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编号

潘云凯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高纲 一等奖 20220421001

陈振宇 临沂市商业学校 王传伟 一等奖 20220421002

王庆雨 临沂市技师学院 高祺翔 一等奖 20220421003

赵衍坤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恒源 一等奖 20220421004

张伏杰 临沂市理工学校   王成刚 一等奖 20220421005

张心灵 泰安技师学院 邹宏图 一等奖 20220421006

刘航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李超 一等奖 20220421007

王志国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体龙 一等奖 20220421008

王依琨 山东交通学院 吴芷红 二等奖 20220422001

王泽瑞 菏泽职业学院 王洪佩 二等奖 20220422002

孔祥成 菏泽职业学院 黄锐锋 二等奖 20220422003

付昊鑫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晓虎 二等奖 20220422004

吕伟佳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海花 二等奖 20220422005

李旭朋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孝国 二等奖 20220422006

李志杰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单恩强 二等奖 20220422007

李岩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王向前 二等奖 20220422008

李海洋 山东交通学院 吴芷红 二等奖 20220422009

吴乐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化学 二等奖 20220422010

吴奇骏  临沂市工业学校 班英杰 二等奖 20220422011

张东奇 临沂市技师学院 赵兰宝 二等奖 20220422012

袁荷咏  临沂市工业学校 班英杰 二等奖 20220422013

高耀文 临沂市技师学院 孙钦超 二等奖 20220422014

曹传杰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庞亚鑫 二等奖 20220422015

刁龙才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孝国 三等奖 20220423001

于振奎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高爽 三等奖 20220423002

于嘉宝 高密市高级技工学校 焦雷 三等奖 20220423003

马遥通 临沂市理工学校   王博 三等奖 20220423004

王文成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化学 三等奖 20220423005

王永胜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李超 三等奖 20220423006

王鸣川 鱼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元亮 三等奖 20220423007

朱俊达 菏泽职业学院 刘哲 三等奖 20220423008

伊思豪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宗勋 三等奖 20220423009

刘永发 山东交通学院 吴芷红 三等奖 20220423010

许家玮 临沂市经济学校 何子旋 三等奖 20220423011

孙金鑫 高密市高级技工学校 叶爱平 三等奖 20220423012

孙翰林 临沂市技师学院 孙秀良 三等奖 20220423013

苏皓洋  临沂市工业学校 班英杰 三等奖 20220423014

杜留洋 临沂市商业学校 王超 三等奖 20220423015



李佳乐 鱼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瑞元 三等奖 20220423016

张盛泽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精明 三等奖 20220423017

周锦生 临沂市理工学校   王成刚 三等奖 20220423018

庞辉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冯乃博 三等奖 20220423019

姚硕修 山东交通学院 吴芷红 三等奖 20220423020

聂飞 临沂市经济学校 李伟 三等奖 20220423021

高忠贤 青岛市技师学院 王亮 三等奖 20220423022

崔玉凯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尹子龙 三等奖 20220423023

霍浩然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韩伟林 三等奖 20220423024



姓名 学校 获奖等级 编号

班英杰 临沂市工业学校 一等奖 20220411001

高纲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一等奖 20220411002

郭子祥 青岛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411003

单恩强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一等奖 20220411004

黄锐锋 菏泽职业学院 一等奖 20220411005

张宝冠 临沂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20220411006

王通乐 临沂市工业学校 二等奖 20220412001

王博 临沂市理工学校 二等奖 20220412002

冯乃博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20220412003

冯建云 临沂市工业学校 二等奖 20220412004

孙钦超 临沂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412005

何子旋 临沂市经济学校 二等奖 20220412006

邹宏图 泰安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412007

陈克丰 济宁市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412008

武之勇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20220412009

庞亚鑫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20220412010

韩志敏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220412011

褚召才 枣庄乾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220412012

王文财 临沂奥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413001

王成刚  临沂市理工学校 三等奖 20220413002

白志浩 菏泽职业学院 三等奖 20220413003

孙贻智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三等奖 20220413004

李伟 临沂市经济学校 三等奖 20220413005

吴芷红 山东交通学院 三等奖 20220413006

张斐然 泰安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413007

陈亮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三等奖 20220413008

周高升 临沂奥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413009

郑阳 青岛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413010

郝玉莲 青岛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413011

段雪源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413012

侯世龙  临沂市理工学校 三等奖 20220413013

高洪彬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三等奖 20220413014

葛景凯 枣庄乾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220413015

韩伟林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三等奖 20220413016

臧会玲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三等奖 20220413017



姓名 学校 编号

高纲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202204T001

王传伟 临沂市商业学校 202204T002

高祺翔 临沂市技师学院 202204T003

李恒源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204T004

王成刚 临沂市理工学校   202204T005

邹宏图 泰安技师学院 202204T006

李超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202204T007

张体龙 鄄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204T008

吴芷红 山东交通学院 202204T009

王洪佩 菏泽职业学院 202204T010

黄锐锋 菏泽职业学院 202204T011

林晓虎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204T012

李海花 济宁市技师学院 202204T013

赵孝国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2204T014

单恩强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02204T015

王向前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202204T016

王化学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02204T017

班英杰 临沂市工业学校 202204T018

赵兰宝 临沂市技师学院 202204T019

孙钦超 临沂市技师学院 202204T020

庞亚鑫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202204T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