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姓名 奖项 证书编号

聊城市技师学院 董凯敏 一等奖 20220311001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梁云霞 一等奖 20220311002

临沂市理工学校 侯世龙 一等奖 20220311003

临沂市理工学校 刘宋汝 一等奖 20220311004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陈睿 二等奖 20220312001

济宁市技师学院 冯乔乔 二等奖 20220312002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韩强 二等奖 20220312003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海花 二等奖 20220312004

泰安技师学院 邵明宇 二等奖 20220312005

菏泽职业学院 黄锐锋 二等奖 20220312006

聊城市技师学院 邢林林 二等奖 20220312007

泰安技师学院 刘炳旗 三等奖 20220313001

临沂市理工学校 王加斌 三等奖 20220313002

临沂市理工学校 赵其元 三等奖 20220313003

菏泽职业学院 白志浩 三等奖 20220313004

聊城市技师学院 杨倩雯 三等奖 20220313005

聊城市技师学院 郭殿印 三等奖 20220313006

 山东技师学院  王成龙 三等奖 20220313007

 山东技师学院  张帅 三等奖 20220313008

 山东技师学院  曲金烨 三等奖 20220313009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卢凯 三等奖 20220313010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黄理法 三等奖 20220313011

莘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牛奔 三等奖 20220313012



学校 姓名 姓名 指导老师 奖项

聊城市技师学院 赵建一 徐中师 袁保利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刘龙恩 朱守彪 冯乔乔 一等奖

聊城市技师学院 刘海宁 王超凡 王健 一等奖

临沂市理工学校 张友超 卢传坤 赵其元 一等奖

山东技师学院 曹成昊 田广红 颜宇 一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郭肖洋 王修政 张雪 二等奖

临沂市理工学校 金银超 王星宇 侯世龙 二等奖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徐海林 李万哲 陈睿 二等奖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司傲阳 李桂群 曹爱红 二等奖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温玉君 薛超凡 张桂华 二等奖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蒋涛 杨少南 朱传祥 二等奖

菏泽职业学院 孔祥成 朱俊达 黄锐锋 二等奖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李岩 田林贤 高炳良 二等奖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荆本才 李乐晗 宋杰 三等奖

泰安技师学院 曹易筌 杨东霖 邵明宇 三等奖

临沂市理工学校 刘一名 张轩 王加斌 三等奖

临沂市理工学校 杜念文 沙桂德 刘宋汝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刘常彬 田宗令 王腾 三等奖

济宁市技师学院 闵峰 苏浩翔 张文新 三等奖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冷帅 杨帆方舟 曹爱红 三等奖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陈昊 王苗 朱传祥 三等奖

聊城市技师学院 李振曦 王士康 邢林林 三等奖

聊城市技师学院 玄志诚 许成康 董凯敏 三等奖

山东技师学院 李兰祺 郑东凯 曲金烨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祝庆 王晓毅 吴芷红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王义韬 陈立业 吴芷红 三等奖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琚希艾 王明慧 秦笃赫 三等奖

莘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先航 庞新磊 牛奔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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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姓名 证书编号

聊城市技师学院 袁保利 202203T001

济宁市技师学院 冯乔乔 202203T002

聊城市技师学院 王健 202203T003

临沂市理工学校 赵其元 202203T004

山东技师学院 颜宇 202203T005

济宁市技师学院 张雪 202203T006

临沂市理工学校 侯世龙 202203T007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陈睿 202203T008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曹爱红 202203T009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张桂华 202203T010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朱传祥 202203T011

菏泽职业学院 黄锐锋 202203T012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高炳良 202203T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