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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二届电梯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表彰决定 

 

总决赛主、承、协办单位、各参赛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 

由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

电梯行业分中心主办，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浙江省特种

设备安全与节能协会、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杭州容安特种设备职

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承办的全国第二届电梯维修工职业技竞赛

总决赛，经过所有参赛单位、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和各支持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满载硕果，胜利落下帷幕。 

本届竞赛总决赛有 69 支代表队共 138 名选手参加了竞技, 

现根据竞赛有关表彰与奖励的规定以及全国总决赛成绩，公布本

届竞赛获奖名单如下： 

一、团体奖项获奖名单 

1.团体优胜一等奖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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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团体优胜二等奖 

苏州德里克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湖南平安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西格玛电梯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无锡苏迅电梯自动化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队 

珠海市澳富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3.团体优胜三等奖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一队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乐生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通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东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安装服务中心 

江苏中昊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宏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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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一队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金华市三维电梯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公司一队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四川奥尔铂电梯有限公司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东营市宏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二队 

4.团体优秀奖 

北京地铁职工技术协会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徐州市利达电梯销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遵义市翼腾电梯有限公司 

四川华鑫宏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四川科莱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二队 

保定申菱机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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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队 

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申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安达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嘉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安顺电梯维修有限公司 

澳门电梯从业员协会 

江苏富士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四川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贵州鑫力通电梯有限公司 

河北鑫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贵阳申达电梯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公司二队 

安徽金智保利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捷安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恒达电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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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裕泰楼宇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富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一队 

溧阳市飞达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二、个人奖项获奖名单 

1.个人优胜一等奖 

蔡剑云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郑利民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干旻旭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2.个人优胜二等奖 

苟文美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董慧敏  河北西格玛电梯有限公司 

周  明  珠海市澳富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杨建华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周振钢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董小忠  苏州德里克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郭  岩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屠向明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一队 

张晓春  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李  健  苏州德里克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张鑫峰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陈  伟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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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优胜三等奖 

张  钢  湖南平安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何久云  湖南平安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余坤志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一队 

郑贤镯  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陆海龙  无锡苏迅电梯自动化有限公司 

许红军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廖树明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韩  力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左  可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队 

袁传兵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彭承彬  遵义市翼腾电梯有限公司 

梁兴刚  河北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安装服务中心 

黄志坤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李连军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队 

屈力远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夏生宇  无锡苏迅电梯自动化有限公司 

烟玉龙  石家庄乐生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沈明兵  上海东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王青胜  德州通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个人优秀奖 

孟庆勇  徐州市利达电梯销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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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良  金华市三维电梯有限公司 

徐铁柱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公司一队 

居祥林  江苏中昊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孙经龙  南京宏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陈  康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贾世超  石家庄乐生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李  彬  德州通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孙海成  河北西格玛电梯有限公司 

黄长安  四川华鑫宏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蔡可春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陆允强  上海东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陈春华  江苏中昊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杨涛峰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李光红  南京宏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才  陈  东营市宏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郭  涛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柴  强  四川奥尔铂电梯有限公司 

董  成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白金方  河北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安装服务中心 

张雨生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二队 

姜  山  北京地铁职工技术协会 

张  玮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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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峰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吴  彬  无锡申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颜  鑫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队 

虞天贞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一队 

魏  彪  四川奥尔铂电梯有限公司 

欧阳峰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邱俊权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余向华  珠海市澳富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邓星照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二队 

罗  喻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一队 

张煌涛  金华市三维电梯有限公司 

谈国勇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王伟荣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隗合远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公司一队 

谢从波  四川科莱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虞盛丰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二队 

杜小利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5.个人单项奖 

（1）干旻旭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荣获

理论成绩第一名单项奖 

（2）郑利民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荣获实操成绩第

一名单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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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坤志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一队  荣

获答辩成绩第一名单项奖 

三、荣誉称号获奖名单 

1.荣获金牌指导单位荣誉称号名单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荣获技能新星荣誉称号名单 

颜鑫荣 

3.荣获操作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名单 

郑利民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蔡剑云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杨建华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苟文美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王青胜  德州通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周振钢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陈  伟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干旻旭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孙经龙  南京宏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左  可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队 

4.荣获优秀裁判员荣誉称号名单 

孙立新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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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和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毛晓松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张  波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张彦朝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邹建华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刘光海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伍庆武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王  琦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梁国安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周春明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李  刚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金  严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王建华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刘志鹏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汤  倩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王勤锋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韩  彬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王文水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周  东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苏万斌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朱卫峰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刘志刚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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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云峰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杨吴奔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朱陈孟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叶剑刚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秦春浩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张国安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沈  健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钟建平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郭文立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戎安心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杨轶平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张义坚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陈永玉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朱亚军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胡建钦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刁  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朱  炜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张  航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陈  晨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黄伟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张  健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陈雪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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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生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董君卯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陈维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荣获优秀技术专家荣誉称号名单 

程礼源、原徐成、蔡金泉、周南山、朱  勉、王锐（兰州）、

韩  霁、陈路阳、王志平、张荣华、冼俊国、赵尔汉、 

张  振、洪  峰、马思雄、孙晨亮、王  强、石念明、 

侯雄科、武玉兵、桑学礼、杜元强、马金辉、杨东昆 

6.荣获优秀工作人员荣誉称号名单 

陈加明、骆立刚、傅军平、朱  波、潘建峰、顾林刚、 

黄  晨、王正伟、孙红林、金新锋、徐健丰、黄  璐、 

麻朝辉、张崇生、何霞红、谢  川、邵立东、陈进熹、 

魏宏玲、孟  伟、沈姝君、韩  霁、林育明、沈  磊、 

张海燕、冯冠君、陈康明、潘沈杰、裘锦耀、陆佳亮、 

鲁小华、龚庆华、马  飞、夏吉华、晏德明、潘招明、 

任国梁、汪昌巧、王叔层、龙方亮、毛志平、阳岳志、 

魏立火、胡克炜、刘文斌、胡松来、吴朝晖、王小凤、 

罗  佳、冯  挺、邓华平、郑  璐、俞  乐、吴琪琪、 

冯国林、徐  伟、曹章松、高荣亮、马宏伟、王德玺  

四、最佳组织奖和突出贡献奖获奖名单 

1.最佳组织奖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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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协会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容安特种设备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 

2.突出贡献奖 

北京图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 

中新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烟台市华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金鲁班电梯学校 

江苏通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东方富达机械有限公司 

威特电梯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华美电梯装潢有限公司 

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云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乐相科技有限公司 

五、选手职业资格晋升情况遵照《关于举办全国第二届电梯维

修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的通知》及国家职业资格等级晋升有关规

定执行。 

希望各参赛选手以本届竞赛取得的成绩为新的起点，认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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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经验和不足，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带动更多的技术工人共同成长。同时希望各企业职业技能鉴定、

培训机构和有关部门，继续高度重视和加强职业培训和高技能人

才培养工作，为技术工人创造岗位成才的环境和氛围，搭建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的舞台，为行业振兴、企业发展做好技术人才保障。

希望广大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人向获奖选手学习，刻苦钻研技术，

努力提高自身胜任能力和技能水平，为民族品牌的发展和自主创

新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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