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职组 

序号 组别 奖项 选手姓名 单位名称 指导教师姓名 

1 中职组 一等奖 刘怡飞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舒新、李慧萍 

2 中职组 一等奖 姜同辉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刘永旺、于海燕 

3 中职组 一等奖 张金刚 武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华新、范富亮 

4 中职组 一等奖 张树凯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刘永旺、于海燕 

5 中职组 二等奖 栾茂江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刘永旺、于海燕 

6 中职组 二等奖 王志杰 潍坊市机械工业学校 董金龙、李滨 

7 中职组 二等奖 李沐泽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桂敏、陈凤英 

8 中职组 二等奖 高雨尘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春雨 

9 中职组 二等奖 王嘉乐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兰晋宝 

10 中职组 二等奖 刘家志 威海市文登技师学院 于瀚、林方霞 

11 中职组 二等奖 牛宝全 潍坊市机械工业学校 董金龙、李滨 

12 中职组 二等奖 田念衡 菏泽技师学院 张纯金、王枫 

13 中职组 三等奖 张蒙召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兰晋宝 

14 中职组 三等奖 李昌乐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田恩胜 

15 中职组 三等奖 姚佳硕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春雨 

16 中职组 三等奖 张文虎 滨州市技师学院 曹同凯、肖建峰 

17 中职组 三等奖 赵雨萌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吉明、刘彬 



18 中职组 三等奖 郭存志 菏泽技师学院 高连波、后开宇 

19 中职组 三等奖 常立朋 聊城市技师学院 张福顺 

20 中职组 三等奖 庞子豪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姿怡、何坤坤 

21 中职组 三等奖 王鑫堃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 宋昌荣、王锡林 

22 中职组 三等奖 石伟 

德州市陵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陈平平、刘肖雷 

23 中职组 三等奖 李兆兴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李焕成 

24 中职组 优胜奖 赵瑞康 滨州市技师学院 曹同凯、肖建峰 

25 中职组 优胜奖 陈朝洋 武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华新、范富亮 

26 中职组 优胜奖 丛家滨 威海市文登技师学院 林方霞、于瀚 

27 中职组 优胜奖 孔位明 聊城市技师学院 邵永山 

28 中职组 优胜奖 王洪禹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姿怡、杨传帅 

29 中职组 优胜奖 张轶然 威海市文登技师学院 林芳霞、于瀚 

30 中职组 优胜奖 张名喆 

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田恩胜、孟庆涛 

31 中职组 优胜奖 王志浩 武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华新、范富亮 

32 中职组 优胜奖 郝志远 

德州市陵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陈平平、刘肖雷 

33 中职组 优胜奖 巩江豪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吉明、于海滨 

34 中职组 优胜奖 李泽 滨州市技师学院 曹同凯、肖建峰 

35 中职组 优胜奖 郝鹏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李焕成 

36 中职组 优胜奖 贾少标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李焕成 



37 中职组 优胜奖 王子涵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彬、杜新泽 

38 中职组 优胜奖 杜天祥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 宋昌荣、颜钊 

高职组 

序号 组别 奖项 选手姓名 单位名称 指导教师姓名 

1 高职组 一等奖 许立吉 济南职业学院 冯占营、袁方方 

2 高职组 一等奖 孟德才 菏泽职业学院 潘晖、张华鑫 

3 高职组 一等奖 孙义洋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王临潼、石进水 

4 高职组 二等奖 张业钊 济南职业学院 冯占营、袁方方 

5 高职组 二等奖 刘汉志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王成华 

6 高职组 二等奖 刘毓坤 枣庄学院 刘金正、王家毅 

7 高职组 二等奖 王文琦 潍坊职业学校 王昌、解永辉 

8 高职组 二等奖 马鑫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杜英玲、田峰 

9 高职组 三等奖 律广泽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闫洪猛、范振瑞 

10 高职组 三等奖 马知路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杜英玲、田峰 

11 高职组 三等奖 付前程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燕、吴元修 

12 高职组 三等奖 王润祥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闫洪猛、范振瑞 

13 高职组 三等奖 袁航 潍坊职业学院 王昌、解永辉 

14 高职组 三等奖 张耀辉 枣庄职业学院 孙中芹、周重锋 

15 高职组 三等奖 王晨阳 滨州职业学院 郭强、林媚 



16 高职组 三等奖 李瞻 滨州职业学院 李佳胜、林媚 

17 高职组 三等奖 曾钐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玉敏、李金莉 

18 高职组 优胜奖 宫轲 潍坊职业学院 王昌、解永辉 

19 高职组 优胜奖 渠凯鹏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杜英玲 

20 高职组 优胜奖 薛振豪 枣庄职业学院 张飞、孙中芹 

21 高职组 优胜奖 魏哲文 枣庄职业学院 孙中芹、周重锋 

22 高职组 优胜奖 李念烁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玉敏、李金莉 

23 高职组 优胜奖 张照旭 菏泽职业学院 潘晖、张华鑫 

24 高职组 优胜奖 王升阳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燕、吴元修 

25 高职组 优胜奖 郭齐 济南职业学院 冯占营、袁方方 

职工组 

序号 组别 奖项 选手姓名 单位名称 

1 职工组 一等奖 冯占营 济南职业学院 

2 职工组 一等奖 李长吉 济南职业学院 

3 职工组 一等奖 王临潼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4 职工组 二等奖 李滨 潍坊市机械工业学校 

5 职工组 二等奖 刘彬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6 职工组 二等奖 张飞 枣庄职业学院 

7 职工组 二等奖 闫洪猛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8 职工组 二等奖 田峰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9 职工组 三等奖 张春雨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 职工组 三等奖 宋昌荣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 

11 职工组 三等奖 舒新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12 职工组 三等奖 张纯金 菏泽技师学院 

13 职工组 三等奖 张昊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14 职工组 三等奖 苏燕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职工组 三等奖 高连波 菏泽技师学院 

16 职工组 三等奖 张福顺 聊城市技师学院 

17 职工组 三等奖 牛桂秋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8 职工组 优胜奖 梁中锋 济宁市技师学院 

19 职工组 优胜奖 焦卫威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20 职工组 优胜奖 杜新泽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1 职工组 优胜奖 颜钊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 

22 职工组 优胜奖 李姿怡 禹城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3 职工组 优胜奖 付东超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24 职工组 优胜奖 张金坤 济南职业学院 

25 职工组 优胜奖 孙海涛 阳信县职业中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