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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典梓
青岛市政府经济顾问
青岛市政府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特约研
究员
青岛市创业城市建设专家导师
青岛市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人大
代表
青岛市十六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
青岛市十七届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工商联执委

青岛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
青岛市农业产业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青岛市民营企业协会副会长
青岛市现代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青岛市现代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海洋大学MBA、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青岛大学商学院乡村产业研究中心副主
任
青岛大学MBA校外导师
青岛开放大学客座教授、创业教育导师

■主要荣誉

中国优秀诚信企业家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人物
全国商业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家
第五届全国乡镇企业家
山东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青岛市劳动模范

青岛市优秀乡镇企业家
青岛市优秀青年企业家

窦典梓先生专长研究乡村振兴战略
研究、民营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主编出版
《成功人士职业化管理丛书》八部，主讲
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五十八讲》在学习
强国平台上线，多次受党校、高校、党政
机关邀请开展乡村振兴、民营经济等主
题宣讲。

分会长简介
吕旭青，现任农副产

品产业分会会长，农工党
青岛市文化专委会副主
任，青岛高新区工商联执
委，青岛民为天社区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市
北区第十一、十二、十三
届政协委员，第十二、十
三届政协常委。
主要荣获农工党山

东省委优秀党员、农工党
青岛市委优秀党员和突
出贡献奖，市北区优秀政
协委员，青岛市学科带头
人、青岛市中小学德育教
育先进工作者等。

农副产品产业分会
由青岛红福集团有限公
司牵头发起，青岛市平度
金海丰家庭农场等 6 0家
单位共同参与。
成 立 以 来 ，与 中 以

（青岛）国际客厅发展有
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 ，重 点 在 农 业 技 术 合
作、市场拓展和产业服务
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农
副产品产业的资源聚集
和渠道拓展。担当社会责
任，救助失学儿童、资助
贫困大学生、捐款红岛中
学。牵头企业青岛红福集
团荣获全国诚信守法乡
镇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
秀龙头企业、山东省自主
创新企业、青岛市百强企
业等。

分会长简介
史吉玉，现任绿色蔬菜产业分

会会长、青岛都市乡村智慧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平度市第
十一届政协委员。主要荣获青岛市
富民兴农技术能手、青岛市非公优
秀共产党员，平度市蔬菜检测先进
个人、平度市劳动模范等。

绿色蔬菜产业分会由青岛都市
乡村蔬菜配送有限公司牵头发起，
青岛都市乡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等60余家公司共同参与，具备无
公害蔬菜生产、加工储藏、冷链运输
配送一体化社会服务能力。绿色蔬
菜产业分会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为
引领，一手紧拉菜农“菜棚子”，一手
托起百姓“菜篮子”，以“提供绿色健
康食品”为己任，对选种、施肥、用
药、采收等全程管控，实现生产-销
售全流程网络化控制。当疫情汹涌，
区域超市、农贸市场等静态管控时，
绿色蔬菜产业分会主动承担政府应
急储备任务，向50余处社区和偏远
地区全部平价配送蔬菜，保障了老
百姓菜篮子供应，受到政府机关感
谢和老百姓好评。牵头企业青岛都
市乡村蔬菜配送有限公司主要荣获
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山东
省扶贫龙头企业、山东省民生保供
企业、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山
东省知名农产品品牌、山东省著名
商标，青岛市“菜篮子”工程先进单
位、青岛市知名农产品品牌、青岛市
诚信企业、岛城市民最喜爱的农产
品品牌、青岛市蔬菜检测先进单位、
青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青岛市政
府认定的2008年奥帆赛食品备案
种植基地。

分会长简介
王修伟，现任生活服

务产业分会会长，青岛郑
张母亲河市场运营有限公
司董事长，青岛市崂山区
中韩街道郑张社区党委书
记兼居委会主任，崂山区
工商联副主席，崂山区第
十七、十八届人大代表，主
要荣获 2 0 2 0年和 2 0 2 1年
崂山区中韩街道优秀党务
工作者，所在郑张社区党
组织被评为“五星级党组
织”。

生活服务产业分会由
青岛母亲河市场运营有限
公司牵头发起，由青岛中
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等
近 4 0余家单位共同参与，
可提供金融、法律、电商、
农技等社会化服务。生活
服务产业分会聚焦农村医
疗、饮食和文化等重点，与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合作，
为老百姓提供就医方便，
引进山东省中医院项目，
组织中医专家定期为居民
免费体检；建设蔬菜庄园，
免费为社区百姓提供绿色
瓜果蔬菜和米面油补助生
活；筹措资金采购净化饮
用水设备，每月免费为每
名居民提供 3大桶纯净水；
每年为社区退休老人和幼
儿园儿童送生日蛋糕，定
期组织戏曲专场表演，用
务实行动温暖百姓丰富生
活。

分会长简介
李晨钟，现任乡村教育

产业分会会长，中国海洋学
会海洋经济分会副秘书长，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MBA
校外导师，青岛市政建设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青
岛市政蚂蚁双创中心党委书
记。主要荣获青岛市政建设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先进个
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青岛市政集团优秀党员和优
秀管理者等。

乡村教育产业分会由
青岛市政建设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牵头发起，由教育
专家学者和知名教育培训
机构、教育专业企业咨询
公司等 3 0余家单位共同
参与。
乡村教育产业分会以

教育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定期组织主题性论坛、学
术沙龙、现场观摩等活动，
整合资源，搭建企业、村镇
与教育机构交流平台，汲
取专家和会员单位建议，
不断凝聚社会教育力量，
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牵头单位青岛市政建

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主要
荣获青岛市诚信企业、青
岛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青岛市信访先进单位，青
岛市市北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青岛市市北区四方街
道东西部协作突出贡献单
位。

分会长简介
王卫东，现任乡村环保

产业分会会长，中科聚垚环
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青岛市财政局PPP专家库
专家，江西财大公共学院硕
士生导师、江财校友总会副
会长兼青岛校友会会长、北
大青岛校友会监事、高康资
本合伙人。多年来积极参与
社会公益传递微尘精神，资
助灾区、改善困境孩子成长
教育环境，疫情期间慷慨捐
款捐物，受到中共莱西市委，
市人民政府嘉奖。主要荣获
2008年奥运会优秀服务先进
个人，2015年微尘爱心银奖。

乡村环保产业分会由中
科聚垚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牵头发起，由青岛冠中生态、
蔚蓝生物、上海太和水3家上
市公司和北京首禾等共30余
家优质企业共同参与。乡村环
保产业分会以改善农民生产
生活环境为目标，可提供农村
水体污染、大气和土壤有机物
污染治理、矿山修复、防沙治
沙等一体化环保服务，与北
大、清华、同济、哈工大等高
校和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利用
平台资源优势，助力乡村绿色
振兴。牵头企业中科聚垚环保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20余项，主要荣
获2022年山东省首批试点青
岛环境医院固废门诊专家单
位，第七届“创客中国”青岛
赛区创新奖等。

分会长简介
孙成波，农业农服产

业分会会长，现任青岛丽
斌农业合作社理事长，莱
西市农村青年创业者协
会会长，主要荣获山东省
乡村好青年，青岛市农民
工之星，莱西市青年创业
明 星 、优 秀 青 年 岗 位 能
手、创新创业好青年和拔
尖人才等。

农业服务产业分会
由青岛丽斌农业服务专
业合作社牵头发起，山东
嘉悦律师事务所等 3 0余
家单位共同参与。
农业服务产业分会

依托莱西市农村青年创
业 者 协会，与青岛农业大
学和政府农业职能部门合
作，设立40多家分社机构，
包含技能培训、思想引领、
创业孵化等项目组，社员达
10000余人，托管服务土地
3万余亩。累计开展电商、职
业农民培训等活动30余次，
举办种植技术培训班23期，
培训人数达5000余人次。
牵头单位青岛丽斌

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主
要荣获国家级农民示范
合作社、中国十佳合作社
质量信用领军单位、中国十大
最具竞争力品牌企业，山东省
省级示范合作社，青岛市农民
田间学校，莱西市益农信
息社。

分会长简介
李相东，现任乡村康养

产业分会会长，青岛万林康养
产业集团总裁，山东省工商联
第十四届执委，青岛市崂山区
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主要获得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山东省孝
亲敬老先锋人物、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山东省养老服务业领
军人物、青岛市最美养老院院
长和诚信经理人等。

乡村康养产业分会由青
岛万林康养产业集团牵头发
起，平度市社会福利中心等
30余家单位共同参与。聚焦
乡村养老课题，以医养服务
为核心，覆盖旅居养老、居家
养老、机构养老、健康管理、
健康食品产品等，牵头企业
万林康养产业集团引入荷兰
先进照护模式和理念，推进
国际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在
青岛落地，打造乡村康养新
样板。目前，在青岛各区域共
有21家养老院、18家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3家脑血管病
专科医院、6家居家社区诊所，
员工超过1000人，近年累计服
务40余万人次，50多万小时。
主要荣获首批全国智慧健康养
老应用试点示范企业，国家级
医养结合标准化试点单位，山
东省医养结合示范单位、山东
省十大服务品牌、山东省知名
品牌、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
省服务行业高端品牌培育企
业，青岛市星级养老机构、青
岛市敬老文明号等。

分会长简介
王慧美，现任乡村数字

产业分会会长，青岛市农产
品产业商会秘书长，山东农
投大数据有限公司（再起数
据与国资平台合资公司）总
经理 ,青岛市微尘基金理事。
主要荣获工信部人才考试中
心区块链领域领军人才，广
州军区第一军医大学“南疆
巾帼”称号，济南军区“医疗
卫士”先进个人，个人荣立三
等功、“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工作者”。

乡村数字产业分会由山
东再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牵
头发起，山东农投大数据有
限公司等30余家单位共同参
与。集合物联网、区块链、大
数据平台等技术力量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
乡村数字产业分会结合

青岛市与甘肃省定西市对口
帮扶，围绕定西市安定区、陇
西县、临洮县等相对贫困县
区，提出“智慧农业解决方
案”，构建定西市智慧农业整
体网格化结构，实现农村管
理、疫情防控、应急调度指挥
的数字化。牵头企业山东再
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已与百
度、腾讯、华为、国家电网、中
国移动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
展开深度合作，持续科技赋
能乡村振兴、共创美丽乡村
未来。

让乡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青岛市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会热烈祝贺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会长简介

（一）农副产品产业分会 （二）绿色蔬菜产业分会 （三）生活服务产业分会 （四）乡村教育产业分会 （五）乡村环保产业分会 （六）农业农服产业分会 （七）乡村康养产业分会 （八）乡村数字产业分会

窦典梓 青岛市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吕旭青 农副产品产业
分会会长

史吉玉 绿色蔬菜产业分会
会长

王修伟 生活服务产业分
会会长

李晨钟 乡村教育产业分
会会长

王卫东 环保产业分会
会长

孙成波 农业农服产业分
会会长

李相东 乡村康养产业分
会会长

王慧美 乡村数字产业分
会会长

● ● ● ● ● ● ● ●

青岛市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会是由青岛市
工商联作为主管部门，青岛伟信集团牵头发
起，1000余家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银行金融
部门等共同参与，全国首个践行乡村振兴的
社会组织。乡村会的使命是“让乡村美起来，
让农民富起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成立以来，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合

作，成立青岛现代乡村振兴研究院，与青岛
大学商学院合作，成立乡村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与青岛开放大学合作，成立乡村振兴学

院，不断聚拢乡村振兴人才智库；受高校、党
校、政府机关等邀请开展乡村振兴大讲堂活
动20余场，不断凝聚乡村振兴社会共识；联
合会员企业投资平度市明村镇、仁兆镇等乡
村产业项目，近期与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曲家
庄村达成帮扶协议，不断汇聚助村兴村企业
力量；在脱贫攻坚决战之时，助力帮扶国务
院挂牌督办的甘肃陇南市张坪村成功脱贫
摘帽，当疫情来袭全市静态管理时，将“菜篮
子”、“米袋子”、“果盘子”送到千家万户。

2022年3月13日，组织百名抗疫突击队第一
时间奔赴莱西支援。带领会员企业为灾区、
贫困村、贫困学生、孤寡老人、大病患者等捐
款捐物，不断聚焦为民服务核心。
乡村会发起单位青岛伟信集团被山东

省两新工委确定首批省级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示范点，被青岛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为基层
立法联系点，被中共青岛市委评为青岛市先
进基层党组织，入选全国非公企业党组织发
挥实质作用创新案例。

青岛市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会简介

分会长简介
赵林，乡村文旅产业

分会会长，青岛太奇环境
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高
级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教
授 ,青岛太平洋学会副会
长。多年从事村庄规划、旅
游规划、乡村文化研究、乡
村振兴研究等工作，主持
和参与的项目达 1 0 0余
项。

乡村文化旅游产业
分会由青岛太奇环境艺
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牵
头发起，由青岛茶山集团
有限公司等 3 0余家单位
共同参与。
汇聚文旅游专家、文

旅文创企业、具备文旅潜
力的村庄等力量，与中国
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和青
岛市社科院合作，对接政
府部门搭建招商引资平
台，开展乡村文旅宣传推
广 、乡 村 旅 游 产 品 销 售
等，发展企业和村庄会员
目标达到 3 0 0家，从业人
员 3000～ 4000人。牵头
企业青岛太奇环境艺术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获
得青岛国际院士港项目
“全国园林绿化优质工程
金奖”，青岛上流商务中心
项目“年度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二等奖”，在北京、上
海等城市规划与设计四百
余项成功作品。

分会长简介
黄灏棽，现任乡村融媒体

产业分会会长，千机科技集团
品宣总监。2013年编剧创作的
过年系列微电影《忏悔》获得栏
目剧牡丹奖最佳剧本奖，策划
北宅樱桃节微电影获崂山区政
府优秀作品奖。2015年齐鲁情赛
事优秀组织奖，2016年荣获青岛
人艺最佳组织奖和宣传贡献奖。
2020东方卫视跨年活动中大型
无人机天幕光影秀科技统筹导
演、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墩墩
雪融融跨年表演统筹导演、
2022亚运会独家无人机表演倒
计时200天活动执行导演。

乡村融媒体产业分会（融
媒体中心）由青岛穿越千机创
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发
起，青岛拾优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等3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通过
整合广播电视、网站媒体和客户
端等资源，实现“资源通融、内容
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传
播乡村振兴声音、乡村产业动态、
乡村量能提升，助力乡村产业发
展。牵头企业青岛穿越千机创新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获得首
届创新全球论坛创新卓越成就
奖、广告人国际大实战金案、七
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亚运
会独家无人机表演执行方，第十
五届中国品牌金象奖、2019年
中国达人秀总冠军、2022年北
京冬奥会冰墩墩雪融融授权表
演指定方、建党百年无人机庆
典表演承办方、央视导演组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

（九）乡村文旅产业分会 （十）乡村融媒体产业分会

赵林 乡村文旅产业分
会会长

黄灏棽 乡村融媒体产业
分会会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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