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职工组获奖名单

姓名 学校 奖项等级 证书编号

侯建伟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1

李加良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2

刘元元 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等奖 20220211003

张先贞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4

田羽 鲁北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5

宁建 鲁北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6

唐兰民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7

鹿心创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8

李书茂 鲁南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09

黄锐锋 菏泽职业学院 一等奖 20220211010

王会斌 枣庄理工学校 二等奖 20220212001

皮邵辉 济南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02

张磊 潍坊职业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03

刘健 济南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04

卢伟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05

张鹏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二等奖 20220212006

胡根荣 平度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07

陈前卫 济宁润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220212008

陈中友 枣庄职业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09

邢合理 潍坊职业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10

程星皓 滕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20220212011

刘文良 鲁南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12

王万兵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二等奖 20220212013

张宏鹏 济宁泛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220212014

万英兵 东营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15

荣玉 枣庄职业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16

房旭 济宁高新区弘润汽车销售服务中心 二等奖 20220212017

徐晴 济宁泛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220212018

邵明生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212020

付国昌 临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二等奖 20220212021



吕明明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1

孙桂东 东营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2

魏龙飞 东营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3

孙晓爽 鲁北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4

刘元芝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213005

耿亚楠 济南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6

高艳平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7

郗配配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8

马振洪 鲁北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09

周  璇 金乡名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10

赵涵越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213011

张志宽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213012

王喜红 青岛市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13

王炜 平度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14

王昙身 申科易购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15

唐国龙 青岛市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16

任孝平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213017

刘禹彤 东营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18

刘英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213019

刘圣宝 济宁国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20

刘敏芳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21

刘俊坤 申科易购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22

李洋 济宁国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23

李统珂 济宁天泽乾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24

孔倩倩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213025

高胜华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213026

房永虎 济宁高新区弘润汽车销售服务中心 三等奖 20220213027

樊玉建 潍坊和通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28

段贵祥 济宁润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213029

白志浩 菏泽职业学院 三等奖 20220213030



学生组获奖名单

姓名 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奖项等级 证书编号

苏照祥 赵岩 济宁市技师学院 张连勇 一等奖 20220221001

赵发增 赵彬贺 枣庄职业学院 陈中友 一等奖 20220221002

张宗贺 张宝康 济宁市技师学院 韩啸 一等奖 20220221003

李涛 吴凡 枣庄职业学院 荣玉 一等奖 20220221004

张勤昊 尤祥宇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梁会仁 一等奖 20220221005

刘彬 李开辉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刘国军 一等奖 20220221006

管浩宇 郝伟康 潍坊职业学院 邢合理 一等奖 20220221007

孔祥成 朱俊达 菏泽职业学院 黄锐锋 一等奖 20220221008

杜江龙 刘正冲 东营职业学院 王明 一等奖 20220221009

张文浩 周轶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邵明生 二等奖 20220222001

李天赐 权尉嘉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唐兰民 二等奖 20220222002

范晨鑫 王登程 平度市技师学院 王东志 二等奖 20220222003

李建成 林凡宸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张鹏 二等奖 20220222004

刘垣江 刘洪波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高瑞霞 二等奖 20220222005

孙硕 赵要宾 潍坊职业学院 张磊 二等奖 20220222006

王昊嵩 张翔宇 东营市技师学院 万英兵 二等奖 20220222007

潘浩轩 曹佳浩 鲁南技师学院 李书茂 二等奖 20220222008

栗浩然 冯启宇 鲁南技师学院 刘文良 二等奖 20220222009

李济豪 车彦晨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英 二等奖 20220222010

房志超 李传逵 东营职业学院 王明 二等奖 20220222011

周泽颢 孙森 平度市技师学院 王炜 二等奖 20220222012

于家盛 张耀 济南市技师学院 李晶 二等奖 20220222013

颜丙杰 彭本壮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志宽 二等奖 20220222014

徐泽宇 刘朝阳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于帅 二等奖 20220222015

商博轩 王瑞晨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吴森 二等奖 20220222016

刘志文 付方迪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晨 二等奖 20220222017

王凡 袁铭泽 青岛市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燕 三等奖 20220223001

郑富诚 范宸源 青岛市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宁可达 三等奖 20220223002



刘庆忠 赵光彩 济南市技师学院 刘健 三等奖 20220223003

姜文皓 胡佰鑫 青岛市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刘萌 三等奖 20220223004

夏隆瑞 闫振帅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唐兰民 三等奖 20220223005

马圣烨 逄凯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英 三等奖 20220223006

王博 魏衍翔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莉 三等奖 20220223007

莒一凡 陈邦伟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英 三等奖 20220223008

刘存 卢俞龙 枣庄职业学院  孙超 三等奖 20220223009

赵风叶 张维洋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杜一鸣 三等奖 20220223010

周伦柯 王金宝 鲁北技师学院 李波 三等奖 20220223011

狄欣 王可心 东营职业学院 王明 三等奖 20220223012

岳振硕 李渊馨 济南市技师学院 皮邵辉 三等奖 20220223013

王子轩 牟志鹏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张鹏 三等奖 20220223014

闫永祺 荆本财 高密市高级技工学校 叶爱平 三等奖 20220223015

徐太林 隽金童 鲁南技师学院 李书茂 三等奖 20220223016

王鑫 韩圳炀 济南市技师学院 耿亚楠 三等奖 20220223017

王浩 曲家昊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英 三等奖 20220223018

孙金鑫 陈博轩 高密市高级技工学校 王向前 三等奖 20220223019

李岩 田林贤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冷冬冬 三等奖 20220223020

李海洋 南树浩 鲁北技师学院 田羽 三等奖 20220223021

景衍辉 陈子墨 东营市技师学院 刘禹彤 三等奖 20220223022

张世豪 张嘉豪 青岛市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王喜红 三等奖 20220223023

张书阔 杨麒文 鲁南技师学院 刘文良 三等奖 20220223024

张庆 徐方旭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华 三等奖 20220223025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姓名 学校 证书编号

张连勇 济宁市技师学院 202202T001

陈中友 枣庄职业学院 202202T002

韩啸 济宁市技师学院 202202T003

荣玉 枣庄职业学院 202202T004

梁会仁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202202T005

刘国军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202202T006

邢合理 潍坊职业学院 202202T007

黄锐锋 菏泽职业学院 202202T008

王明 东营职业学院 202202T009

邵明生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202202T010

唐兰民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202202T011

王东志 平度市技师学院 202202T012

张鹏 日照市海洋工程学校 202202T013

高瑞霞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202202T014

张磊 潍坊职业学院 202202T015

万英兵 东营市技师学院 202202T016

李书茂 鲁南技师学院 202202T017

刘文良 鲁南技师学院 202202T018

刘英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202T019

王炜 平度市技师学院 202202T020

李晶 济南市技师学院 202202T021

张志宽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202T022

于帅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202202T023

吴森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202202T024

张晨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202T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