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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工程师协会
鲁工协字〔2019〕22 号

——————————————————————

关于 2019 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第三届山东省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

职业技能竞赛有关情况的报告

省科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019 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山东省人工

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职业技能竞赛，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在滨州

圆满结束。

在省科协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帮

助下，省工程师协会作为竞赛承办单位，历时 5 个月时间，圆满

完成了竞赛工作。共有来自全省 44 个企事业单位、教育院校的

725 名选手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赛项一等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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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二等奖 56 个、三等奖 75 个（附件 1），其中各赛项高级组

第 1 名的获奖选手，拟申报“山东省技术能手”称号（附件 2），

4 家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附件 3）。

特此汇报。

附件：1. 获奖选手名单

2. 山东省技术能手推荐名单

3. 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名单

山东省工程师协会

2019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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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虚拟现实三维设计 3DMAX 赛项中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组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吴晨阳 372301200303192412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张雪静 372301200210191963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刘佳璇 372301200210084121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2

王晨宇 652301200207250835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二等奖

刘宏辰 37030320030316421X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二等奖

周虹旭 370302200208024810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二等奖

3

韩宗坦 370829200307184999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李吉喆 37081120030205303X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尹康明 370883200302215811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4

牛乐松 370181200404056136 山东技师学院 三等奖

王浩燃 370982200307160011 山东技师学院 三等奖

陈淏宇 370102200402043715 山东技师学院 三等奖

虚拟现实三维设计 3DMAX 赛项高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伊桂芬 230221198001234426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袁承伟 370823197802231518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朱邦俊 370827200101302010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

崔永利 370283198403208116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徐锡阳 37112119861120401X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池浩田 370283199210168714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3

刘松玮 370214199710016036 威海职业学院 二等奖

韩晧哲 370883199812020015 威海职业学院 二等奖

段科丞 320321199707221418 威海职业学院 二等奖

4

张海洋 370882200103122456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杜帅 370883200109145815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韩文丽 370883200109086528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5

祝笠航 370322200107084916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三等奖

简显权 511025199905233650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三等奖

鹿建国 37030419700410581X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三等奖

6

陈传志 370923198707201935 山东技师学院 三等奖

张玉琪 371424199806082112 山东技师学院 三等奖

陈有为 37232319990901121X 山东技师学院 三等奖

7

袁帅 372928200001260056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庄作祥 370904199906050917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谢可心 410403199908085605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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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数字设计与打印赛项中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申凤柱 371324200210102450 临沂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 刘军浩 372301200110192934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3 谢继麟 370983200211101873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4 李政翰 371302200206011419 临沂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5 于宁江 372301200303011917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6 张德龙 370983200301140593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7 徐晓广 372325200112212813 博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8 邓浩然 372301200105115117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9 郭传仁 371722200312072837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10 张华健 372324200212104418 无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11 孙培泽 372321200112295350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三等奖

12 从浩楠 371623200207201570 无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13 李福甜 371623200204221533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三等奖

14 路文博 370983200301202838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15 胡志超 372301200201242917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16 韩文杰 37230120030329411X 滨州市中等职业学校 三等奖

17 王宇涵 372328200210231814 博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18 许林凯 370283200304155215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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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数字设计与打印赛项高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申云波 372301198009301411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2 王延军 371425198406170086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3 赵杨 372925198903100079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4 陈宾宾 37232419840801641x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4 吕辰 371525199008103339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6 烟承梅 37078119821030636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二等奖

7 张玉福 371321198707196991 临沂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8 王超 372325199401193211 滨州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8 王振 372301198703070713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10 傅翠 371425198111097627 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11 王世轩 372526197608112392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12 王金铃 37233019720413072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三等奖

13 戴億 37232820010815121X 滨州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14 刘芸 37060219820721044X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 三等奖

15 杨凡 142303198910280115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 三等奖

16 田芳 370882198712131622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17 王海涛 370283199103102437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18 边成志 370882200205221615 济宁技师学院 三等奖

19 邢继国 371502198410108614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19 郑杰 372928199905035411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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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机械设计赛项中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张坤 37078220020530241X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一等奖

2 刘朝 370982200206273615 泰安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3 李先琪 37098320030412373X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4 孙浩然 370882200111234714 济宁市工业技师学院 一等奖

5 赵志豪 370725200109110971 潍坊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6 郭子嘉 370283200308060010 平度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7 吴沛儒 370302200207074218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二等奖

8 丁士奥 370882200207285516 济宁市工业技师学院 二等奖

9 巩凯 371424200111226015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10 盛德福 370781200205036717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二等奖

11 谭贤辉 37078520030726277X 潍坊豪迈科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12 郑汉青 370982200011076072 潍坊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13 刘杰 370982200308165877 泰安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14 马相征 370983200206133213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15 朱宇赫 370882200307151611 济宁市工业技师学院 三等奖

16 王建胜 372324200204190037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17 宫浩霖 370785200208210915 潍坊豪迈科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18 代玉龙 370725200102260416 昌乐县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 7 —

CAD 机械设计赛项高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冉令峰 37098319811011371X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2 王子威 370702200110143231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一等奖

3 赵磊 37082200002102610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一等奖

4 邢继国 371502198410108614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5 靳国涛 371481200009201812 淄博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6 龙江周 370481198512093811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6 谢广敏 372925198701137113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一等奖

8 徐前通 370830200103133917 淄博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9 李明利 372926198302211810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10 李芳 370983198211053226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11 王超 370883198610063012 济宁市工业技师学院 二等奖

12 冯龙飞 371525198812222350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13 褚涌泉 370782199907161812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二等奖

14 于兆全 370983197906256615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15 陈晓 370982200207073615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二等奖

16 张磊 370983198201200579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17 吴亚岐 220182198910177612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三等奖

18 徐增肖 371525198606130316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19 贾学超 371302200003112535 临沂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 赵子水 370727197709089617 潍坊豪迈科技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三等奖

21 杨乐滨 370725198303155292 昌乐县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22 赵仕伟 370283199809238117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3 赵凯 370782200110050256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三等奖

24 潘军良 371102200106101010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 三等奖

25 李鹏军 370725198602210415 昌乐县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26 程子飞 130427198408052371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27 王超 370281200105277014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 三等奖

28 王宜龙 37083219820225491X 济南交通技师学院 三等奖

28 王刚 370682197708100414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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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数字创意与制作赛项中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林卓 370126200302186218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一等奖

2 时欣雨 370983200201221329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3 颜建豪 371525200303142395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3 李俊熙 320321200405204618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一等奖

5 高帅 372323200203262418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6 黄翰琳 370123200302155770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二等奖

7 赵心茹 370983200110177465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8 贾福达 37230120020119381X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9 高明涛 371525200210184115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10 刘天正 370811200302095037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11 尹成林 37098320020120051X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12 尚鹏程 370126200212086512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三等奖

13 宋国英 371525200208174444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14 楚孔委 370983200203221357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15 孟德悦 372324200202045725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动画数字创意与制作赛项高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林木光 372526198308025638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2 林冰 370104197901250717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3 徐超群 370284199912311227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4 池浩田 370283199210168714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5 张海洋 370882200103122456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6 李金蓉 370181200109286828 山东技师学院 二等奖

7 王昊楠 37010520000922173X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二等奖

8 刘庆霞 371311198410232848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9 袁帅 372928200001260056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9 李莹莹 371525198410070024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11 焦振恒 371482200009214812 山东技师学院 三等奖

12 朱邦俊 370827200101302010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13 王乐乐 372301198610081923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13 刘子玉 372526198406054424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15 张云云 371525198411080769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16 庄作祥 370904199906050917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7 程子飞 130427198408052371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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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发与应用赛项中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组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李诗娴 370811200308045065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王海新 370832200102126099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赵明庆 370881200210016329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

高德玉 370830200204281716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高志远 370829200201024911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李相涛 370829200308094936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3

崔功聪 370829200112163573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邵文通 370883200302223918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武雪冬 370829200211074955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发与应用赛项高级组决赛获奖选手名单

组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奖项

1

毕延乐 370302199009266950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李兴鹏 370802198404250919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李香华 370828197707062041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

张明俊 370323198602280814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隋雨君 371081198804206426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王锡辉 370283198710073573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3

展伟 370827197505080018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刘宗佳 210503198409100317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姬忠勇 37083019811025053X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4

云善起 37152619960113161X 青岛大学 三等奖

张现忠 371521199402037530 青岛大学 三等奖

张江辰 370703199701031814 青岛大学 三等奖

5

孔德龙 372301199708020015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刘焕焕 372325198710222886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徐莹莹 372328199511262723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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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技术能手推荐名单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赛项

1 李兴鹏 370802198404250919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发与应用

2 伊桂芬 230221198001234426 济宁市技师学院 虚拟现实三维设计 3DMAX

3 申云波 372301198009301411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3D 数字设计与打印

4 冉令峰 37098319811011371X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CAD 机械设计

5 林木光 372526198308025638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动画数字创意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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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

1 济宁市技师学院

2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3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

4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