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市卫生健康委、市文明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市教育局、团市委、市红十字会，省直有关单位：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认真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和
支持无偿献血工作，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无
偿献血，我省连续六届十二年获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省”称号。2018年度，全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献血救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各地涌
现出一大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有力地保障了

我省临床用血。
为鼓励社会、公民关心、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全国无偿
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14年修订)》《山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等规定，省卫生健康
委、省文明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教育厅、团
省委、省红十字会决定对中国共产党济南市纪律检
查委员会济南市监察委员会等342个组织单位，济南
职业学院“济职义工”服务团等123个志愿服务集

体，艾伟等28289名无偿献血个人，刘晓平等214名无
偿献血工作人员，刘凯凯等3287名无偿献血大学生
给予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带动社会公众支持和参与无偿献血工作。省卫
生健康委等六部门将通过一定形式宣传无偿献血典
型人物和事迹，号召全省各界以他们为榜样，弘扬
献血救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传递正能量，树牢“情
义齐鲁、热血山东”品牌，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人人享有安全血液，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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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2018年度山东省无偿献血表现突出集体及个人表扬的通报

济南市(22个)

中国共产党济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济南市
监察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
作委员会 济南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济南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济南市教育局
济南市财政局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济南市委员会 济南市红十字
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市委员会 济南日报
报业集团 济南广播电视台 济南市儿童医院

济南市口腔医院 济南市章丘区妇幼保健院
商河县中医医院 济南市历城区精神卫生防

治中心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护理职
业学院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现代学院 齐鲁
理工学院

青岛市(24个)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 青岛农业大

学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港湾职
业技术学院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青岛滨
海学院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青岛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 青岛市红十字会 青岛市中心血站
青岛交运集团 青岛饮料集团有限公司 平度
市卫生健康局 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 青岛
市即墨区蓝村镇城后社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
里镇政府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 青岛市消防支队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

淄博市(9个)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齐鲁医药学院 中共淄博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淄博市周村区卫
生健康局 高青县卫生健康局 淄博市张店区
房镇镇人民政府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枣庄市(7个)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人民政府 枣庄市
山亭诚德骨科医院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南
监察分局 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
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人民政府 枣庄市市中区
龙山路街道办事处 山东中安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东营市(20个)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东营方
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广饶县大王镇人民政府

广饶县乐安街道办事处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口区新户镇人民政府 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现
河采油厂 中国石化集团石油管理局胜中管理
中心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公共事业
服务中心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营供电公司

东营市公安局 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 东营
市公共交通汽车公司 东营市胜利教育管理中
心 东营职业学院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
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27个)

烟台大学 鲁东大学 滨州医学院 山东
工商学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烟台职
业学院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烟台南山学
院 芝罘区卫生健康局 牟平区卫生健康局
招远市卫生健康局 烟台市纪检监察委员会
烟台市财政局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
解放军第970医院 烟台市中心血站 龙口市卫
生健康局 牟平区中医医院 龙口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 玲珑集团有
限公司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莱州市焦家金
矿 华电龙口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蓬莱市黄金
公司

潍坊市(47个)

潍坊医学院 潍坊学院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潍坊职业学院 潍坊
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山东
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山东化工
职业学院 潍坊市社会福利院 潍坊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 潍坊市儿童福利院 潍坊市殡
仪馆 潍坊市公安局 山东省昌潍监狱 潍坊
市商务局 潍坊市应急管理局 山东潍焦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潍
坊分公司 山东省潍坊监狱 潍坊市人民医院

日照银行潍坊分行营业部 寿光市侯镇党委

潍坊市新路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潍坊市教育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诸城市卫生健康局 潍坊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潍坊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 潍坊市教育局 共青团潍坊市委员
会 中共潍坊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国
人民解放军94333部队 潍坊瑞麦食品有限公司

诸城市爱心协会 中共潍坊市委办公室 中
共潍坊市政府办公室 山东新和成控股有限公
司 潍坊世纪方舟公益服务中心 潍坊市第六
人民医院 高密市人民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潍坊海事局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
市农业农村局 潍坊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高密市卫生健康局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潍坊一象澜湾项目部

济宁市(17个)

济宁医学院 济宁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学
院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宁市北城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微山县人民医院 曲阜
市人民医院 嘉祥县人民医院 金乡宏大医院

金乡县人民医院 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泰安市(17个)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泰山学
院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 泰安市公路局 泰安市下港镇人民政府
泰安市岱岳区卫生健康局 新泰市卫生健康局

宁阳县卫生健康局 东平县卫生健康局 泰
安市中心医院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泰开
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威海市(20个)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北京交通大学(威
海) 威海职业学院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

威海市公安局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税务局 威
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 威海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支队 威海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
市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 威海市文登区教育和

体育局 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荣成市人和镇人民政府 荣成市蜊江中学

乳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乳
山市供电公司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田和街
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税务局

日照市(9个)

曲阜师范大学(日照)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92664部队
31分队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日照海关 日照市民政局 日照兴业集团有
限公司 日照市中心血站

临沂市(16个)

青岛理工大学 临沂大学 山东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临沂) 鲁南技师学院 临沂市技师学
院 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沂市交
通运输局 临沂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临沂市
消防大队 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临沂市人
民医院 临沂市中心血站 临沂市120急救指挥
中心 临沂市罗庄区卫生健康局 山东省煤炭
临沂温泉疗养院 临沂快速公交公司

德州市(12个)

德州学院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德州科技
职业学院 山东华宇工学院 德州恒丰集团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
限公司 德州市水利局 德州市公安局 武警
德州支队 德州市人民医院 德州市中心血站

聊城市(5个)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聊城职业
技术学院 聊城市中心血站 临清市烟店镇卫
生院

滨州市(14个)

滨州学院 滨州职业学院 滨州市中心血
站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滨州市人民医
院 博兴县中医医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滨州市中心医院 阳信县中医医院 邹平市中
医院 邹平市中心医院 无棣县中医院 滨州
市沾化区人民医院 博兴县人民医院

菏泽市(26个)

菏泽学院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菏泽家政
职业学院 菏泽职业学院 菏泽市巨野县人民
医院 菏泽市鄄城县人民医院 菏泽市单县中
心医院 菏泽市巨野县交通局 菏泽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 菏泽市巨野县农商银行 菏泽市立
医院 菏泽市巨野县佳和购物有限公司 菏泽
市第二人民医院 菏泽市鄄城县农商银行 菏
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菏泽市中医医院 菏泽市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菏泽市中心血站
菏泽市郓城县卫生健康局 菏泽市巨野县卫生
健康局 菏泽市曹县卫生健康局 菏泽市东明
县卫生健康局 菏泽市高新区卫生健康局 菏
泽市巨野县红十字会 菏泽市定陶区卫生健康
局 菏泽市成武县卫生健康局

省直(50个)

山东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大学 山
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体育学院 山东警察学院 山东农业工
程学院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山东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济南)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劳
动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职业学院 山东电子职
业技术学院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山东司法警
官职业学院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山东技师学
院 山东冶金技师学院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
院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山东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司法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 商河县贾庄镇人民政府 武警山东省总
队机动支队 武警山东省总队济南支队 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山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省监狱 山东省鲁中强
制隔离戒毒所 山东省历山监狱 山东省女
子监狱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新闻大
厦文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无偿献血组织单位表扬名单 (342个)

济南市(5个)

济南职业学院“济职义工”服务团 济南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热血先
锋”服务队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托起明天，
红色希望”无偿献血团队 齐鲁理工学院青年
志愿者联合会

青岛市(15个)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星火志愿者协会 青岛
求实职业技术学院若水志愿者协会 山东省青
岛第二卫生学校护航天使志愿服务大队 青岛
市崂山区慈润公益活动中心 青岛市红十字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大队市北中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大队市南中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崂山中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即墨中队 青岛市红十字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西海岸一中队 青岛市
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西海岸二中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平度中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莱西中
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胶州
中队 青岛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红
岛中队

淄博市(5个)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队 淄博职业学院志愿服务总队 山东工业职

业学院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齐鲁医药学院无偿献血
志愿者服务队

枣庄市(3个)

枣庄矿业集团柴里煤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枣庄学院红十字会 枣庄职业学院红十字协

会

东营市(1个)

东营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烟台市(10个)

烟台大学阳光爱心社 鲁东大学红色爱心
之家献血服务团队 滨州医学院红色爱心之家

烟台市红色爱心之家山东工商学院分队 山
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烟台
职业学院七星湖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烟台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红色爱心之家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分队 烟台大学文经学
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烟台南山学院青年志愿者
协会

潍坊市(12个)

潍坊医学院星火志愿服务队 潍坊学院大
学生红十字协会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一路有爱·
青桐凤鸣志愿服务队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南丁
格尔服务队 潍坊科技学院外语与旅游学院海
棠志愿服务队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志愿服务指
导中心 昌邑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青州市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诸城市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队 潍坊市天使公益服务中心 潍坊春雨社
区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潍坊市金阳公益服务中
心

济宁市(7个)

济宁学院学生会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青年志愿服
务总队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社团联合会青
年志愿者协会 济宁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济宁市兖州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法检蒲
公英志愿服务队

泰安市(3个)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红十字”协会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无偿献血
服务队 泰安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威海市(3个)

山东大学(威海)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青年志
愿者协会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一粒粟公益
社团 威海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日照市(6个)

济宁医学院(日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山
东水利职业学院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日照
职业技术学院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山东外
国语职业学院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 日照市
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临沂市(3个)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校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临沂大学同新社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
检验系志愿服务队

德州市(6个)

德州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无偿献血服务
队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青年志愿者
协会 山东华宇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德州
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平原分队 德州市无
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陵城分队 德州市无偿献
血志愿者服务队禹城分队

聊城市(1个)

聊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总队

滨州市(2个)

滨州学院乘务学院“云上青春”志愿服务
队 滨州职业学院护理学院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队

菏泽市(19个)

齐鲁工业大学菏泽校区大学生服务队 菏
泽学院大学生自律委员会服务队 菏泽医学
专科学校大学生献血志愿服务队 菏泽职业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菏泽市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志愿服务队 东明县黄河义工
协会 共青团菏泽市委志愿者服务队 成武
县志愿者协会 曹县义工无偿献血服务队

定陶区善行义工协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鄄城县义工协会 巨野义工协会 菏泽市第
三人民医院志愿服务队 郓城县志愿者协会

菏泽市高新区卫生健康局志愿服务队 菏
泽市牡丹人民医院“天使医心”服务队 菏
泽市牡丹区中心医院志愿者服务队 单县海
吉亚医院无偿献血服务队 巨野县人民医院
志愿服务队

省直(22个)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
东师范大学阳光爱心社 山东中医药大学大
学生青年志愿者爱心社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校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建筑大学机电工
程学院院学生会 山东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
联合会 齐鲁工业大学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山东艺术学院爱心驿站 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大学生社团联合会 山东交通学院青年志
愿者联合会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团总
支青年志愿者协会 齐鲁师范学院团委 山
东青年政治学院国旗护卫队 山东女子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暖心向YOUNG”志愿服务队

山东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劳动
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职业学
院铁道车辆与机械工程系无偿献血服务队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志愿服务
分队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务队 山东公路技
师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济南市(10人)

刘晓平 刘凌霄 张鹏 程德智 李军
韩冰 宋仕亮 张勇 李宝杰 胡茂友

青岛市(20人)

张英 范而军 化磊 王甜甜 孙学宾
孙嘉萱 庞学峰 方芳 肖翠林 张宁 王爱
英 仇佩洁 李伟 韩永梅 黄宇 逄向阳
姜惠 杨兆田 付强 毛从答

淄博市(10人)

毕立祥 曹荔 吕峰 孔翠英 杨亚臣
张瑞清 沙红翠 张俊玲 江猛 孟令栋

枣庄市(10人)

郭传超 孙晓康 邵涛 赵燕 华志红
王涛 孙中欣 牛广 白陶书 文程琦

东营市(9人)

贾丽明 忠光 安立伟 杨国良 姜星青
吴龙龙 王谦 王睿达 杜飞

烟台市(9人)

高佳佳 南刚志 包微 范仲利 邹建德
张葵阳 胡克义 杨英海 曲广亮

潍坊市(20人)

朱宏 郎斌 王修友 刘振龙 张涛 牛
志宁 刘敬玉 李明辉 范军丽 步立强 付
海忠 杨馨艳 张吉凤 王书吉 周连升 唐
玉娟 王朝辉 于强 张璇 李韶庚

济宁市(10人)

蒲丽娜 马新蕾 于凌 田硕 张正海
常洪劲 孙辉 武文华 郑建中 孟伟

泰安市(10人)

刘温来 张建东 吴银霞 徐学森 张灿
宏 金鹁 李启明 赵异民 郭亚楠 孙东华

威海市(10人)

赵海慧 李继泽 姜亚梅 李远景 马海
段红梅 左丽萍 岳小凌 邱华国 房培章

日照市(10人)

李晓婧 邵长胜 刘笑儿 陈晨 田静
王家友 孙常顺 刘欣欣 王玥 王玉国

临沂市(10人)

张荣琴 李波 刘冰洁 高源 王小莉
沈江波 李振鹏 石英 秦波 万明光

德州市(10人)

张月青 张岩 王瑞 梁承恺 陈国卿
修博 徐志勇 宫兆强 张婧文 张静

聊城市(10人)

念以新 商孝江 张目伦 王鹏 吴育南
郭洪伟 张璐 张文娟 李静 牛瑞超

滨州市(10人)

舒娜 杨房 张巍 刘升华 李玉武 刘
杰 赵益国 王建勇 赵树昌 王萍

菏泽市(10人)

杨红兵 于淼 孟浩 周福举 刘佩 李
峰 张辉 姜林恩 杨静 赵志兵

省直(36人)

武笛 王娜 李征 殷洁 孙爱花 万金
存 徐玲玲 王琰 谷晓川 高涛 王尚云
刘雁飞 戴娜 刘娟 李友 周鲁军 齐元江

陈骞 武虹 王辉 张云峰 陈颖 马兴凯
赵娜 王莉 孙启东 王利民 王兰芝 李

增民 孙珊 许素新 胡海泉 齐怀海 马现
君 王冬 田秀娟

山东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集体表扬名单 (123个)

山东省无偿献血工作人员表扬名单 (214人)

（本版内容由郭友栋、王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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