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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组织机构

竞赛组织委员会  

职能：负责审定竞赛原则和竞赛方案；指导

竞赛办公室、竞赛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对竞

赛期间发生的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对竞赛

各项组织和赛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主任   

史仲光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副理事长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  副院长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主任

李增健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主任

         中国电梯协会  副秘书长

  副主任 

雷  杰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董事长

孙立新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高级顾问

王友林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委员

赵光瀛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高级顾问

原徐成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高级顾问

程礼源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高级专家

孙  颐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主任助理

蔡如宾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工程本部本部长

         中国电梯协会安装技术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志弘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培训总经理

高子越   中新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王克洪   东营宏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顾德仁   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杜战胜   河南奇盛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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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锐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副主任

郎  婷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副主任

王光明   河北东方富达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戴毅苟   苏州登导驱动设备有限公司  厂长（原常熟市顺达电梯曳引机厂）  

任  嘉   江苏通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邱其勤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智勇   廊坊市东方国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冯存涛   苏州默纳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赵宏明   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  总裁

李韶华   威特电梯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张培基   济南市同力电梯职业培训学校  校长  

张和滨   苏州巨立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  勇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经理

赵  勇   南德认证检测 ( 中国 ) 有限公司（TUV 南德） 高级经理

吴绪中   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金立矿   上海华美电梯装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立波   宁津三立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向阳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郭东荣    兰州西德电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肖伟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学院院长

丁志华    北京中建华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宏伟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系书记

竞赛组织机构竞赛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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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兰图   苏州莱茵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欧晓东   遵义市翼腾电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苏爱英   德州亿安通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合田庸祐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汪永康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蒙斌     廊坊市优力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东 升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  康    陕西恒安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钱志伟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中心总监

黄  伟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安装部部长

吴永兴   杭州斯沃德电梯有限公司  安装部部长

杨  平   重庆三力电梯有限公司  客户总监

曾  兵   四川科莱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分公司总经理

宋  燃   安徽瑞格电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经理

于  剑   山东同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庆俊   徐州三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世云   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  涛   菏泽联合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董事长

袁建华   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丁  忠   江苏嘉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付  磊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  副校长

谢  斌   常州电梯厂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加明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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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清霖   青岛西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小川   成都吉高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松林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刘一兵   湖南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系主任

沈健康   杭州容创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韩  霁   杭州容安特种设备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建华   宁夏福埃沃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继芳   银川大学（能源学院）福埃沃电梯学院  副校长  

陈永雄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总经理

邓晓莉   重庆青云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季  磊   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吕文献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学院副院长

朱金水   昆明昆奥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辛建国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秦健聪   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军   南京电梯安全管理协会  秘书长

魏成伟   西安补石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  明   贵州天义电梯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  军   湖南海诺电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建伟   长沙市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  秘书长

张卫华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郑宏安   北京麦容联盟电梯商务有限公司  首席设计师

李海平   济南职业学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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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史仲光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副理事长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  副院长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主任

李增健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主任  研究员

         中国电梯协会  副秘书长

  副主任

程礼源   行业专家  高级工程师

孙立新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李志弘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级工程师

孙  颐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主任助理、工程师

赵光瀛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高级工程师

  常务委员

朱  勉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赵东方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蔡金泉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贯山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高级工程师

王志平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顾德仁   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竞赛组织机构

竞赛技术委员会  

职能：在竞赛组委会的领导下，全面负责竞

赛的各项赛务工作。根据竞赛整体方案确保

竞赛过程的技能水准和公平公正性；包括选

定竞赛方式、确定竞赛题型、制定竞赛考核

大纲、竞赛命题、现场执裁、对竞赛现场设

备的验证、确认；负责决赛保密工作和竞赛

成绩核实呈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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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洪   东营市宏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高子越   中新软件 ( 上海 )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委员：( 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序 )

丁  欣   德州亿安通懋电梯职业培训学校  校长

王三伟   西继迅达 ( 许昌 ) 电梯有限公司  工程师

王东升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王  锐   兰州富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  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工程师

马凌云   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刘宁芬   珠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李  宁   江苏省特检院苏州分院教授级  教授级高工

李庆嘉   广东嘉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许寨红   杭州克莱伯电梯有限公司  安装主管

孙  剑   青岛市特种设备协会电梯专业委员会  高级工程师

杜战胜   河南奇盛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陈路阳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陈  海   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高级讲师

陈  兵   东营宏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部经理

辛建国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余  淼   蒂森克虏伯电梯 ( 中国 ) 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China Elevator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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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杰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董事长

张卫华   贵州天义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冼俊国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郭兰中   常熟理工学院  教授

胡永常   北京巨通恒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技师

原徐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莫春浩   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黄文和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覃炳乐    广州广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董培红    北京天炬长城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童立鹏    苏州默纳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黎   波    廊坊优力电梯有限公司 技师

  秘书组

秘书长：

郎  婷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师

陈路阳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成员：

蔡金泉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雷  珂    重庆能源学院  董事长助理

王  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高级工程师  

China Elevator Skills

竞赛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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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设备工作组

  负责人：李增健

  工作人员：郎婷

  模拟系统工作组

  技术负责人：高子越、赵尔汉

  专家：朱勉、原徐成、王锐（兰州）、雷珂、陈兵

  秘书处联系人：王锐（廊坊）

  监控直播系统工作组

  技术负责人：王克洪

  专家：李志弘、顾德仁、原徐成、陈路阳、杜战胜、雷珂

  秘书处联系人：王锐（廊坊）

  电子计分系统工作组

  技术负责人：顾德仁

  专家：陈路阳、原徐成、童立鹏、王克洪、雷珂、陈兵

  秘书处联系人：王锐（廊坊）

  实操命题工作组

  负责人：赵光瀛、郎婷

  专家：李志弘、孙立新、蔡金泉、王克洪、顾德仁、赵东方、     

王东升、冼俊国、王锐（兰州）、雷珂、王志平

   理论命题工作组

   负责人：李增健

   实操现场工作组

   负责人：李志弘

    专家：孙立新、赵光瀛、王锐（兰州）、

   王锐（廊坊）、司良群、林文茂

   裁判工作委员会

   裁判长：孙立新

   副裁判长：黄文和等

   裁判：38 人

   安全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路阳

   副主任委员：雷珂、王东升、马凌云、赵勇

   委员：13 人

   后勤保障工作组

   主任委员：雷珂

    副主任委员：李志弘、司良群、苏克

竞赛组织机构竞赛组织机构
工作组与分工

王东升、冼俊国、王锐（兰州）、雷珂、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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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办公室   

职能：在竞赛组委会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竞

赛的组织安排和日常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制

定竞赛的具体组织方案及实施计划，并组织

和监督实施；负责与竞赛各相关单位的日常

沟通和协调；负责竞赛期间的各项宣传工作；

负责竞赛奖品、物品（包括纪念品、宣传品等）

的设计、制作和管理；负责竞赛经费的筹措、

使用和管理；负责竞赛的总结和统计分析等。

  主任

郭一娟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副主任

郎  婷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李志弘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雷  珂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王  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成员

李佳讯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司良群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陈路阳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蔡金泉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林文茂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许立功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智  渊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刘  伟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张  荃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曹卫东  中国电梯杂志

宋  扬  中国电梯杂志

李  杰  中国电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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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委员

陈路阳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副主任委员

雷  珂   重庆能源学院

王东升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马凌云   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赵  勇   南德认证检测 ( 中国 ) 有限公司（TUV 南德） 高级经理

   成员

蔡金泉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朱  勉   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王  锐   兰州富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志平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冼俊国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王克洪   东营市宏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高子越   中新软件（上海）)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顾德仁   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杜战胜   河南奇盛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于  剑   山东同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张培基   济南同力电梯职业培训学校 

葛伟林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竞赛安全工作委员会 

职能：承担“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

赛总决赛”安全管理工作；竞赛现场安全维护，

包括竞赛有关的人员、场地、设备等；起草、

制定竞赛《安全规则》；竞赛期间全程巡视监督；

发现安全隐患有权暂停比赛，报组委会处理；

竞赛安全员的选派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