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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高字〔2019〕3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成立 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我省高

校人才培养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专家组织

对我省本科教育教学的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经省内各本科高

校推荐并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成立 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教指委），任期自 2019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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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请各高校和有关单位积极支持省

教指委工作，委员所在单位应为委员参加省教指委工作提供必要

支持。 

 

附件：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名单 

 

 

山东省教育厅 

2019 年 4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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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2022 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 

一、经济与财政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樊丽明 山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朱德云 山东财经大学 

秘书长 

李华 山东大学 

委员 

殷克东 中国海洋大学 王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吴学花 济南大学 李平 山东理工大学 

赵伟 山东农业大学 张宗斌 山东师范大学 

董长瑞 山东财经大学 崔占峰 烟台大学 

辛波 山东工商学院 王发明 山东工商学院 

曲世友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二、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胡金焱 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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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刘喜华 青岛大学 

委员 

杨林 山东大学（威海） 曹廷求 山东大学 

赵昕 中国海洋大学 周衍平 山东科技大学 

安强身 济南大学 李永平 齐鲁工业大学 

高越 山东理工大学 罗惠良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总行 

张志元 山东财经大学 彭红枫 山东财经大学 

于文广 山东财经大学 孙烨 山东交通学院 

马宇 山东工商学院   

三、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忠秀 山东财经大学 

副主任委员 

于良春 山东大学 葛金田 济南大学 

秘书长 

王培志 山东财经大学 

委员 

张宏 山东大学 谷祖莎 山东大学（威海） 

戴桂林 中国海洋大学 刘曙光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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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才 山东科技大学 魏振香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杨丽 齐鲁工业大学 张红霞 山东理工大学 

乔翠霞 山东师范大学 陈保启 山东财经大学 

周升起 青岛大学 何青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四、法学与公安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房绍坤 烟台大学 

副主任委员 

周长军 山东大学 

秘书长 

张传伟 山东政法学院 

委员 

张海燕 山东大学 桑本谦 中国海洋大学 

孙法柏 山东科技大学 王学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金堂 青岛科技大学 魏克泰 山东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 

袁曙光 济南大学 王淑华 山东建筑大学 

王德新 山东师范大学 吴靖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益刚 曲阜师范大学 赵信会 山东财经大学 

蔡颖雯 青岛大学 刘经靖 烟台大学 

张宗亮 山东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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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哲学与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森林 山东大学 

秘书长 

谭志福 山东师范大学 

委员 

方雷 山东大学 孙凯 中国海洋大学 

王耀东 山东科技大学 郝丽 济南大学 

王柏松 山东理工大学 尉利工 青岛大学 

丁大尉 烟台大学   

六、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宋全成 山东大学 

秘书长 

梁丽霞 济南大学 

委员 

程胜利 山东大学 牛喜霞 山东理工大学 

赵新彦 青岛大学 王玉香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松柏 齐鲁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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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徐艳玲 山东大学 万光侠 山东师范大学 

秘书长 

李华锋 聊城大学 

委员 

吴文新 山东大学（威海） 逄奉辉 山东科技大学 

王建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张运君 青岛科技大学 

文洪朝 济南大学 陈国庆 青岛理工大学 

李安增 曲阜师范大学 陈自才 鲁东大学 

沈大光 山东财经大学 郭金鸿 青岛大学 

八、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戚万学 曲阜师范大学 

副主任委员 

赵长林 聊城大学 于光辉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秘书长 

唐爱民 曲阜师范大学 

委员 

张婷 济南大学 秦国民 滨州医学院 

冯永刚 山东师范大学 韩延伦 鲁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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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国 临沂大学 王剑波 山东财经大学 

刘旻航 山东财经大学 张志勇 山东体育学院 

高艳 山东体育学院 马勇军 青岛大学 

杨文 山东英才学院   

九、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艺术学理论类专业） 

主任委员 

亢世勇 鲁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蔡先金 聊城大学 郑春 山东大学 

魏建 山东师范大学   

秘书长 

姜岚 鲁东大学 

委员 

杜泽逊 山东大学 刘怀荣 中国海洋大学 

张兵 济南大学 张艳梅 山东理工大学 

杨存昌 山东师范大学 夏静 曲阜师范大学 

刘东方 青岛大学 袁健惠 烟台大学 

十、通用外国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英语、商务英语、法语、

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翻译专业） 

主任委员 

王俊菊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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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王卓 山东师范大学 李毅 山东财经大学 

卞建华 青岛大学   

秘书长 

李建刚 山东大学 

委员 

杨连瑞 中国海洋大学 李常磊 济南大学 

郭印 青岛理工大学 翟红华 山东农业大学 

高秀雪 青岛农业大学 鞠玉梅 曲阜师范大学 

陈宗利 鲁东大学 高金岭 山东建筑大学 

殷莉 烟台大学   

十一、非通用外国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綦甲福 青岛大学 

秘书长 

李海英 中国海洋大学 

委员 

牛林杰 山东大学（威海） 邢永凤 山东大学 

刘会斌 青岛软件园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李光贞 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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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广成 曲阜师范大学 

副主任委员 

梁爱民 济南大学 李延勇 山东财经大学 

秘书长 

宋岩岩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崔校平 山东大学 李学岩 山东大学 

张兴华 山东科技大学 郭月琴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尹洪山 青岛科技大学 巩湘红 青岛理工大学 

王明新 山东理工大学 纪卫宁 青岛农业大学 

付有龙 潍坊医学院 郑愿华 滨州医学院 

胡艳玲 山东师范大学 马应心 德州学院 

张庆云 泰山学院 龚卫东 烟台大学 

陈志章 潍坊学院 史光孝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十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常庆 山东师范大学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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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万 山东大学 刘明洋 山东大学 

秘书长 

张成良 鲁东大学 

委员 

陈福宝 青岛科技大学 陈晓洁 济南大学 

徐明文 青岛理工大学 孙丽君 山东财经大学 

陈谦 青岛大学 齐爱军 烟台大学 

徐龙河 山东广播电视台   

十四、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方辉 山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郭华 泰山学院 马斗成 青岛大学 

秘书长 

安涛 枣庄学院 

委员 

柳宾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 毛锐 山东师范大学 

成积春 曲阜师范大学 高春常 鲁东大学 

魏本权 临沂大学 刘会清 烟台大学 

十五、数学类专业及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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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吴臻 山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方奇志 中国海洋大学 孟凡伟 曲阜师范大学 

朱松涛 济宁学院 明清河 枣庄学院 

秘书长 

丁效华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委员 

蒋晓芸 山东大学 董焕河 山东科技大学 

闫统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杨树国 青岛科技大学 

管延勇 济南大学 高峰 青岛理工大学 

李功胜 山东理工大学 刘衍胜 山东师范大学 

金银来 临沂大学 安起光 山东财经大学 

高红伟 青岛大学 陈传军 烟台大学 

郭林 山东工商学院 司守奎 海军航空大学 

十六、物理学类专业及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含地球物理学类专业） 

主任委员 

王传奎 山东师范大学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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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云杰 曲阜师范大学 

秘书长 

王霞 青岛科技大学 

委员 

戴瑛 山东大学 刘建强 山东大学 

李予国 中国海洋大学 顾永建 中国海洋大学 

魏宝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印兴耀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郭广海 青岛科技大学 陈刚 济南大学 

马鸿洋 青岛理工大学 时术华 山东建筑大学 

冷建材 齐鲁工业大学 秦华 山东理工大学 

马晓光 鲁东大学 云茂金 青岛大学 

李营 烟台大学 姜永远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十七、化学类专业及大学化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于永明 青岛大学 

副主任委员 

杜登学 齐鲁工业大学 禚淑萍 山东理工大学 

秘书长 

张树永 山东大学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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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其圣 山东大学 冯丽娟 中国海洋大学 

邵谦 山东科技大学 姜翠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罗细亮 青岛科技大学 申玉海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罗川南 济南大学 李天铎 齐鲁工业大学 

陈蓁蓁 山东师范大学 冯媛媛 曲阜师范大学 

王怀生 聊城大学 刘希光 鲁东大学 

郑秀文 临沂大学 李丽清 枣庄学院 

李文佐 烟台大学   

十八、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海洋科学类专业） 

主任委员 

王庆 鲁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管长龙 中国海洋大学 杨丽原 济南大学 

彭淑贞 泰山学院   

秘书长 

盛立芳 中国海洋大学 

委员 

杜宗军 山东大学（威海） 孙宝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晓云 济南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成新 山东师范大学 

张全景 曲阜师范大学 张保华 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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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栋 烟台大学 秦松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十九、生物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及大学生物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郭善利 烟台大学 

副主任委员 

郭卫华 山东大学 茅云翔 中国海洋大学 

李荣贵 青岛大学   

秘书长 

黄加栋 济南大学 

委员 

黄方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家林 青岛科技大学 

刘忠 鲁南制药 刘新利 齐鲁工业大学 

纪洪芳 山东理工大学 杨兴洪 山东农业大学 

田义柯 青岛农业大学 高志芹 潍坊医学院 

张忠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代美学 山东师范大学 

王兴军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中心 

杨月伟 曲阜师范大学 

姚志刚 滨州学院   

二十、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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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刘传新 济宁医学院 

秘书长 

赵景欣 山东师范大学 

委员 

潘芳 山东大学 佟月华 济南大学 

孙宏伟 潍坊医学院 郝志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功迎 济宁医学院 孟维杰 鲁东大学 

陶明达 青岛大学   

二十一、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晓兰 山东财经大学 

副主任委员 

尹传存 曲阜师范大学 韩存 山东工商学院 

秘书长 

李国锋 山东财经大学 

委员 

石玉峰 山东大学 王卫国 中国海洋大学 

刘西奎 山东科技大学 乐国林 青岛理工大学 

赵文玲 山东理工大学 李新民 青岛大学 



 — 17 — 

二十二、力学类专业及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任传波 山东理工大学 

副主任委员 

孔亮 青岛理工大学 

秘书长 

赵同彬 山东科技大学 

委员 

崔新壮 山东大学 刘泉维 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 

曹宇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孙双双 青岛科技大学 

方斌 齐鲁工业大学 王继荣 青岛大学 

沈玉凤 山东交通学院   

二十三、机械类专业及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含仪器类专业、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主任委员 

吕传毅 山东理工大学 

副主任委员 

刘衍聪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军 青岛大学 

秘书长 

魏修亭 山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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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黄传真 山东大学 支开印 临工集团济南重机有限公司 

朱文兴 山东大学 韩宝坤 山东科技大学 

刘永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汪传生 青岛科技大学 

杨波 济南大学 郭峰 青岛理工大学 

纪合聚 青岛东佳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陈清奎 山东建筑大学 

张明勤 山东建筑大学 许崇海 齐鲁工业大学 

葛文庆 山东理工大学 宋月鹏 山东农业大学 

杨然兵 青岛农业大学 徐刚 山东重工集团 

陈义保 烟台大学 姜军生 潍坊学院 

张东升 山东交通学院 钟诗胜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杨晓华 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   

二十四、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克正 青岛科技大学 

副主任委员 

丛海林 青岛大学 

秘书长 

辛振祥 青岛科技大学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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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平 山东科技大学 郭文跃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宗成中 青岛科技大学 王琦 济南大学 

靳志刚 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

研究院 

周春华 济南大学 

刘科高 山东建筑大学 姚金水 齐鲁工业大学 

温广武 山东理工大学 李娜 山东师范大学 

张清华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秦连杰 烟台大学 

张鹏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二十五、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核工程类专业） 

主任委员 

马连湘 青岛科技大学 

副主任委员 

辛公明 山东大学 孙金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易维明 山东理工大学   

秘书长 

何燕 青岛科技大学 

委员 

佟德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段永红 荏原冷热系统（中国） 

有限公司 

郭健翔 青岛理工大学 于明志 山东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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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洲 烟台大学 李传南 
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有限公司，辐照 

加工电子加速器制造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谭建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二十六、电气与自动化类专业及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含

电气类、自动化类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和农业电气化专业） 

主任委员 

张承慧 山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张恒旭 山东大学 钟麦英 山东科技大学 

张运楚 山东建筑大学 于海生 青岛大学 

秘书长 

周玉国 青岛理工大学 

委员 

黎明 中国海洋大学 李玉霞 山东科技大学 

耿艳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刘喜梅 青岛科技大学 

姚致清 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申涛 济南大学 

鲁守银 山东建筑大学 张钊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韩国政 齐鲁工业大学 张存山 山东理工大学 

武玉强 曲阜师范大学 惠鸿忠 聊城大学 

陈道炼 青岛大学 潘为刚 山东交通学院 

张华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赵国荣 海军航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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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曹茂永 齐鲁工业大学 

秘书长 

单东日 齐鲁工业大学 

委员 

李德春 山东大学 郑冰 中国海洋大学 

曾庆田 山东科技大学 康忠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景景 青岛科技大学 曹建荣 山东建筑大学 

陈常梅 中国移动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 

申晋 山东理工大学 

赵曰峰 山东师范大学 赵建平 曲阜师范大学 

张霞 聊城大学 王中训 烟台大学 

朱智林 山东工商学院 王红星 海军航空大学 

二十八、计算机类专业及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韩作生 山东财经大学 

副主任委员 

王美琴 山东大学 魏志强 中国海洋大学 

秘书长 

耿玉水 齐鲁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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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崔立真 山东大学 郝兴伟 山东大学 

郑永果 山东科技大学 李克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刘国柱 青岛科技大学 徐美姣 青岛青软实训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蔺永政 济南大学 王日宏 青岛理工大学 

马宏伟 山东建筑大学 张龙波 山东理工大学 

郑向伟 山东师范大学 姚萃南 浪潮集团 

倪建成 曲阜师范大学 张问银 临沂大学 

李劲华 青岛大学 童向荣 烟台大学 

尉永清 山东警察学院 张广渊 山东交通学院 

范辉 山东工商学院   

二十九、土木与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于德湖 青岛理工大学 

副主任委员 

张克峰 山东建筑大学 曲淑英 烟台大学 

秘书长 

张鹏 青岛理工大学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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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 山东大学 高峰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史宏达 中国海洋大学 王崇革 山东科技大学 

房桂芹 山东三箭集团有限公司 李福林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胡松涛 青岛理工大学 王胜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张林华 山东建筑大学 周学军 山东建筑大学 

宋克志 鲁东大学 逯静洲 烟台大学 

王保群 山东交通学院 钱宏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三十、测绘与地质矿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靳奉祥 山东建筑大学 

副主任委员 

操应长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秘书长 

史同广 山东建筑大学 

委员 

韩宗珠 中国海洋大学 童思友 中国海洋大学 

于学峰 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 余继峰 山东科技大学 

谭云亮 山东科技大学 王永诗 中石化胜利油田 

冯其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蒋有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郑怀昌 山东理工大学 王德保 山东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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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杨朝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副主任委员 

夏树伟 中国海洋大学 高军 山东科技大学 

秘书长 

田文德 青岛科技大学 

委员 

杨延钊 山东大学 王洪仁 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刘欣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春利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牟宗刚 济南大学 马烽 齐鲁工业大学 

崔洪友 山东理工大学 崔官伟 山东师范大学 

朱万诚 曲阜师范大学 刘军海 聊城大学 

赵玉潮 烟台大学   

三十二、纺织与轻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汪黎明 青岛大学 

秘书长 

刘玉 齐鲁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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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赵永仙 青岛科技大学 张凤山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褚夫强 齐鲁工业大学 贾曌 山东理工大学 

徐静 德州学院   

三十三、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主任委员 

张铁柱 山东理工大学 

副主任委员 

李华军 中国海洋大学 

秘书长 

王明雨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李怀峰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王树青 中国海洋大学 

郭建章 青岛科技大学 潘福全 青岛理工大学 

任瑞波 山东建筑大学 王林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张萌萌 山东交通学院 桂洪斌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三十四、航空航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飞行技术专业） 

主任委员 

胡波 滨州学院 

秘书长 

杜玉杰 滨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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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孟令光 山东航空公司 张树生 山东交通学院 

唐大全 海军航空大学   

三十五、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匡少平 青岛科技大学 

副主任委员 

李锋民 中国海洋大学 

秘书长 

王晨 齐鲁工业大学 

委员 

刘芳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刘林 青岛天人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闫良国 济南大学 黄开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第七设计院 

季明 山东环境科学学会 母锐敏 山东建筑大学 

王金花 山东农业大学 柴超 青岛农业大学 

李津 青岛大学 罗新正 烟台大学 

张瑛洁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三十六、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曾名湧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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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崔波 齐鲁工业大学 

秘书长 

陈海华 青岛农业大学 

委员 

李钰金 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解万翠 青岛科技大学 

梁成珠 青岛海关 宫俊杰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乔旭光 山东农业大学 周德庆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 

耿越 山东师范大学 王骏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蒋小满 鲁东大学 魏玉西 青岛大学 

赵玉平 烟台大学   

三十七、建筑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仝晖 山东建筑大学 

秘书长 

陈有川 山东建筑大学 

委员 

刘寒芳 济南大学 郝赤彪 青岛理工大学 

臧德奎 山东农业大学 刘庆华 青岛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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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基 青岛新都市设计（集团）青

岛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 

邵力民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郝曙光 烟台大学   

三十八、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东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秘书长 

谢传欣 青岛科技大学 

委员 

程卫民 山东科技大学 王正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撒占友 青岛理工大学   

三十九、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含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专业） 

主任委员 

高东升 山东农业大学 

秘书长 

诸葛玉平 山东农业大学 

委员 

杨锦忠 青岛农业大学 王淑芬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 

花卉研究所 

黄金光 青岛农业大学 吕福堂 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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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显好 鲁东大学 杜迎刚 潍坊科技学院 

陈雨海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四十、动物与水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麦康森 中国海洋大学 

副主任委员 

姜世金 山东农业大学 单虎 青岛农业大学 

闫冬春 鲁东大学 周顺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秘书长 

李玉全 青岛农业大学 

委员 

葛长字 山东大学（威海） 李琪 中国海洋大学 

杨锡洪 青岛科技大学 缪锦来 自然资源部第一研究所 

颜世敢 齐鲁工业大学 胥保华 山东农业大学 

王慧 山东农业大学 李玉保 聊城大学 

吕慎金 临沂大学 张全胜 烟台大学 

四十一、林学与草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林业工程类专业） 

主任委员 

鲁法典 山东农业大学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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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峰 山东农业大学 

委员 

孔凡功 齐鲁工业大学 李海防 青岛农业大学 

郭尚敬 聊城大学   

四十二、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含临床医学类专业、口腔医学类专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

法医学专业和临床药学专业） 

主任委员 

管英俊 潍坊医学院 

副主任委员 

王欣 山东大学 孙经武 滨州医学院 

毕宏生 山东中医药大学 白波 济宁医学院 

秘书长 

成敏 潍坊医学院 

委员 

李振中 山东大学 葛少华 山东大学 

刘金同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党光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孙书珍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赵英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朱强 山东省立医院 侯玉东 滨州医学院 

贾秀红 滨州医学院 郭栋 山东中医药大学 

司传平 济宁医学院 崔文 济宁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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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冰 齐鲁医药学院 董蒨 青岛大学 

邓婧 青岛大学 郑玉新 青岛大学 

四十三、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含中药学类专业和生物制药专业） 

主任委员 

刘新泳 山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张永清 山东中医药大学 傅风华 烟台大学 

秘书长 

夏亚穆 青岛科技大学 

委员 

郑家晴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于广利 中国海洋大学 

安良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张维芬 潍坊医学院 

赵晓民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王巧云 滨州医学院 

王慧云 济宁医学院 刘玉法 山东师范大学 

王克威 青岛大学   

四十四、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中西医结合类专业） 

主任委员 

张成博 济宁医学院 

副主任委员 

高树中 山东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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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孙冰 济宁医学院 

委员 

刘德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李德芳 滨州医学院 

王世军 山东中医药大学   

四十五、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生物医学工程类专业） 

主任委员 

王滨 滨州医学院 

副主任委员 

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王鹏程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秘书长 

陈廷 济宁医学院 

委员 

王月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董鹏 潍坊医学院 

王德强 滨州医学院 郑心 山东中医药大学 

徐文华 青岛大学   

四十六、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克芳 山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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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化侠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秘书长 

王爱敏 青岛大学 

委员 

杨丽娟 山东省立医院 李伟 潍坊医学院 

颜琬华 滨州医学院 宋洁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鹏飞 济宁医学院 王桂云 山东协和学院 

四十七、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工业工程类专业） 

主任委员 

罗公利 山东科技大学 

副主任委员 

戚桂杰 山东大学（威海） 张新 山东财经大学 

秘书长 

李兴华 山东科技大学 

委员 

丁荣贵 山东大学 温德成 山东大学 

周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朱广君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荀志远 青岛理工大学 邓晓红 山东建筑大学 

闫秀霞 山东理工大学 田思胜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凤鸣 山东师范大学 柏庆国 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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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劲松 青岛大学 温国锋 山东工商学院 

宋贵宝 海军航空大学   

四十八、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主任委员 

王爱国 山东财经大学 

副主任委员 

潘爱玲 山东大学 李敬锁 青岛农业大学 

宋岩 烟台大学 毛荐其 山东工商学院 

秘书长 

陶虎 山东财经大学 

委员 

夏辉 山东大学（威海） 王竹泉 中国海洋大学 

彭家钧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侯贵生 山东科技大学 

李雷鸣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徐晓红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刘树艳 青岛科技大学 刘毅 济南大学 

杨成文 青岛理工大学 杨海兰 山东建筑大学 

陈加奎 齐鲁工业大学 朱振中 山东理工大学 

郑军 山东农业大学 刘丽娜 山东师范大学 

马中东 聊城大学 王庆金 青岛大学 

孙丽雅 山东管理学院 韩东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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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主任委员 

曹现强 山东大学 

副主任委员 

王琪 中国海洋大学 

秘书长 

张红凤 山东财经大学 

委员 

李艳萍 山东科技大学 王志宪 青岛科技大学 

高功敬 济南大学 齐伟 山东农业大学 

李中华 青岛农业大学 尹文强 潍坊医学院 

许彦彬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李松玉 山东师范大学 

吕晓 曲阜师范大学 赵普光 青岛大学 

于秀琴 山东工商学院   

五十、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培德 山东财经大学 

秘书长 

楚金华 山东交通学院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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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成 山东科技大学 张志耀 青岛科技大学 

李学工 曲阜师范大学 钟永光 青岛大学 

谭玲玲 山东工商学院 初佃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五十一、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德刚 山东大学 

秘书长 

马波 青岛大学 

委员 

张广海 中国海洋大学 谢小平 曲阜师范大学 

李世泰 鲁东大学 孟华 泰山学院 

石云霞 山东工商学院   

五十二、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晓静 山东艺术学院 

副主任委员 

李晓峰 山东大学 

秘书长 

傅小青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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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中 济南大学 魏凡俭 山东师范大学 

肖桂彬 曲阜师范大学 王静怡 青岛大学 

邹淑珍 烟台大学 万梅红 齐鲁师范学院 

五十三、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马池珠 山东师范大学 

副主任委员 

胡凡刚 曲阜师范大学 

秘书长 

吕双燕 山东艺术学院 

委员 

李焕芹 聊城大学 周爱华 山东艺术学院 

吴向阳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邱秉常 青岛大学 

五十四、美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力克 山东艺术学院 

秘书长 

唐家路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委员 

顾亚龙 山东大学 殷晓蕾 青岛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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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木森 齐鲁工业大学 宋力 山东理工大学 

刘明波 山东师范大学 陈涛 曲阜师范大学 

五十五、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潘鲁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副主任委员 

刘和山 山东大学 荆雷 山东艺术学院 

秘书长 

孙磊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委员 

杨梅 山东科技大学 韩波 济南大学 

李泉涛 青岛理工大学 叶德才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薛娟 山东建筑大学 杨永庆 齐鲁工业大学 

宋润民 曲阜师范大学 许雅柯 青岛大学 

孙龙杰 山东交通学院   

五十六、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屠长河 山东大学 

秘书长 

顾群业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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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杨建华 青岛科技大学 韩慧健 山东财经大学 

张晓刚 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王宏昆 山东艺术学院 

任雪玲 青岛大学   

五十七、学科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夏东伟 青岛大学 

秘书长 

刘恩允 临沂大学 

委员 

李巍然 中国海洋大学 韩作振 山东科技大学 

刘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优强 青岛理工大学 

王振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茂聪 山东师范大学 

綦好东 山东财经大学 马玉林 山东财经大学 

耿磊 齐鲁医药学院 董占军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肖海荣 山东交通学院 张庚灵 齐鲁理工学院 

五十八、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段培永 山东师范大学 

副主任委员 

肖江南 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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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赵金先 青岛理工大学 

委员 

李剑峰 山东大学 王兆波 青岛科技大学 

何畏 济南大学 王益光 潍坊医学院 

齐冬梅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丛建阁 山东财经大学 

张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连华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五十九、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东 枣庄学院 

副主任委员 

孔伟金 青岛大学 盛振文 山东协和学院 

秘书长 

苏洪志 山东财经大学 

委员 

王兴元 山东大学 姜忠辉 中国海洋大学 

李晓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谢宏伟 
山东同创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山 

东众望爱家物业服务评估监理有 

限公司、青岛安捷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青岛房安病虫害防治有限 

公司、青岛友诚嘉业商贸有限公 

司、青岛宏鹏人力资源咨询有限 

公司、菏泽鑫宇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菏泽志恒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 41 — 

杨海波 济南大学 石作荣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初炳东 烟台大学   

六十、综合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殿臣 烟台大学 

副主任委员 

仝兴华 山东大学 

秘书长 

毕可志 烟台大学 

委员 

滕佳林 山东中医药大学 赵屹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原明亭 青岛大学 孟繁兵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赵国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六十一、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宋中民 烟台大学 

副主任委员 

刘传勇 山东大学 

秘书长 

戴更新 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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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邢建平 山东大学 乔卫国 山东科技大学 

李忠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刘长才 齐鲁工业大学 

王新华 山东师范大学 李恒武 山东财经大学 

六十二、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爱国 山东大学 

秘书长 

陆婕 青岛大学 

委员 

郑为民 山东科技大学 黄炳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斌 青岛理工大学 李兴保 曲阜师范大学 

张廷广 烟台大学 李玉英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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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仇宝艳                              共印 15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