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

电 梯 行 业 分 中 心 
     文件 

 

梯职鉴字【2017】022 号 

 

 

关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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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序抽签结果的通知 

 

本届竞赛参赛单位、选手和教练： 

为遵循本届竞赛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节省操作时间，

竞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在微信平台建立各组的教练抽签群，于 10

月 26 日建群并确认完成。10 月 27 日上午 11:00 至 12:30 在 4

个群内通过“抢红包”的形式抽签确定了参赛顺序。现将结果公

布如下。 

1.维修组参赛顺序 

编

号 
单位 选手姓名 选手姓名 实操时间 理论时间 

W1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梁勇 李忠林 

11 月 11 日 

10:20-11:5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11 月 12 日 

18:00-19:3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W2 四川省宏鑫电梯有限公司 张迎春 袁楷 

W3 江苏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葛琪 龚伟明 

W4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曾令辉 黄伟霖 

W5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周金东 叶广浩 

W6 哈尔滨菱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于军 李刚 

W7 济南鲁泰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蔡记勇 陈子东 

W8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张武超 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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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9 黑龙江成功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玉杨 孙仁宝 

W10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李颢 李小波 

W11 江苏安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陈小涛 朱俊 

11 月 11 日 

14:00-15:3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W12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王唐 杨云 

W13 日照西继电梯有限公司 代兴远 丁明东 

W14 福州快科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周俊 陈书 

W15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李林平 邢垒 

W16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章廷生 王义飞 

W17 牡丹江万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房东玲 刘彬 

W18 淄博东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郭贝 马立洪 

W19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陈国军 李志伟 

W20 陕西华成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吴晓柱 淮宝峰 

W21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刘满银 姜山 

11 月 11 日 

16:00-17:3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W22 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王文可 张东 

W23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温天祥 徐慧润 

W24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叶君 徐峰 

W25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杜艳明 刘强 

W26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曹锁峰 张小文 

W27 山东智鼎电梯有限公司 金来伍 王盛强 

W28 赤峰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赵彦利 王志杰 

W29 重庆威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付建 廖勇 

W30 重庆伊士顿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唐志国 张国彬 

W31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隗合远 徐铁柱 

11 月 12 日 

8:30-10:0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W32 深圳市中航南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万正培 钟瑞强 

W33 内蒙古日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鲁鑫 李美亮 

W34 长治市奥通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杜旭强 张安 

W35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邓星照 余坤志 

W36 福州爱科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王保东 王影堂 

W37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何永阳 解安良 

W38 申芝电梯有限公司 史佳晨 莫杰 

W39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刘家琛 徐阿祥 

W40 阳泉衡宇电器有限公司 王关林 马增强 

W41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赵红卫 成伟伟 

11 月 12 日 

10:30-12:0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W42 福建双嘉电梯有限公司 谢绍兴 王章萍 

W43 赤峰市智奥实业有限公司 宋英杰 刘飞 

W44 山西迅安电梯有限公司 刘超 李峰 

W45 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 谢亚男 李玉飚 

W46 深圳市中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侯伟伟 付浩 

W47 深圳快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朱细超 林湛淇 

W48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干旻旭 周建军 

W49 赤峰市智奥电梯有限公司 姜纯雷 孙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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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0 沈阳博名电梯有限公司 陈强 董强 

W51 宝鸡金雁电梯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肖文斌 郝翔 

11 月 12 日 

14:00-15:3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W52 河南省现代电梯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李元涛 周振钢 

W53 山西三源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高建军 张国帅 

W54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李孟阳 蒋吉强 

W55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郑晓东 张鑫峰 

W56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周雄 王志敏 

W57 福建金三洋控股有限公司 杜平 林炎 

W58 宁夏福埃沃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苏立业 王琪 

W59 乌鲁木齐傲立电梯有限公司 
亚森.阿

布力孜 

阿里木.

阿布都古

丽 

W60 青海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白字可 柳银佳 

2.安装组参赛顺序 

编

号 
单位 

选手 

姓名 

选手 

姓名 

选手 

姓名 
实操时间 理论时间 

A1 内蒙古盛荣大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于铎 王海东 苏春会 

11 月 11 日 

10:20-11:50 

提前30分钟检

录 

11 月 12 日 

14:00-15:30

提前 30 分钟

检录 

A2 
哈尔滨保利物业 

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崔严军 陶宝庆 唐晓冬 

A3 哈尔滨技师学院 宋金樑 刘伟 尹昌 

A4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张活安 何国宁 肖杜 

A5 四川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裴仁财 吴杰 赵银 

A6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 范佳林 何明成 张增奇 

A7 郑州电缆技工学校 陈犇 马永威 董鑫涛 

A8 广东华富电梯有限公司 白玉辉 邓超江 白玉强 

A9 江苏溧阳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兵健 陶旭 虞申网 

A10 淄博兴国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范锋 卜长春 李金龙 

A11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周玉良 梁定湖 陈勇 

11 月 11 日 

14:00-15:30 

提前30分钟检

录 

A12 莆田市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刘长江 徐龙彪 徐伟波 

A13 深圳技师学院 宫义才 潘典旺 刘建平 

A14 西安华孚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洪晓 袁波 许卫斌 

A15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朱家喜 干东辰 付秀芒 

A16 沈阳北新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丁立明 关宇 关帅 

A17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冯国顺 龙生明 赵仁强 

A18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辽宁分公司 
安庆立 梁小平 王龙峰 

A19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杨明鑫 李林 周安荣 

A20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王金 朱怀康 蔡培 

A21 福建金三洋控股有限公司 魏文标 鲁华峰 翟惠杰 11 月 11 日 

16:00-17:30 

提前30分钟检

A22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陈广宏 杜小利 唐春华 

A23 内蒙古巨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朱亮 赵志宏 刘元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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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四川华鑫宏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陈小兵 杨帆 余雪 录 

A25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宋宗才 王晓 张许优子 

A26 赤峰市智奥电梯有限公司 孟凡东 赵志伟 钟永军 

A27 山东通力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杜建春 时强强 王时平 

A28 长治市鑫森源电梯有限公司 申强 王鹏 王小兵 

A29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锋 陈小平 史献忠 

A30 
太原市上海三菱电梯 

特约销售安装维修部 
庞俊刚 席强 史震 

A31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苗壮 胡珍 夏堡关 

11 月 12 日 

8:30-10:00 

提前30分钟检

录 

A32 重庆伊士顿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杨乾勇 白根春 刘志伟 

A33 溧阳华创电梯有限公司 马江波 韦锁珍 朱水金 

A34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孙士全 吴延康 刘文涛 

A35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苏超 刘立杰 王明辉 

A36 沈阳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于建峰 赵玉琢 鞠天和 

A37 陕西德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宇哲 程泽海 任忠飞 

A38 常州电梯厂有限公司 钱军 王磊 刘振波 

A39 河南省现代电梯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李效尧 于小溪 刘鹏飞 

A40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李中华 谈治礼 黄广亚 

A41 福建省兴奥电梯有限公司 石和平 刘铁根 石永根 11 月 12 日 

10:30-12:00 

提前30分钟检

录 

A42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陕西分公司 
秦超 赵宏洲 鱼国强 

A43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赵志华 葛通战 曹伟林 

3.自动扶梯组参赛顺序 

编号 单位 选手姓名 选手姓名 实操时间 理论时间 

F1 常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石建方 钱春辉 

11 月 11 日 

10:20-11:50 

提前30分钟检

录 

11 月 12 日 

16:00-17:30

提前30分钟检

录 

F2 哈尔滨凯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王劲夫 高福刚 

F3 宝鸡市光亚电梯有限公司 朱勤君 马鹏涛 

F4 日立电梯（山西）工程有限公司 王广广 智慧文 

F5 内蒙古金星鸿业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孙海军 党奇龙 

F6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谢朝鹏 程永光 

F7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唐波 韩英强 

11 月 11 日 

14:00-15:30 

提前30分钟检

录 

F8 溧阳市常协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甘武义 史建欢 

F9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赵家林 姚晨 

F10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赵海鹏 李明 

F11 
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公司 
李铁柱 魏侠 

F12 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 古国友 郑小川 

F13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舒畅 卞利军 
11 月 11 日 

16:00-17:30 

提前30分钟检

录 

F14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郑潘 祁路明 

F15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张永森 徐瑞 

F16 山东长城电梯有限公司 常世浩 张钦涛 

F17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刘忠源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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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 沈阳西沃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杨枫 吉庆泽 

F19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刘若昉 任彬 

11 月 12 日 

8:30-10:00 

提前30分钟检

录 

F20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王新新 刘亚飞 

F21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陈鹏 覃显清 

F22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辛云 李光为 

F23 泉州西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徐军良 徐军平 

F24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沈康 金明东 

F25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韩志敏 于智 

11 月 12 日 

10:30-12:00 

提前30分钟检

录 

F26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段羽 陈刚 

F27 山东博尔特电梯有限公司 时宝星 王炳帅 

F28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史久龙 张跃 

F29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王淙源 王海源 

F30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李荣方 陈志刚 

F31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 刘卫东 刘文辉 

11 月 12 日 

14:00-15:30 

提前30分钟检

录 

F32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郝亮 孙涛 

F33 太原市恒迅电梯有限公司 鲍利国 任建鹏 

F34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颜进东 毛文瑜 

F35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胡春 赵志涛 

F36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杨春青 王应春 

4.学生组参赛顺序 

编号 单位 选手姓名 选手姓名 实操时间 理论时间 

X1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思达 王华斌 

11 月 12 日 

10:30-12:00 

提前30分钟检录 

11 月 11 日 

10:20-11:50 提前

30 分钟检录 

X2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何长江 田亮亮 

X3 济南职业学院 孙占杰 于奎洋 

X4 哈尔滨技师学院 翟沥鑫 王骞 

X5 郑州电缆技工学校 梁鹏杰 张家乐 

X6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邹鹏程 章作文 

X7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史佳豪 邵志雄 

11 月 12 日 

14:00-15:30 

提前30分钟检录 

X8 青岛财经职业学校 江书通 冯全 

X9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吴杰 王建平 

X10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葛强 王官 

X11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彭永祥 赵炜 

X12 安达市高级技工学校 朱洪亮 郭宇航 

X13 西安城市交通技师学院 陈润卓 陈浩文 

X14 苏州市职业大学 王进 王晓 

X15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孙新凯 黄茂源 

X16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苏国拥 李宝兴 

X17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刘奔 张星宇 

11 月 12 日 

16:00-17:30 

提前30分钟检录 

X18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姜川 石双洋 

X19 赤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志超 徐鸿宇 

X20 深圳技师学院 邓文兴 杨俊昌 

X21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行 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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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2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郭鹏 李响 

X23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毛俊才 宁少恒 

X2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张少武 何周 

X25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定俊 叶子浩 

X26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 翟博盛 阳逸琪 

注：以上信息于 2017 年 10 月 28-30 日公示并修改。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抽签结果公告    

主  送：参赛单位、选手和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