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文 〔2020〕11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

团体和县 (市、 区) 总名次的通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郑政办 〔2016〕73号)有关规定,组织实施了郑州市第五届职

业技能竞赛。经市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指导督导、

各承 (协)办单位宣传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院校师

生积极参赛,取得较好成绩。按照 《郑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

法 (试行)》和 《郑州市职业技能竞赛奖惩办法》有关规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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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得个人奖励的司海锋等75名选手、获得团体奖励的上街区

等72支参赛队,及县 (市、区)总名次予以通报。

希望受到通报的选手和单位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更

大贡献。全市企事业单位广大职工、职业 (技工)院校师生要积

极学习先进、赶超先进,大力弘扬 “工匠精神”,努力提高个人

技能素养。各县 (市、区)、各有关单位要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

赛,通过技术比武、岗位练兵等系列活动,鼓励和调动职工、师

生学技术、练技能、比贡献的积极性,大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

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时代氛围。

附件:1.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名单

2.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奖名单

3.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县 (市、区)总名次

202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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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名单

一、市级一类竞赛

(一)服装制版师

第一名 司海锋 巩义市

第二名 宋丽娜 新密市

第三名 朱 昀 惠济区

(二)平面设计

第一名 吕慧芬 经开区

第二名 郭海波 高新区

第三名 李土成 登封市

(三)数控车工

第一名 孙志光 中牟县

第二名 陶道光 中原区

第三名 曹占光 巩义市

(四)焊工

第一名 王会军 高新区

第二名 陈文举 高新区

第三名 成 斌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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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车维修工

第一名 魏承康 荥阳市

第二名 李晓强 荥阳市

第三名 王 培 二七区

(六)电梯安装维修工

第一名 郑晓东 高新区

第二名 李中华 高新区

第三名 周振钢 高新区

(七)中式烹调师

第一名 唐武林 郑东新区

第二名 唐连军 新密市

第三名 王铁朋 经开区

(八)保育员

第一名 黑春霞 登封市

第二名 刘雪勤 河南建业小哈佛森林半岛幼儿园

第三名 米淑丽 郑州市惠济区苏屯希望幼儿园

(九)电工

第一名 曾重光 上街区

第二名 李 伟 上街区

第三名 焦东建 上街区

(十)评茶员

第一名 王静怡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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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马冰凇 经开区

第三名 王帅帅 管城回族区

二、市级二类竞赛

(一)工程测量员

第一名 汪军林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第二名 刘 猛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第三名 楚智超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二)叉车司机

第一名 鲁利杰 经开区

第二名 秦盼盼 高新区

第三名 郭 聪 格力电器 (郑州)有限公司

(三)养老护理员

第一名 王满满 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

第二名 孟庆姣 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

第三名 冯茜茜 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

(四)架子工

第一名 曹恒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二名 郑小旭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三名 卢永豪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健康管理师

第一名 王 燕 郑州人民医院

第二名 刘静静 郑州颐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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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魏何淑 郑州颐和医院

(六)中式面点师

第一名 何东东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第二名 徐 月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第三名 陈 东 河南鲁班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七)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司机

第一名 范世捷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乘务一室

第二名 程 洋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乘务一室

第三名 张 冲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乘务一室

(八)眼镜验光员

第一名 彭丹丹 郑州达人视界职业培训学校

第二名 马艳利 郑州达人视界职业培训学校

第三名 王 灿 达人视界经开区视光中心

(九)污水处理工

第一名 曹鑫莉 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

第二名 邵振学 郑州市马头岗污泥处理厂

第三名 陈超越 郑州市双桥污水处理厂

(十)化妆师 (美容师化妆方向)

第一名 芦晶晶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名 周 锐 个人参赛

第三名 李雯雯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十一)餐厅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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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李 婕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第二名 于婷婷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第三名 刘梦珍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十二)矿山安全防护工 (瓦斯防突工)

第一名 孙远亮 杨河煤业公司

第二名 刘建伟 杨河煤业公司

第三名 丁 雷 王行庄煤矿

(十三)眼镜定配工

第一名 马艳利 郑州达人视界职业培训学校

第二名 彭丹丹 郑州达人视界职业培训学校

第三名 柯 顺 郑州达人视界职业培训学校

(十四)工艺品雕刻工

第一名 赵 凡 易斯顿美术学院

第二名 吕 广 郑州市黄河科技学院

第三名 孙铭海 郑州市工程技术学院

(十五)无人机驾驶员

第一名 梁佳伟 个人参赛

第二名 高 行 个人参赛

第三名 章远驰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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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奖名单

一、市级一类竞赛

(一)电工

团体第一名 上街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惠济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经开区代表队

(二)焊工

团体第一名 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新郑市代表队

(三)数控车工

团体第一名 中牟县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中原区代表队

(四)平面设计

团体第一名 经开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中牟县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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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车维修工

团体第一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二七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经开区代表队

(六)电梯安装维修工

团体第一名 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航空港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金水区代表队

(七)服装制版师

团体第一名 惠济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二七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巩义市代表队

(八)中式烹调师

团体第一名 郑东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经开区代表队

(九)保育员

团体第一名 河南建业小哈佛森林半岛幼儿园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二七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登封市代表队

(十)评茶员

团体第一名 经开区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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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二名 中原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高新区代表队

二、市级二类竞赛

(一)眼镜验光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达人视界职业培训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市惠济区伊尔雅眼镜商行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二)眼镜定配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达人视界职业培训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达人视界眼镜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金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队

(三)养老护理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市惠济区欧安乐龄医养中心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荥阳市东元颐养公寓代表队

(四)架子工

团体第一名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队

(五)工程测量员

团体第一名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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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三名 中铁七局集团郑州工程有限公司代表队

(六)健康管理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人民医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省老干部康复医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颐和医院代表队

(七)中式面点师

团体第一名 河南鲁班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阿庄美食餐饮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代表队

(八)污水处理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市马头岗污泥处理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双桥污水处理厂代表队

(九)餐厅服务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新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华强方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队

(十)矿山安全防护工 (瓦斯防突工)

团体第一名 杨河煤业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王行庄煤矿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超化煤矿代表队

(十一)化妆师 (美容师化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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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一名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代表队

(十二)叉车司机

团体第一名 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经开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格力电器 (郑州)有限公司代表队

(十三)工艺品雕刻工

团体第一名 易斯顿美术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二七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镀鸦雕塑艺术有限公司代表队

(十四)无人机驾驶员

团体第一名 新郑市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地质高级技工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管城区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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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郑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竞赛

县 (市、 区) 总名次

第一名 高新区

第二名 经开区

第三名 上街区

第四名 荥阳市

第五名 巩义市

第五名 登封市

第七名 中牟县

第七名 郑东新区

第九名 新密市

第十名 中原区

第十一名 管城回族区

第十一名 二七区

第十一名 惠济区

第十四名 新郑市

第十四名 金水区

第十四名 航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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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6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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