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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梯职鉴字【2017】016 号 

 

 

关于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

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有关事宜的通知 

 

决赛参赛选手、企业及有关单位和个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

部”）人社部函【2017】46 号文件精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中国制造 2025》，加快培养和选拔高

技能人才，推动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人社部决定组织开展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其中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文件

附录中第 20 项）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主办，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

中心、齐河县人民政府、山东金鲁班电梯有限公司承办。 

竞赛分为预赛和决赛 2 个阶段。截至 9 月 30 日预赛 18 个赛区

已将全部完成既定赛程，从预赛 751 支参赛队中选拔出晋级决赛 137

支参赛队；特邀海外、少数民族代表队 7 支；职业、技工院校代表队

25 支，共计 169 支代表队。现将决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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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级决赛参赛队伍名单（见附件 1） 

二、决赛内容与形式 

分为“电梯维修”、“电梯安装”、“自动扶梯维修”和“学生维

修”4 个组别；每个组别分别进行“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2 个

竞赛项目。 

各组参赛选手均按照预赛晋级人员注册，不得更换。 

理论知识项目：采用计算机闭卷方式进行竞赛，时间 90min，共

100 道题。计算机自动判分。 

实际操作项目：在整梯及电梯台架上进行，时间为 90min，满分

100 分。由裁判员现场评分。 

理论知识项目个人参赛计分；实际操作项目团体参赛计分。选

手的综合成绩为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2项成绩之和。2项成绩权重为：

理论知识占 40%、实际操作占 60%。 

三、时间地点及日程安排 

1.时间安排 

2017 年 11 月 9日 报到 

2017 年 11 月 10 日 赛前会、训练营 

2017 年 11 月 11 日 开幕式 

2017 年 11 月 12 日 竞赛 

2017 年 11 月 13 日 闭幕式、疏散 

具体日程安排以竞赛期间发放的《竞赛日程表》为准 

2.竞赛地点：山东金鲁班电梯培训学校 

四、开、闭幕式要求 

1.开幕式有入场式环节，请各参赛队统一着装，提前到场列队 

2.闭幕式有颁奖仪式，要求全员参加，不允许提前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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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勤食宿安排（见附件 2） 

    竞赛期间会务费用由承办单位山东金鲁班电梯有限公司统一收

取和开具发票 

六、其他要求和注意事项 

1.劳保安全穿戴自行携带，组委会不提供 

2.安全帽、安全绳、工具、安全围栏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3.可自带通用工具 

4.各参赛企业随行人员自行安排 

5.更多细则详见官方网站公示文件 www.rendianti.com 

 

 

 

 

 

 

二○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主题词：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通知     

主  送：决赛参赛选手、企业及有关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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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

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参赛名单 

电梯安装组 

序号 赛区 选手姓名 晋级单位 

1 重庆 杨乾勇 

重庆伊士顿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2 重庆 白根春 

3 重庆 刘志伟 

4 重庆 杨明鑫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5 重庆 李林 

6 重庆 周安荣 

7 重庆 范佳林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 8 重庆 何明成 

9 重庆 张增奇 

10 四川 裴仁财 

四川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1 四川 吴杰 

12 四川 赵银 

13 四川 陈小兵 

四川华鑫宏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4 四川 杨帆 

15 四川 余雪 

16 陕西 洪晓 
西安华孚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7 陕西 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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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陕西 许卫斌 

19 陕西 陈宇哲 

陕西德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 陕西 程泽海 

21 陕西 任忠飞 

22 陕西 秦超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23 陕西 赵宏洲 

24 陕西 鱼国强 

25 山西 申强 

长治市鑫森源电梯有限公司 26 山西 王鹏 

27 山西 王小兵 

28 山西 庞俊刚 

太原市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安装维修部 29 山西 席强 

30 山西 史震 

31 山西 苗壮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32 山西 胡珍 

33 山西 夏堡关 

34 山东 范锋 

淄博兴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35 山东 卜长春 

36 山东 李金龙 

37 山东 杜建春 

山东通力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8 山东 时强强 

39 山东 王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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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内蒙古 于铎 

内蒙古盛荣大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1 内蒙古 王海东 

42 内蒙古 苏春会 

43 内蒙古 朱亮 

内蒙古巨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44 内蒙古 赵志宏 

45 内蒙古 刘元才 

46 内蒙古 孟凡东 

赤峰市智奥电梯有限公司 47 内蒙古 赵志伟 

48 内蒙古 钟永军 

49 南京 王金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50 南京 朱怀康 

51 南京 蔡培 

52 南京 陈广宏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53 南京 杜小利 

54 南京 唐春华 

55 南京 朱家喜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56 南京 干东辰 

57 南京 付秀芒 

58 康力 孙士全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59 康力 吴延康 

60 康力 刘文涛 

61 江苏 马江波 溧阳华创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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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江苏 韦锁珍 

63 江苏 吴正华 

64 江苏 王兵健 

江苏溧阳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5 江苏 陶旭 

66 江苏 虞申网 

67 江苏 钱军 

常州电梯厂有限公司 68 江苏 王磊 

69 江苏 刘振波 

70 江南嘉捷 张志锋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71 江南嘉捷 陈小平 

72 江南嘉捷 史献忠 

73 华升富士达 赵志华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74 华升富士达 葛通战 

75 华升富士达 曹伟林 

76 黑龙江 孙博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77 黑龙江 安喜辉 

78 黑龙江 宋亮亮 

79 黑龙江 宋金樑 

哈尔滨技师学院 80 黑龙江 刘伟 

81 黑龙江 尹昌 

82 黑龙江 崔严军 
哈尔滨保利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 黑龙江 陶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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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黑龙江 唐晓冬 

85 河南 宋宗才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86 河南 王晓 

87 河南 张许优子 

88 河南 李中华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89 河南 谈治礼 

90 河南 黄广亚 

91 河南 李效尧 

河南省现代电梯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92 河南 于小溪 

93 河南 刘鹏飞 

94 贵州天航 冯国顺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95 贵州天航 龙生明 

96 贵州天航 赵仁强 

97 广东 宫义才 

深圳技师学院 98 广东 潘典旺 

99 广东 刘建平 

100 广东 张活安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学校 101 广东 何国宁 

102 广东 肖杜 

103 广东 白玉辉 

广东华富电梯有限公司 104 广东 邓超江 

105 广东 白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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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广东 周玉良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07 广东 梁定湖 

108 广东 陈勇 

109 福建 刘长江 

莆田市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10 福建 徐龙彪 

111 福建 徐伟波 

112 福建 石和平 

福建省兴奥电梯有限公司 113 福建 刘铁根 

114 福建 石永根 

115 福建 魏文标 

福建金三洋控股有限公司 116 福建 鲁华峰 

117 福建 翟惠杰 

118 北京地铁 苏  超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119 北京地铁 刘立杰 

120 北京地铁 王明辉 

121 辽宁 于建峰 

沈阳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122 辽宁 赵玉琢 

123 辽宁 鞠天和 

124 辽宁 安庆立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125 辽宁 梁小平 

126 辽宁 王龙峰 

127 辽宁 丁立明 沈阳北新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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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辽宁 关宇 

129 辽宁 关帅 

130 特邀 陈犇 

郑州电缆技工学校 131 特邀 马永威 

132 特邀 董鑫涛 

 

电梯维修组 

序号 赛区 选手姓名 晋级单位 

1 重庆 王唐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 重庆 杨云 

3 重庆 谢亚男 
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 

4 重庆 李玉飚 

5 重庆 付建 
重庆威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6 重庆 廖勇 

7 重庆 唐志国 
重庆伊士顿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8 重庆 张国彬 

9 四川 梁勇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0 四川 李忠林 

11 四川 李颢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12 四川 李小波 

13 四川 张迎春 
四川省宏鑫电梯有限公司 

14 四川 袁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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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四川 周雄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6 四川 王志敏 

17 陕西 曹锁峰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18 陕西 张小文 

19 陕西 肖文斌 
宝鸡金雁电梯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20 陕西 郝翔 

21 陕西 吴晓柱 
陕西华成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22 陕西 淮宝峰 

23 陕西 赵红卫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24 陕西 成伟伟 

25 山西 高建军 
山西三源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26 山西 张国帅 

27 山西 刘超 
山西迅安电梯有限公司 

28 山西 李峰 

29 山西 王关林 
阳泉衡宇电器有限公司 

30 山西 马增强 

31 山西 杜旭强 
长治市奥通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32 山西 张安 

33 山东 蔡记勇 
济南鲁泰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34 山东 陈子东 

35 山东 代兴远 
日照西继电梯有限公司 

36 山东 丁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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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山东 金来伍 
山东智鼎电梯有限公司 

38 山东 王盛强 

39 山东 郭贝 
淄博东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40 山东 马立洪 

41 内蒙古 宋英杰 
赤峰市智奥电梯有限公司 

42 内蒙古 刘飞 

43 内蒙古 姜纯雷 
赤峰市智奥电梯有限公司 

44 内蒙古 孙立刚 

45 内蒙古 赵彦利 
赤峰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46 内蒙古 王志杰 

47 内蒙古 鲁鑫 
内蒙古日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48 内蒙古 李美亮 

49 南京 叶君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50 南京 徐峰 

51 南京 何永阳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52 南京 解安良 

53 南京 周金东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分公司 54 南京 叶广浩 

55 南京 章廷生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56 南京 汪潮 

57 康力 干旻旭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58 康力 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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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江苏 陈小涛 
江苏安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60 江苏 朱俊 

61 江苏 陈国军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62 江苏 李志伟 

63 江苏 葛琪 
江苏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64 江苏 龚伟明 

65 江苏 史佳晨 
申芝电梯有限公司 

66 江苏 莫杰 

67 江南嘉捷 刘家琛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68 江南嘉捷 徐阿祥 

69 华升富士达 李孟阳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70 华升富士达 蒋吉强 

71 黑龙江 于军 
哈尔滨菱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2 黑龙江 李刚 

73 黑龙江 李玉杨 
黑龙江成功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4 黑龙江 孙仁宝 

75 黑龙江 房东玲 
牡丹江万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76 黑龙江 刘彬 

77 黑龙江 杜艳明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78 黑龙江 刘强 

79 河南 李元涛 
河南省现代电梯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80 河南 周振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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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河南 郑晓东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82 河南 张鑫峰 

83 河南 李全勇 
河南依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84 河南 王三元 

85 河南 李林平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86 河南 邢垒 

87 贵州天航 邓星照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88 贵州天航 余坤志 

89 广东 张武超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90 广东 严云 

91 广东 曾令辉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92 广东 黄伟霖 

93 广东 朱细超 
深圳快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94 广东 林湛淇 

95 广东 万正培 
深圳市中航南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96 广东 钟瑞强 

97 广东 侯伟伟 
深圳市中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98 广东 付浩 

99 福建 杜平 
福建金三洋控股有限公司 

100 福建 林炎 

101 福建 谢绍兴 
福建双嘉电梯有限公司 

102 福建 王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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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福建 王保东 
福州爱科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04 福建 王影堂 

105 福建 周俊 
福州快科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106 福建 陈书 

107 北京地铁 刘满银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108 北京地铁 姜山 

109 北京地铁 隗合远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110 北京地铁 徐铁柱 

111 辽宁 王文可 
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112 辽宁 张东 

113 辽宁 温天祥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114 辽宁 徐慧润 

115 辽宁 陈强 
沈阳博名电梯有限公司 

116 辽宁 董强 

117 特邀 
 马来西亚 

118 特邀 
 

119 特邀 

 澳门 
120 特邀 

 
121 特邀 

 香港 
122 特邀 

 
123 特邀 苏立业 宁夏福埃沃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藏族代表队） 124 特邀 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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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特邀 白字可 青海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藏、回族代表队) 126 特邀 柳银佳 

127 特邀 

亚森.阿

布力孜 
乌鲁木齐傲立电梯有限公司 

（维吾尔族代表队） 
128 特邀 

阿里木.

阿布都古

丽 

 

自动扶梯维修组 

序号 赛区 选手姓名 晋级单位 

1 重庆 段羽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 重庆 陈刚 

3 重庆 古国友 
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 

4 重庆 郑小川 

5 四川 胡春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6 四川 赵志涛 

7 四川 刘忠源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8 四川 李平 

9 陕西 朱勤君 
宝鸡市光亚电梯有限公司 

10 陕西 马鹏涛 

11 陕西 赵海鹏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12 陕西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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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陕西 郝亮 
迅达（中国）西安分公司 

14 陕西 孙涛 

15 山东 常世浩 
山东长城电梯有限公司 

16 山东 张钦涛 

17 山东 时宝星 
山东博尔特电梯有限公司 

18 山东 王炳帅 

19 内蒙古 孙海军 
内蒙古金星鸿业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20 内蒙古 党奇龙 

21 内蒙古 韩志敏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22 内蒙古 于智 

23 南京 辛云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24 南京 李光为 

25 南京 赵家林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26 南京 姚晨 

27 康力 李荣方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8 康力 陈志刚 

29 康力 王新新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30 康力 刘亚飞 

31 江苏 甘武义 
溧阳市常协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32 江苏 史建欢 

33 江苏 石建方 
常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34 江苏 钱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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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江南嘉捷 沈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36 江南嘉捷 金明东 

37 华升富士达 杨春青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38 华升富士达 王应春 

39 黑龙江 王劲夫 
哈尔滨凯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40 黑龙江 高福刚 

41 黑龙江 袁以鹏 
哈尔滨西站 

42 黑龙江 张帅 

43 河南 谢朝鹏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44 河南 程永光 

45 河南 张永森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46 河南 徐瑞 

47 贵州天航 唐波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48 贵州天航 韩英强 

49 广东 郑潘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50 广东 祁路明 

51 广东 陈鹏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52 广东 覃显清 

53 福建 徐军良 
泉州西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54 福建 徐军平 

55 福建 颜进东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56 福建 毛文瑜 



 
 

19 
 

57 北京地铁 刘若昉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58 北京地铁 任彬 

59 北京地铁 史久龙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60 北京地铁 张跃 

61 北京地铁 刘卫东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62 北京地铁 刘文辉 

63 辽宁 王淙源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64 辽宁 王海源 

65 辽宁 舒畅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66 辽宁 卞利军 

67 辽宁 杨枫 
沈阳西沃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68 辽宁 吉庆泽 

69 山西 王广广 
日立电梯（山西）工程有限公司 

70 山西 智慧文 

71 山西 鲍利国 
太原市恒迅电梯有限公司 

72 山西 任建鹏 

 

电梯维修学生组 

序号 选手姓名 指导老师 
 

1 周志超 

 
赤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 徐鸿宇 

3 孙新凯 李斌斌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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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茂源 

5 郭鹏 
肖炜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6 李响 

7 梁鹏杰 
边际 郑州电缆技工学校 

8 张家乐 

9 吴杰 
秦文斌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0 王建平 

11 阳逸琪 
冯晓军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 

12 翟博盛 

13 张少武 
朱霞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14 何周 

15 张定俊 
金新锋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16 叶子浩 

17 姜川 
丁荣晖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18 李锃玺 

19 陈润卓 
史玉龙 西安城市交通技师学院 

20 陈浩文 

21 王思达 
齐冠然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2 王华斌 

23 刘奔 
朱年华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24 张星宇 

25 孙占杰 徐静 济南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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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于奎洋 

27 黄晓旭 
范洪波 安达市高级技工学校 

28 郭宇航 

29 邹鹏程 
张旭涛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30 章作文 

31 袁国钱 
王渝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32 周露 

33 张东昇 
尹昌 哈尔滨技师学院 

34 柏林杉 

35 杨行 
齐红星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6 谈鹏 

37 何长江 
张燕霞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8 田亮亮 

39 王进 
王锋 苏州市职业大学 

40 王晓 

41 苏国拥 
苏磊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2 李宝兴 

43 江书通 
胡宝森 西安城市交通技师学院 

44 冯全 

45 史佳豪 
吕小艳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46 邵志雄 

47 毛俊才 巩永钟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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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宁少恒  

49 彭永祥 
叶贵桐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 赵炜 

 

附件二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

工职业技能竞赛后勤会务安排 

一、住宿（按照报到顺序统一安排） 

1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如家酒店（济南堤口路火车站北广场店） 

②地    址：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 75号 

③联系电话：0531-55573456 或 55573459 

④接待人员：宗云超 15253106444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1、济南火车站：7或 85 或 K91 路从天桥南上车到长途客运中心下车

（大约 15 分钟）走路 20 分钟。 

2、济南西站（高铁站）（202 或 K157 路）转 7 路到长途客运中心下

车即到，大约 40 分钟。 

3、济南汽车总站：125 到堤口路汽车站下车即到（大约 8分钟）。 

2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如家酒店（济南火车站经三纬四路店） 

②地    址：济南市市中区纬四路 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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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联系电话：0531-55558877 或 0531-55558879 

④接待人员：李瑞 18888229001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1、济南火车站：最好步行过来，大约用时 15 分钟，打车起步价即到。 

2、济南西站（高铁站）：k58 路经四纬三路站下车（经四纬三路下车

后西行 30 米处 纬四路路口右拐向北直行大约 300 米即到）大约 40

分钟。 

3、济南汽车总站：乘坐 K906 或者 906 路到省医科院附属医院下车，

换乘 15 路或者 K15 路到天桥南下车，步行 733 米即到。 

3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如家酒店（济南经十路儿童医院店） 

②地    址：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 23866 号 

③联系电话：0531-69980888 或 0531-69980889 

④接待人员：冯颖 18764020797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1、济南火车站：118 路、K98 路（市立五院下车）大约 20分钟。 

2、济南西站（高铁站）：K109、202（儿童医院下车）大约 20分钟。 

3、济南汽车总站：125（南辛庄下车走到经十路即到）大约 20分钟。 

4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如家酒店（济南和谐广场省立医院店） 

②地    址：济南市槐荫区经十纬七路口 

③联系电话：0531-55765555 或 0531-5576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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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接待人员：袁菲 18615541099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1、济南火车站：K98 或 K90 坐到经二纬十二转坐 2 路坐到五里牌坊

大约 20 分钟。 

2、济南西站（高铁站）：K109（五里牌坊下车）大约 25 分钟。 

3、济南汽车总站：125 到经七纬八下车往回走到纬七路往南走到经

十路即到，大约 20分钟。 

5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济南吉尔宾馆 

②地    址：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西路 15号 

③联系电话：0531-81617725 

④接待人员：李勇 18888225828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1、济南火车站：乘 21 路坐到（机床二厂站）即到。 

2、济南西站（高铁站）：乘 K157 坐到（机床二厂站）即到。 

3、济南汽车总站：乘 125 坐到（机床二厂站）即到。 

6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齐河银座佳驿酒店 

②地    址：齐河县迎宾路与齐安大街交汇处 

③联系电话：0534-2157999 

④接待人员：李登云 18888220556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25 
 

1、济南火车站：火车站乘区间摆渡车至长途汽车站乘 K904/K906 齐

河客运站即到。 

2、济南西站（高铁站）：济南西客站乘 K909 至齐河客运站对面即到。 

3、济南汽车总站：济南长途汽车站乘 K904/K906 齐河客运站对面即

到。 

7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齐河宾馆 

②地    址：齐河县齐晏大道 103 号 

③联系电话：0534-5507777 

④接待人员：齐金山 18654522117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1、济南火车站：火车站乘区间摆渡车至长途汽车站乘 K906 齐河迎宾

广场站西行 150 米即到。 

2、济南西站（高铁站）：济南西客站乘 K909 至齐河迎宾广场站即到。 

3、济南汽车总站：济南长途汽车站乘 K906 齐河迎宾广场站西行 150

米即到。 

8 号酒店 

①酒店名称：齐河睿柏云酒店 

②地    址：齐河县迎宾路北国之春银座广场 

③联系电话：0534-8210999 

④接待人员：刘珍丽 18888225808 

⑤参赛选手入住酒店乘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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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南火车站：火车站乘区间摆渡车至长途汽车站乘 K906 齐河三中

站即到。 

2、济南西站（高铁站）：济南西客站乘 K909 至齐河三中即到。 

3、济南汽车总站：济南长途汽车站乘 K906 齐河三中即到。 

二、用餐 

（一）早餐： 

11 月 10 日--13 日各酒店均含早餐（用餐时间 6：00--7：00）。 

（二）午餐： 

11月10日--13日   金鲁班实训基地餐饮中心就餐（11:30--13：00）。 

（三）晚餐： 

11 月 9 日--10 日    各酒店就餐。 

11 月 11 日--12 日   金鲁班实训基地餐饮中心就餐。 

三、交通 

（一）接送车辆安排 

1、接站：11 月 9 日早 8:00--晚 20:00 分别在济南西客站西广场、济

南站广场、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北区设接站点，接站班车每小时一班。 

2、赛前会议：11月 10日早 8:30各酒店楼下集体前往竞赛场馆；12:30

分午餐后统一发车返回各自酒店。 

3、竞赛期间：11 月 11 日--13 日早 7:00 各酒店楼下集合前往竞赛场

馆，当日赛程结束晚餐后送回酒店。 

 

竞赛期间接送车辆具体往返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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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出发、返回时

间 
地点 车辆 车号 备注 

11 月 10 日 

8:30 
 

12:30 

1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号、

2号 
选手 

11 月 10 日 
8:30 

 
12:30 

2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3 

“鲁班杯”3号、

4号、5号 
选手 

11 月 10 日 
8:30 

 
12:30 

3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6号、

7号 
选手 

11 月 10 日 
8:30 

 
12:30 

4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8号、

9号 
选手 

11 月 10 日 
8:30 

 
12:30 

5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1 

“鲁班杯”10

号、 
选手 

11 月 10 日 
8:30 

 
12:30 

6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1

号、 12 号 
选手 

11 月 10 日 
8:30 

 
12:30 

7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3

号、14 号 
选手 

11 月 10 日 
8:30 

 
12:30 

8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1 “鲁班杯”15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1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号、

2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2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3 

“鲁班杯”3号、

4号、5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3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6号、

7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4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8号、

9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5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1 

“鲁班杯”10

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6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1

号、 12 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7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3

号、14 号 
选手 

11 月 11-12 日 
7:00 

 
18:00 

8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1 “鲁班杯”15号 选手 

11 月 13 日 
7:00 

 
12:30 

1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号、

2号 
选手 

11 月 13 日 
7:00 

 
12:30 

2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3 

“鲁班杯”3号、

4号、5号 
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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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 
7:00 

 
12:30 

3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6号、

7号 
选手 

11 月 13 日 
7:00 

 
12:30 

4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8号、

9号 
选手 

11 月 13 日 
7:00 

 
12:30 

5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1 

“鲁班杯”10

号、 
选手 

11 月 13 日 
7:00 

 
12:30 

6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1

号、 12 号 
选手 

11 月 13 日 
7:00 

 
12:30 

7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2 

“鲁班杯”13

号、14 号 
选手 

11 月 13 日 
7:00 

 
12:30 

8 号酒店 
 

“鲁班杯”赛场 
1 “鲁班杯”15号 选手 

（二）自驾机动车辆停放安排 

1、竞赛期间领导、专家、裁判车辆停放按要求及指引牌停放至培训

基地外围道路两侧。 

2、其余车辆按照指示停放在指定停车区域。 

四、休息区安排： 

选手、领队、观摩休息在学术会堂和指定区域休息。 

五、医疗急救安排： 

赛区基地设立竞赛医务室，配备医生、护士各 2 名，配备医药用品，

现场配备 120 急救车一辆。 

负责人：樊三军 18888227889 

六、费用 

会务费 1350 元/人（含接送站、酒店往返比赛场馆交通费用、4 晚住

宿费用、4 早餐 4 午餐 4 晚餐费用、意外医疗保险 1 份）。为确保参

赛选手顺利参加“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职业技能竞赛总决

赛，请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前将款项通过以下方式汇入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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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费方式 

1、银行汇款、及网上银行: 

收款人名称：齐河县金鲁班电梯培训学校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齐河支行 

账 号：1612 0030 0920 0147 806 

请备注信息：参赛费 

2、支付宝： 

支付宝界面--转账--转账到银行账户 1612 0030 0920 0147 806 中国

工商银行（齐河县金鲁班电梯培训学校）--缴费金额--备注参赛费--

完成缴费。 

3、需要现场缴纳现金（不支持刷卡）的请于 10 月 30 日前与范老师

（18888220227）联系告知，以便协调安排。 

4、请将缴费回执单发到邮箱：2864935554@qq.com，并注明开票信息、

联系人及电话。 

（二）发票说明 

1、发票统一为增值税普通发票，单位缴费需要开具发票的请提供单

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电话；个人缴费需要的

需提供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2、竞赛报到时领取发票，开票顺序根据款项到账先后开具，届时未

开发票的单位将于赛后寄送给联系人。 

七、竞赛后勤联系人：李青松 18888220557；刘晓桐 18888229006；

张罗娜 18888220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