变压器

60 菏泽市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1997年 炼油、化工

61 菏泽市 山东银香伟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
奶牛养殖、食品加工、

有机蔬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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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40 年先进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行政

区划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产品/服务

1 济南市 山东汇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1年 炭黑

2 青岛市 青岛市质量协会 1996年 质量品牌推进

3 潍坊市
潍坊佳乐家农产品加工配送中

心
2014年 农产品加工配送

4 聊城市 山东奥克特化工有限公司 2005年
饲料添加剂、食品营

养剂、生物酶制剂

5 济宁市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变频器

6 枣庄市
山东丰源轮胎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2003年 轮胎

7 临沂市 山东沂水机床厂有限公司 1952年 数控机床

8 临沂市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0年
物流、冷链运输、货

物仓储配送

9 临沂市 山东天同食品有限公司 2003年 水果罐头

10 临沂市 临沂格瑞食品有限公司 2010年 乳制品、饮料

11 临沂市
山东省临沂市三丰化工有限公

司
1997年 抗氧剂

12 临沂市 友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1998年
电线、电缆、光纤光

缆、

13 临沂市 山东连杆总厂有限公司 1958年 连杆



13

序

号

行政

区划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产品/服务

14 德州市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05年

阿洛酮糖、糊精、淀粉

及淀粉制品

15 滨州市
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2007年 淀粉、淀粉糖

16 滨州市 山东滨州健源食品有限公司 1997年 功能糖

17 滨州市 山东御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3年 农副产品加工

18 滨州市 天地缘酒业有限公司 1997年 白酒、矿泉水、旅游等

19 日照市 山东久力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 蓄电池

20 菏泽市 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 2002年
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

注射剂的生产，中药材

的种植、销售

21 菏泽市 山东省陈王酒业有限公司 1959年 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