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文 〔2020〕18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郑州市2020年职业技能竞赛区县 (市)

总名次、 获奖团体、 获奖选手和

优秀指导教师的通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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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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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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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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对区县 (市)总名次,获得团体奖励的中牟县等132支代表

队,及获得个人奖励的孙志光等619名选手、夏文善等151名优

秀指导教师予以通报。

希望受到通报的单位和同志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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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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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职业技能竞赛区县 (市)总名次

2.郑州市2020年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奖名单

3.郑州市2020年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优秀指导

教师名单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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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郑州市2020年职业技能竞赛

区县 (市) 总名次

第一名 郑州高新区

第一名 新郑市

第三名 中原区

第四名 郑州航空港区

第五名 管城回族区

第六名 荥阳市

第七名 中牟县

第八名 二七区

第九名 郑州经开区

第十名 金水区

第十名 巩义市

第十二名 郑东新区

第十二名 惠济区

第十二名 上街区

第十二名 新密市

第十二名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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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郑州市2020年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奖名单

一、第六届职业技能竞赛一类竞赛

(一)车工 (数控车工)

团体第一名 中牟县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二七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经开区代表队

(二)焊工 (电焊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中牟县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经开区代表队

(三)钳工 (装配钳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经开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中原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四)电工

团体第一名 管城回族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经开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荥阳市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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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控程序员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团体第一名 二七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新郑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航空港区代表队

(六)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团体第一名 新郑市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金水区代表队

(七)电梯安装维修工

团体第一名 新郑市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金水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管城回族区代表队

(八)网络通信安全管理员 (含信息安全)

团体第一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航空港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巩义市代表队

(九)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航空港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十)电子商务师

团体第一名 中原区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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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二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惠济区代表队

(十一)服装制版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新密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东新区代表队

(十二)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智能传感器技术应

用)

团体第一名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十三)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

团体第一名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荥阳市代表队

(十四)无人机装调检修工 (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团体第一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灿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巩义市代表队

(十五)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航空港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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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三名 河南百文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队

二、第六届职业技能竞赛二类竞赛

(一)铣工 (数控铣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超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代表队

(二)无人机驾驶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沃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队

(三)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叉车司机)

团体第一名 格力电器 (郑州)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经开区代表队

(四)手工木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中天骏宏建设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国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代表队

(五)工程测量员

团体第一名 上街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测绘学校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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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洁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东象环卫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城分公司代表队

(七)物流师

团体第一名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代表队

(八)中式烹调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阿庄地道豫菜有限公司代表队

(九)中式面点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阿庄地道豫菜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中粮 (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代表队

(十)育婴员

团体第一名 河南婴之语母婴护理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月子语母婴护理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纤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队

(十一)家政服务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阳光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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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二名 河南家可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代表队

(十二)健康管理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人民医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巩义市人民医院代表队

(十三)中药炮制工

团体第一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裕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维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队

(十四)眼镜验光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链镜光学有限公司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市中原区星亮眼镜商店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太古行眼镜有限公司代表队

(十五)机关后勤服务保障竞赛 (电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荥阳市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市直机关代表队

(十六)机关后勤服务保障竞赛 (中式烹调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上街区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市直机关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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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机关后勤服务保障竞赛 (中式面点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高新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航空港区代表队

三、第一届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一)车工 (数控车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代表队

(二)焊工 (电焊工)

团体第一名 上街区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代表队

(三)电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代表队

(四)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团体第一名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代表队

(五)电子商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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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一名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河南技师学院代表队

(六)服装制版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河南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技师学院代表队

(七)广告设计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代表队

(八)保育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代表队

(九)营销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代表队

(十)美容师 (化妆方向)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技师学院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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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三名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代表队

(十一)茶艺师

团体第一名 郑州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市财贸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代表队

(十二)民航安全检查员

团体第一名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代表队

团体第二名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代表队

团体第三名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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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郑州市2020年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选手、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一、第六届职业技能竞赛一类竞赛

(一)车工 (数控车工)

第一名 孙志光 中牟县参赛队

第二名 周海锋 二七区参赛队

第三名 樊奥飞 二七区参赛队

优胜奖 孙向海 中牟县参赛队

杨宏营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王 猛 荥阳市参赛队

优秀选手 乔明传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骆勇波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王红昌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邓宪军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二)焊工 (电焊工)

第一名 王会军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第二名 成 斌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第三名 李帅帅 中牟县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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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 张孟超 中牟县参赛队

王智涛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李长泰 中牟县参赛队

优秀选手 殷 川 中牟县参赛队

陈文举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苌智恒 荥阳市参赛队

赵江峰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三)钳工 (装配钳工)

第一名 赵子健 中原区参赛队

第二名 叶国兴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第三名 刘云玺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优胜奖 蒋洪涛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栗国鸿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梁超超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优秀选手 左卫阳 新密市参赛队

吴腾飞 二七区参赛队

魏振军 中原区参赛队

杨庆源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四)电工

第一名 董彦平 管城回族区参赛队

第二名 郭建健 管城回族区参赛队

第三名 马长凯 荥阳市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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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 李仲杰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侯玉杰 管城回族区参赛队

张 印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优秀选手 刘彩玲 中原区参赛队

白振东 管城回族区参赛队

杨 鼐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刘士民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五)数控程序员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第一名 轩晨明 新郑市参赛队

第二名 孟 冬 二七区参赛队

第三名 李 松 二七区参赛队

优胜奖 朱俊伟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刘国锋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秦宜龙 郑东新区参赛队

优秀选手 郑 利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张 超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李 静 荥阳市参赛队

王红建 新郑市参赛队

(六)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第一名 孙伟钢 荥阳市参赛队

第二名 朱永存 新郑市参赛队

第三名 郜前程 新郑市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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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 魏承康 荥阳市参赛队

张诚轩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张 南 新郑市参赛队

优秀选手 韩家辉 荥阳市参赛队

谢龙飞 二七区参赛队

曾亚州 金水区参赛队

李 浩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七)电梯安装维修工

第一名 饶晓慧 新郑市参赛队

第二名 张鑫峰 金水区参赛队

第三名 张 参 金水区参赛队

优胜奖 周振钢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王三元 惠济区参赛队

宋培涛 新郑市参赛队

优秀选手 赵文武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张书彬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布东山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张永辉 金水区参赛队

(八)网络通信安全管理员 (含信息安全)

第一名 刘 辉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第二名 邱志愿 巩义市参赛队

第三名 刘和谦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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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 郭金明 登封市参赛队

李联豪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侯卫杰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优秀选手 阴明雨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付永强 新郑市参赛队

刘 杰 新郑市参赛队

丁东晓 巩义市参赛队

(九)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第一名 胡祖伟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第二名 李 申 新郑市参赛队

第三名 王超科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优胜奖 王康华 荥阳市参赛队

苏亚玲 荥阳市参赛队

王永强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优秀选手 王俊杰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陈 越 荥阳市参赛队

徐继虎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崔兴奇 惠济区参赛队

(十)电子商务师

第一名 张淑静 中原区参赛队

第二名 刘彦博 中原区参赛队

第三名 李璐君 荥阳市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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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 李小明 中原区参赛队

刘瑞瑞 荥阳市参赛队

武建伟 惠济区参赛队

优秀选手 宋志蕙 惠济区参赛队

李 源 荥阳市参赛队

胡永鹏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高丽燕 惠济区参赛队

(十一)服装制版师

第一名 潘献仲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第二名 杨雪勤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第三名 宋丽娜 巩义市参赛队

优胜奖 王孟丹 中原区参赛队

范翠丽 郑东新区参赛队

胡珊珊 二七区参赛队

优秀选手 张志军 中原区参赛队

化丽娜 新密市参赛队

陈先晶 登封市参赛队

田雨航 惠济区参赛队

(十二)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智能传感器技术应

用)

第一名 孟祥伟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孟银娜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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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岳同晖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王一明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第三名 魏煜琛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参赛队

丁俊宏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参赛队

优胜奖 景 迪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吴有平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王晓蓬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张 润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王嘉乐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温伟鹏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王航宇 荥阳市参赛队

赵浩翔 荥阳市参赛队

马 帅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王子铭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袁红罡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王逸凡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李影江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李海阳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十三)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

第一名 冯健松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智珊珊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第二名 李亚萍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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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占伟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第三名 徐永振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安永峰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优胜奖 吴雷雷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胡程辉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段旭龙 荥阳市参赛队

邵涵卿 荥阳市参赛队

卢凯凯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参赛队

李佳璇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王俊涛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徐 成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高鑫磊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赵 旭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张俊领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韩黎亚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崔博文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王聪聪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十四)无人机装调检修工 (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第一名 李雨博 荥阳市参赛队

第二名 王 斌 荥阳市参赛队

第三名 吴兆林 荥阳市参赛队

优胜奖 孙军建 河南灿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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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宏胜 河南通航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张运鹏 巩义市参赛队

优秀选手 谢康旭 河南灿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董思寒 郑州亚柏智能科技参赛队

梁佳伟 河南灿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王 洋 郑州亚柏智能科技参赛队

(十五)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第一名 段立宾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名 郭帅凯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第三名 孙玉乐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优胜奖 付俊俊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董科峰 河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陈新龙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选手 李振红 新郑市参赛队

牛明珠 郑州中膜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刘 增 郑州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赛队

于紫薇 河南工程学院赛队

二、第六届职业技能竞赛二类竞赛

(一)铣工 (数控铣工)

第一名 孙晨阳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二名 米志恒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参赛队

第三名 任志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参

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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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 党玉龙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任付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参

赛队

邵广伟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石大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

参赛队

李 攀 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参赛队

何董权 郑州超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参赛队

张河琰 河南海泰机械有限公司参赛队

(二)无人机驾驶员

第一名 李鑫坤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第二名 耿浩奇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三名 柴健航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优胜奖 刘金晌 河南沃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王会亮 河南沃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叶育锦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蒋金洺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邢 新 河南中恒遥感技术有限公司参赛队

杨 举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刘仕林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三)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叉车司机)

第一名 秦盼盼 格力电器 (郑州)有限公司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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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石开运 格力电器 (郑州)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三名 鲁利杰 郑州经开区参赛队

优胜奖 高 雷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郭 聪 格力电器 (郑州)有限公司参赛队

谭俊峰 河南凯邦电机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秀选手 袁 胜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张增强 格力电器 (郑州)有限公司参赛队

董佳裔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楚广欣 郑州市建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参赛队

(四)手工木工

第一名 王 银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二名 杨保国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参赛队

第三名 汪长春 中天骏宏建设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胜奖 李贺喜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参赛队

许德奇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赛队

李灵军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参赛队

优秀选手 樊泽根 中天骏宏建设有限公司参赛队

朱 磊 康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参赛队

朱传文 河南国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赛队

朱瑞胜 河南国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赛队

(五)工程测量员

第一名 岳梦浩 上街区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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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刘 猛 上街区参赛队

第三名 谢 璨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胜奖 范登坡 上街区参赛队

赵世杰 上街区参赛队

姚亚伟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秀选手 楚智超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参赛队

杨 磊 郑州测绘学校参赛队

黄浩冉 上街区参赛队

燕胜坤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六)保洁员

第一名 金智奎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二名 郝小锋 郑州东象环卫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三名 岳海涛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胜奖 乔 猛 郑州民安实业有限公司参赛队

马国峰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城分公司

参赛队

赵江永 郑州东象环卫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秀选手 邢海清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张 建 清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参赛队

乔 培 郑州傲蓝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二七分公

司参赛队

王建伟 郑州东象环卫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七)物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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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郭明杰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第二名 李 钊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第三名 王梦瑶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优胜奖 张宝华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王晓丽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李韶鹏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国艳茹 河南物流职业学院参赛队

张金超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耿 洋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周燕飞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参赛队

(八)中式烹调师

第一名 楚海龙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二名 赵小菲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三名 张耀杰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优胜奖 郑国栋 河南鲁班张餐饮有限公司参赛队

邢 记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李新亮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尹 涛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陈彦桥 河南阿庄地道豫菜有限公司参赛队

徐 鹏 郑州商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李 斌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九)中式面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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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何东东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二名 李梦涵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三名 刘百杰 河南阿庄地道豫菜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胜奖 崔利涛 河南阿庄地道豫菜有限公司参赛队

王胜杯 河南萌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沙 鸥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优秀选手 常 静 中粮 (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参赛队

黄永浩 河南省永和铂爵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参赛队

荆利建 河南省永和铂爵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参赛队

王 雪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十)育婴员

第一名 秦旭芳 郑州纤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二名 徐萍萍 河南婴之语母婴护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三名 余 颖 新郑市参赛队

优胜奖 何学莲 河南婴之语母婴护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刘世俊 郑州仁人学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参赛队

何贝贝 郑州市娘家人月子服务中心参赛队

优秀选手 张海凤 河南月子语母婴护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王春华 河南月子语母婴护理有限公司参赛队

张跃敏 郑州初使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参赛队

马红玉 郑州市娘家人月子服务中心参赛队

(十一)家政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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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马欢欢 河南家可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二名 鲍樱樱 河南家可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三名 申 青 郑州阳光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参赛队

优胜奖 王元亮 郑州阳光家政服务中心参赛队

黄菲菲 郑州阳光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参赛队

刘梦莉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王丹丹 郑州贝儿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参赛队

高珍珠 郑州阳光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参赛队

郭 月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参赛队

石 金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参赛队

(十二)健康管理师

第一名 齐书娜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参赛队

第二名 马鹏丽 巩义市人民医院参赛队

第三名 陈小丽 郑州人民医院参赛队

优胜奖 廉 洁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参赛队

谷银娟 郑州人民医院参赛队

徐淑婕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参赛队

优秀选手 白瑞娟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参赛队

高文翠 郑州人民医院参赛队

李 萍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参赛队

贺露艳 巩义市人民医院参赛队

(十三)中药炮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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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魏 红 河南裕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第二名 刘九菊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第三名 陈明慧 荥阳市参赛队

优胜奖 潘玉魁 郑州维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马鹏飞 荥阳市参赛队

刘保方 郑州维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优秀选手 王亚周 河南紫德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卢向斌 郑州万医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袁一凡 荥阳市参赛队

周海明 河南鸿鹤翔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队

(十四)眼镜验光员

第一名 王李贝 郑州相约千百度眼镜商行参赛队

第二名 张晓燕 郑州旭光眼镜参赛队

第三名 陈陶峰 郑州惠济区太古行眼镜商行参赛队

优胜奖 陈 莹 河南太古行眼镜有限公司参赛队

张富豪 郑州链镜光学有限公司参赛队

孟妍珂 郑州市中原区星亮眼镜商店参赛队

优秀选手 陈 洁 河南太古行眼镜有限公司参赛队

李梦瑶 郑州链镜光学有限公司参赛队

林自明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易之快客眼镜店参

赛队

王茜雨 郑州链镜光学有限公司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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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机关后勤服务保障竞赛 (电工)

第一名 赵 磊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第二名 孙浩举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第三名 马彦锋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优胜奖 郭贺贺 管城回族机关事务局参赛队

孙军强 郑州航空港区事管局参赛队

杜县周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优秀选手 吴 杰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参赛队

杨金万 郑州高新区党政办事管局参赛队

李 楠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阴建强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十六)机关后勤服务保障竞赛 (中式烹调师)

第一名 赵双喜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第二名 常俊杰 郑州市市直机关参赛队

第三名 曹陆伟 郑州市市直机关参赛队

优胜奖 胡希铜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文进勇 郑东新区参赛队

赵四明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优秀选手 安阳斌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康现辉 二七区参赛队

张国强 上街区参赛队

卢浩楠 郑东新区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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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机关后勤服务保障竞赛 (中式面点师)

第一名 米中淮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第二名 倪红菊 郑州高新区参赛队

第三名 康炎周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优胜奖 李 铧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孙玉梅 二七区参赛队

石得义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参赛队

优秀选手 马宝玲 登封市参赛队

李进杰 巩义市参赛队

郑月兴 中牟县参赛队

杨 龙 郑州航空港区参赛队

三、第一届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一)车工 (数控车工)

一等奖

参赛选手 苑代涛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夏文善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潘 硕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王学坤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参赛选手 岳浏洋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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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李咏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姚锋军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刘彦旭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夏文善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常保义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夏文善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贾艺博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衡国磊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秦宜龙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武强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曲宝乾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姚锋军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杨维超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武强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刘启源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武强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刘雪强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衡国磊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刘春来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衡国磊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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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张晓辉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衡国磊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优胜奖

参赛选手 杨易鸣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武强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高世龙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刘思里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武强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葛文博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杨文柱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宋长远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司咏涛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光定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二)焊工 (电焊工)

一等奖

参赛选手 白佳鸣 上街区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毅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孙笑柯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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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苌智恒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二等奖

参赛选手 孙一讯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天其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郭宇飞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毅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继祖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再行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参赛选手 王政杰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再行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韩 昊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建峰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郭明江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慕永军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刘智豪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再行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参赛选手 王露云 上街区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天其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春冰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毛 森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徐德森 上街区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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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王 毅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优胜奖

参赛选手 张 涵 上街区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天其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亚鹏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毛 森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王晋森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再行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参赛选手 李腾飞 郑州科技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 方 郑州科技学院

参赛选手 秦伟华 郑州科技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 方 郑州科技学院

参赛选手 张文凯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毛 森 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

(三)电工

一等奖

参赛选手 杨 锦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松涛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耿仝飞 上街区参赛队

指导教师 荆 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荣帅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曾重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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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参赛选手 朱亚欣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郭海朝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马浩强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郭海朝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继超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佳嘉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佳俊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郭海朝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孙一凡 郑州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 刘松涛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黄家骏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曾重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三等奖

参赛选手 李 桢 上街区参赛队

指导教师 荆 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杨成杰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曾重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冯鹏宇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郭海朝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相江春 上街区参赛队

指导教师 荆 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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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刘浩源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彪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焦东建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曾重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远博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东辉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郑 杨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范公鹏 郑州技师学院

优胜奖

参赛选手 杨锦宇 上街区参赛队

指导教师 荆 莉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朱 贺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云霞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参赛选手 张会东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庆平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田一昊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郭海朝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郭松林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赵媛媛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钱文卓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 军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原佳伟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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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王庆平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盛 硕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尚中仁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工学校

(四)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一等奖

参赛选手 张飞翔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袁书新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韩家辉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韩金龙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泽龙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永存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二等奖

参赛选手 郜前程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永存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周富远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南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樊如飞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袁书新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司晨阳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晓强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赵健家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静丽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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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参赛选手 方康俊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姚梦珂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俊岭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哲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志超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郭广乾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王玉博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渤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许克耀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蒋相茹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赵自豪 郑州万通汽车职业培训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石 腾 郑州万通汽车职业培训学校

参赛选手 田钦增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 爽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广阔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 乐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优胜奖

参赛选手 高亚鹏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渤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韩世阳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建锋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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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徐梦超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袁 伟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恒超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绍杰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刘 金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高一帆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孙世豪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徐达河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进举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德斯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金 飞 郑州万通汽车职业培训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石 腾 郑州万通汽车职业培训学校

(五)电子商务师

一等奖

参赛选手 涂枫林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建红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胡作盟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彦博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焦紫阳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小明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二等奖

参赛选手 靳浩杰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93—



指导教师 张淑静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晓玲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娜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 茹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小明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 轩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安 宁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参赛选手 胡智铭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薛 聪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参赛选手 李金科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田 婧 河南技师学院

三等奖

参赛选手 王 芳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淑静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周雨新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连 菲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参赛选手 胡家模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连 菲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参赛选手 李隆豪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薛 聪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参赛选手 卢梦一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晓飞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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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马祥缤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彦博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白 聪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崔聪丽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杨 静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 峰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参赛选手 魏旭阳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 峰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优胜奖

参赛选手 陈银灿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孙 恺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羽翔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 琼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姚佳洁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颖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赵俊杰 新密市职教中心参赛队

指导教师 徐小丽 新密市职教中心

参赛选手 张 毅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丁慧彩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王淑玉 新密市职教中心参赛队

指导教师 蒋丽丽 新密市职教中心

参赛选手 孙家惠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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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李 峰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参赛选手 杜冰伟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 敏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张航瑶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徐小丽 新密市职教中心

(六)服装制版师

一等奖

参赛选手 肖志茹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洋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留稳 河南工程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魏晓红 河南工程学院

参赛选手 魏雅庆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雪勤 郑州技师学院

二等奖

参赛选手 曹月月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 昀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葛宇佳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花 芬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张笑笑 中原工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启泽 中原工学院

参赛选手 丁颍颍 郑州东方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汤伟英 郑州东方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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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李 超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 昀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贾浩涵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洋 河南技师学院

三等奖

参赛选手 时海鸽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雪勤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史增辉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洋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杨 梅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 娟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胡永雪 河南工程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魏晓红 河南工程学院

参赛选手 魏伊涵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 昀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王亚娟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婷婷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文文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 娟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参赛选手 罗 婷 郑州东方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汤伟英 郑州东方技工学校

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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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姬心雨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贾 莉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陈依曼 郑州东方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汤伟英 郑州东方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鲁新月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雪勤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马果果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雪勤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阿凤 中原工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启泽 中原工学院

参赛选手 魏梦莉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孙艳梅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陈堉金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倩倩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陈月月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师 蕊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七)广告设计师

一等奖

参赛选手 裴 桢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歌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余 艺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宋艳杰 郑州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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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张圆梦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桂芬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二等奖

参赛选手 顾晨晨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新平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郭宇哲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侯家辉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崔新新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冯延航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崔新新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孙腾宇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桂芬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郭刘杰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党梦瑶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谢宏远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崔洺钥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崔新新 郑州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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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郭辰逸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骆飞格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李金泷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桂芬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赵茹楠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张 淦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付 静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优胜奖

参赛选手 刘 晴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桂芬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谢培阳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高淑然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诗语 新密市职教中心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伟超 新密市职教中心

参赛选手 杜鑫雨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 宁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参赛选手 张理想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卫玲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陈 坤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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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张郑男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李 琳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骆家蕾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参赛选手 毛润戈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郑桂芬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八)保育员

一等奖

参赛选手 王雪怡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徐岩岩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 纯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巧英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盛梦晗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常艳娜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二等奖

参赛选手 刘飞洋 郑州爱婴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亚祥 郑州爱婴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扶 阳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常艳娜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杨歌艺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谢 静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季永雪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放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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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郑袁丽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孟 星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张俊芳 郑州爱婴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亚祥 郑州爱婴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车梦蕊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 杨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闫梦丹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锋辉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李 想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徐岩岩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晶烨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娄皓静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 瑜 河南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何 斌 河南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林慧仪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辛春艳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刘珊珊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强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优胜奖

参赛选手 刘佳佳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巧英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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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任冰洁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郭丰颖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郑婷婷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辛春艳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张中原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孟 星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桑依婷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辛春艳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杨梦瑶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辛春艳 河南高科技工学校

参赛选手 朱晓慧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娄皓静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郭慧愉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宋倩倩 郑州技师学院

(九)营销员

一等奖

参赛选手 王燕燕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马 芳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周家乐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马 芳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杨瑞琪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马 芳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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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参赛选手 杨莱源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马 芳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袁尧坤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晶晶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吴佳蔚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莹帅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刘欣欣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杜明慧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王梓怡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马 芳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孟浩阳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周红艳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于振楷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宫培霞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孙士翔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杜明慧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张海静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杜明慧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全伟森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玉芳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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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王葛亮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周红艳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郭卜元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卢 飞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

优胜奖

参赛选手 李选阁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卢 飞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梁冰艳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晶晶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冯舒翔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延民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参赛选手 张玉静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楚昕炜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 朝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马路遥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侯景卓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马路遥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 鑫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史甜甜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十)美容师 (化妆方向)

一等奖

参赛选手 张思雨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15—



指导教师 孙海露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弓青炎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孙海露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二等奖

参赛选手 汪晓萍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孙海露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张莅洋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孙海露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孙 烁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 静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常援琪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春欣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陈会会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孙海露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王东颖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司媛媛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刘冰倩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边月月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刘珍珠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伟波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鲍文洁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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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孙海露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程莹莹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边月月 郑州技师学院

优胜奖

参赛选手 张金金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 杨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慧琦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雅红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温玉冰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边月月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崔安琪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贞贞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陈 莹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孙海露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参赛选手 陈新怡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雅红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十一)茶艺师

一等奖

参赛选手 王晴筠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王琳东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刘力丹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苗 淼 郑州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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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宣舒艺 郑州市财贸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丽丽 郑州市财贸学校

二等奖

参赛选手 赵钰炜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雅利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司家豪 郑州市财贸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丽丽 郑州市财贸学校

参赛选手 刘淑静 郑州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勾晓莉 郑州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黄 佳 郑州市财贸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丽丽 郑州市财贸学校

参赛选手 刘贞贞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巧英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石孙心甜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 婷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参赛选手 张凯鑫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王一帆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 婷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参赛选手 郑 一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 婷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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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裴鹏晓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雅利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陈 哲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邵小明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张炜晨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于 婕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优胜奖

参赛选手 王全盛 郑州市财贸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丽丽 郑州市财贸学校

参赛选手 徐 露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 娟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张华萌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巧英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邰浩依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陈雅利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王珂莹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 婷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参赛选手 郭文静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钰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参赛选手 明李阳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莹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十二)民航安全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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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参赛选手 李小敏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于 静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巧英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刘广权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婧闻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二等奖

参赛选手 竹荣生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维玲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申杨凯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张德梁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 楠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刘 鑫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婧闻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张 曼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刘 楠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高晶晶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三等奖

参赛选手 朱富豪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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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冯彦彦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密梦怡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维玲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崔译文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赵怡婷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胜天昊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李梦雅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乐乐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孟祥鹏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吕晨曦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乐乐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甄政阳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参赛选手 唐 璇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张 祎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优胜奖

参赛选手 田家宁 郑州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吴国良 郑州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乔 腾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杨乐乐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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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陈浩然 河南省外贸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李润生 河南省外贸学校

参赛选手 张梦豪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冯彦彦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王紫焱 郑州市职业技术培训教研室参赛队

指导教师 朱维玲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袁志豪 河南省航空业协会参赛队

指导教师 祁永敏 河南省航空业协会

参赛选手 郭芋秀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参赛队

指导教师 冯彦彦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参赛选手 李 阳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赵怡婷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参赛选手 邢梦茹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参赛队

指导教师 曹 洋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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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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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