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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冀人社字〔２０２１〕１２５号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授予２０２０年河北省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优胜选手“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的决定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雄安新区管委会

公共服务局，省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行业组织、相关企业人事劳动

保障工作机构，省总工会，团省委，省残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推动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再上新台阶，培养和选拔更多高技能人

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直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组织了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涌现出一大批优胜选手。根

据职业技能竞赛管理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授予王深等３２６名同

志“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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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技术能手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１００名）

王　深　邢台技师学院

李陈龙　河北永明地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陆泓名　涿州职教中心

耿诗篧　邢台技师学院

田建才　邢台技师学院

王梓冲　邢台技师学院

庞旭癉　涿州市技师学院

蔡媛媛　涿州市技师学院

李　佳　承德技师学院

李映红　承德技师学院

郝　楠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尹竞旋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郭　淼　涿州市技师学院

刘铭远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杜爱搏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志宏 涿州市技师学院

石　川　秦皇岛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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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璞琦　河北机车技师学院

宋英杰　河北机车技师学院

杨　安　涿州市技师学院

马万华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振宇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谭锦承　涿州市技师学院

毕学健　秦皇岛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刘　鑫　首钢京唐公司

庞明皓　山海关铁路技师学院

杜英达　河北机车技师学院

王海港　涿州市技师学院

郭洋旭　定州技师学院

袁明明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邢世媛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王艺?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李诗瑶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魏　聃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邓华海　涿州市技师学院

王善辉　涿州市技师学院

张嘉乐　石家庄技师学院

杨鹏乾　石家庄技师学院

李　轩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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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林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霍天一　河北省唐山市技师学院

许佳豪　河北省唐山市技师学院

牛一特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王梓宇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鲁聪涛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柴一鸣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李逸心　涿州市技师学院

庞泽莹　定州技师学院

温　莲　邢台技师学院

王如意　定州技师学院

史安宁　邢台技师学院

于敬佩　石家庄花都形象艺术学校

张佳磊　邢台技师学院

李　鑫　邢台技师学院

张紫萱　邢台技师学院

李　欣　邢台技师学院

张新宇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董　明　河北省机电工程技师学院

樊　帅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杜艺龙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张真忠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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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贵　涿州市技师学院

刘　宁　涿州市技师学院

王旭政　邢台技师学院

赵安明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张　珍　涿州市技师学院

吕向明　唐山开元集团

欧李涛　涿州市技师学院

梁万旭　秦皇岛技师学院

白路宽　衡水科技工程学校

富耀臣　秦皇岛技师学院

赵志成　涿州市技师学院

温尚武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聪　涿州市技师学院

李浩然　秦皇岛技师学院

齐贺榆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苏辰杰　河北省唐山市技师学院

韩泽阳　河北省唐山市技师学院

赵　伟　唐山东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卢玉坤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薛璞东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刘辰星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党　言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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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统辉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闫　宁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李冀琛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陈新霖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聂帅康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郝振玉　沧州技师学院

孙曼娜　沧州技师学院

张　鹏　邢台技师学院

曹梦涛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陈潮阳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杨　瑞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朱晓仓　河北省唐山市技师学院

杨世斌　河北省唐山市技师学院

石　进　河北春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郭洁鑫　秦皇岛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孙立成　秦皇岛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陈　新　秦皇岛技师学院

“学而为杯”河北省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７名）

陶炳全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杜丹阳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董盼盼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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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鹏程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古风艺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张鹏飞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游恒浩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第九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７名）

耿　达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李小娜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王智群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李君　河北省机电工程技师学院

赵晨阳　唐山正丰钢铁有限公司

张会鑫　唐山正丰钢铁有限公司

焦玉杰　三河市比特数控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１０名）

胡祝兵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路泽永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靳晨聪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刘　杰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毕兆岩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冯海超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李　鑫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秦　悦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郑　昊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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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睿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全国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职业技能大赛河北赛区初赛（６名）

付中豪　新奥新智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孙浪涛　新奥新智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张　宁　新奥新智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刘功瑞　新奥新智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徐文强　河北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金　诚　河北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电子信息职业技能大赛（３１名）

杨辉静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程　普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齐丹丹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杜聚强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江雪梅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武丽霞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韩月霞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赵圆圆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赵永刚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许云奎　保定市第四职业中学

李　萱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吴　迪　河北省保定技师学院

张　乐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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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新乾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耿　磊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范　蕊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宾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孔庆月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郗君甫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金　硕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高　磊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凤娟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肖　静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张　星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何丽丽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张琳琳　沧州工贸学校

爨方方　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肖亚芹　河北省博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邵文昭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温洪念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孙亚非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园林景观设计创新竞赛和园林职业技能竞赛（７名）

李晓超　河北润衡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梁慧慧　唐山学院

康　潇　张家口市水母宫景区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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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浩　唐山市园林绿化中心

薛　松　承德涵縨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齐丹丹　石家庄市植物园

孙桂芳　兴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北省建设行业“建勘杯”职业技能竞赛（１３名）

任宗尉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　松　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都鹏远　唐山中冶地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姜作栋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　程　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　莹　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甄术林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付振峰　河北金地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宁晓克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史锦月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淑灏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轶娴　河北拓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高仕通　河北拓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第三届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北省初赛（１０名）

王志国　廊坊市广阳区动物防疫监督站白家务分站

张海珍　廊坊市广阳区南尖塔畜牧水产站

张立娇　石家庄市鹿泉区植物保护检疫站
—１１—



李利平　邯郸市永年区农业农村局

赵鹏飞　承德市植保植检站

康伟明　保定市鑫天泰农业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李　亮　深州市叁零柒农机专业合作社

刘铁钧　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徐建辉　蠡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海龙　围场县农牧局农牧局银窝沟动物防疫分站

河北省第三届牛人工授精技术大比武（３名）

李卫东　河北天和肉牛养殖有限公司

曹占兵　河北国秀和牛牧业

邱晓东　丰宁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３名）

赵　宣　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

徐元哲　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石家庄分公司

薛　丹　河北广播电视台

第三届河北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职工职业技能大赛（１２名）

刘立乾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王彦超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

沈玉晓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李显耀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赵　斐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申桓旭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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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所

刘伟峰　石家庄海山实业发展总公司

王晓楠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所

杨　帆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翟翠稳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高明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４７名）

高自勇　唐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

赵晨光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王晓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三研究所

李志宇　唐山冀东发展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李学柱　金隅科实（曹妃甸）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王瑞轩　金隅科实（曹妃甸）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常家宝　唐山铁丰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李子禹　唐山铁丰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张　斌　金隅科实（曹妃甸）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池佳佳　河北前进机械厂

张永生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郭子行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杨存杰　晶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司

张少磊　晶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司

陈　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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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杰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李　宁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沧州供电分公司

高云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三研究所

程海明　秦皇岛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夏立谦　河北省前进机械厂

郝欣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一工厂

石晓东　河北前进机械厂

胡小飞　邯郸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徐　磊　中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公司

吕　男　中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四公司

吴洲航　中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四公司

姚　翔　秦皇岛市方舟国际旅行社

冯大伟　承德市普宁寺管理中心

牛慧琴　易县清西陵景区

袁　雄　安国市聚雄中药材有限公司

张树旺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志伟　河北蔺氏盛泰药业有限公司

宋学智　河北新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王永波　邯郸市建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梁　智　承德中天建设工程检测试验有限公司

曹晓磊　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

尤　龙　邯郸水文勘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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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凯　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

王　鑫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李　明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赵　刚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胡帅斌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于伟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于树霖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刘　安　河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秦　冲　河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张　宁　河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暨第十六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

业技能大赛初赛（１２名）

董欧洲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

尚振威　河钢邯钢

杨晓红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

王佳玉　涿州市技师学院

葛喜艳　涿州市技师学院

侯和龙　承德石油高专科学校

刘荣伟　承德石油高专科学校

张　　张家口机械工业学校

焦慎冲　智扬教育

焦　健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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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超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张明山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８名）

张吉营　黄骅市欣意达塑料模具厂

黄泽艺　海湾工程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董凯凯　石家庄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马现栋　小马美容美发旗舰店

赵晓辉　邯郸市邯山区太阳花职业培训学校

赵根小　石家庄市鹿泉区个体美容

王　丹　唐山市路南区博爱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吴宝生　三河市富丽华服装加工部

第六届河北省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４名）

刘　丹　唐山市气象局

楚　甜　唐山市气象局

谢晓童　秦皇岛市气象局

孟　越　秦皇岛市气象局

第七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北赛区）（９名）

任亚红　河北领秀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王　星　河北领秀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谷晓娜　石家庄市雅新印刷有限公司

崔冀宁　河北领秀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荣志明　河北领秀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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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维佳　河北领秀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邢国松　石家庄大视野地图彩印有限公司

纪羡阳　石家庄大视野地图彩印有限公司

李　杨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竞赛（河北赛区）（３名）

张　梅　保定籅思商贸有限公司

魏兴华　河北省茶叶流通协会

霍玉平　河北省茶叶公司

“北测数字杯”全媒体运营师竞赛河北省选拔赛（１名）

吕　丽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新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河北省选

拔赛（４名）

李　娜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周天艺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志南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李娅飞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届全国地质勘查行业职业技能赛————河北赛区地质勘

查行业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区调矿调方向）职业技能选拔

赛（２名）

王国晨　河北省地矿局国土资源勘查中心

邢文进　河北地质职工大学

中国饭店协会第八届职业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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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爽　保定希悦国际商务酒店

杜雪颖　河北保定饮食服务集团总公司

贾彦东　张家口市职业教育中心

杨　倩　石家庄国际大厦酒店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物流服务师职业技能竞赛（１名）

姜　苹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第七届河北省茶艺师技能大赛（３名）

许大志　保定市志雅商贸有限公司

李　远　久宸（廊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　花　沧州市运河区明涛食品销售中心

第二届河北省评茶员技能大赛（１名）

李　洋　廊坊市卓资商贸有限公司

第二届河北省清洁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２名）

谢秀丽　秦皇岛兴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刘　雨　秦皇岛市三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河北省第二届制鞋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１名）

陈经娜　际华三五一四制革制鞋有限公司

第十届“河钢杯”职业技能大赛（３名）

宿永波　河钢邯钢

张志扬　河钢邯钢

陈国栋　河钢邯钢

华北制药集团２０２０年度职工职业技能大赛（１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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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毅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薛　番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齐晓强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吴朝胜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尹宗冉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　睿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素美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周建茹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　娜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吕文栋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向东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　华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　蕾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秀娟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洪涛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慧亭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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