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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
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 任

侯复东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副主任

张 龙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处处长

崔京建 省职业鉴定中心主任

委 员

李建军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处副处长

刘良俊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

周 峥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副院长

王延政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副院长

苏军生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副院长

张品文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副院长

陈世伟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副院长

田文太 山东技师学院副院长

郝风伦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副院长

刘培胜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副院长

孙文永 济南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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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霞 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副院长

魏 峰 青岛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刘 航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副院长

邢 强 淄博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王荣三 东营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王广志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副校长

李一龙 烟台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刘成平 潍坊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李瑞昌 潍坊职业学院副院长

丁玉香 昌乐县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

王志敏 济宁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尹逊鸣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

姜德志 威海技师学院副院长

张宏伟 日照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张 鑫 临沂市技师学院副院长

徐公义 聊城市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

丁亚军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副院长

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张 龙（兼）

副主任：李建军（兼） 刘良俊（兼）

成 员

刘海鹏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处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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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煜明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处干部

武 健 省职业鉴定中心专业技术七级

包 春 省职业鉴定中心专业技术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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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各项目承办单位及报名邮箱

序号 项目 承办单位 报名邮箱 联系人 办公电话/手机

01 飞机维修 日照市技师学院 124308298@qq.com 司云峰 0633-2910080/15206333720

02 车身修理 日照市技师学院 124308298@qq.com 司云峰 0633-2910080/15206333720

03 汽车技术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447387045@qq.com 黄振营 13396227182

04 汽车喷漆 菏泽工程技师学院 478470552@qq.com 赫燕鹏 15092602320

05 重型车辆维修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536868666@qq.com 侯朋朋 15866951239

06 货运代理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1739401076@qq.com 张晋生 18053198848

07 建筑石雕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ytworldskills@163.com 张雪枫 199535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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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砌筑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ytworldskills@163.com 张雪枫 19953540320

09 家具制作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357796851@qq.com 贾兆颍 18053197613

10 木工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sdcc46wsc@163.com 王金海 0535-2246618/18053555120

11 混凝土建筑 聊城市技师学院 liuhuilc@126.com 刘 辉 0635-8503157/15553251178

12 电气装置 淄博市技师学院 gwds2225237@163.com 刘 冰 0533-2225237/13581039596

13 精细木工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357796851@qq.com 贾兆颍 18053197613

14 园艺 潍坊职业学院 284394108@qq.com 任有华 13953611826

15 油漆与装饰 东营市技师学院 kjianxin@163.com 寇建新 0546-6078389/13854660591

16 抹灰与隔墙系统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ytworldskills@163.com 张雪枫 19953540320

17 管道与制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1176808884@qq.com 朱 彬 1360895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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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制冷与空调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 xulishan@qdmtc.com 徐立山 0532-82688107/1345522198

4
19 瓷砖贴面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ytworldskills@163.com 张雪枫 19953540320

20 数控铣 威海技师学院 sdrcyxz@163.com 杨夕志 0631-7697883/13863088389

21 数控车 东营市技师学院 kjianxin@163.com 寇建新 0546-6078389/13854660591

22 建筑金属构造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sk8446702@163.com 秦荣健 13396225312

23 电子技术 淄博市技师学院 gwds2225237@163.com 刘 冰 0533-2225237/13581039596

24 工业控制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Liuhonglai555@163.com 刘洪莱 15064680881

25 工业机械装调 淄博市技师学院 gwds2225237@163.com 刘 冰 0533-2225237/13581039596

26 制造团队挑战赛 潍坊市技师学院 1610833952@qq.com 王树斌 13964734277

27 CAD 机械设计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d_mw305@163.com 丁明伟 1805319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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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机电一体化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3596abc@sina.com 谢吉国 13396223395

29 移动机器人 山东技师学院 sdjsxyjky@163.com 焦 浩 17515315237

30 塑料模具工程 肥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fcjxdsb@163.com 尹训建 3323470/15550838958

31 综合机械与自动化 东营市技师学院 kjianxin@163.com 寇建新 0546-6078389/13854660591

32 原型制作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gongmaojin2006@126.com 公茂金 0539-7167262/13468199106

33 焊接 临沂市技师学院 jxzp2005@126.com 米光明 0539-8021961/15953952089

34 水处理技术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Ym3001983@163.com 杨 明 15966080900

35 信息网络布线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kneeled@163.com 李英奎 13953636263

36 网络系统管理 济南市技师学院 632458408@qq.com 李 晨 15866606207

37 商务软件解决方案 烟台市技师学院 313238819@qq.com 姚宝磊 0535-6385865/1585358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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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印刷媒体技术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ysgcx2017@126.com 文孟俊 17753618162

39 网站设计与开发 济宁市技师学院 794940363@qq.com 伊桂芬 15853772697

40 时装技术 昌乐县高级技工学校 gjjxjnxlzx@163.com 赵新江 18563056863/ 13963648368

41 花艺 潍坊市技师学院 36965824@qq.com 卢艳睿 15853656667

42 平面设计技术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3243956217@qq.com 吴凯琪 18053197621

43 珠宝加工 昌乐县高级技工学校 gjjxjnxlzx@163.com 赵新江 18563056863/ 13963648368

44 商品展示技术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351217534@qq.com 温 馨 13256169986

45 3D 数字游戏艺术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xianghong03414689@163.com 项 宏 13371066243

46 烘焙 潍坊市技师学院 13583690518@163.com 丁方利 13583690518

47 美容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sdcc46wsc@163.com 王金海 0535-2246618/1805355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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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糖艺/西点制作 潍坊市技师学院 13583690518@163.com 丁方利 13583690518

49 烹饪（西餐）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sdcc46wsc@163.com 王金海 0535-2246618/18053555120

50 美发 山东蓝翔技师学院 lanxiangmeifa@163.com 周子健 15621596266

51 健康和社会照护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tagaolixia@163.com 高立霞 0538-8941699/15169889099

52 餐厅服务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sdcc46wsc@163.com 王金海 0535-2246618/18053555120

53 网络安全 青岛市技师学院 254098042@qq.com 高 玮 13061276986

54 云计算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517370167@qq.com 张 峰 18053197818

55 酒店接待 潍坊市技师学院 13583690518@163.com 丁方利 13583690518

56 化学实验室技术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ymm0927@163.com 杨明明 1358962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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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参赛选手、指导教师、裁判报名汇总表

参赛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参赛项目 工作（学习）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选手

指导教师

裁判

说明：1.在“备注”栏注明选手（职工或学生）、指导教师、裁判等信息；

2.每个单位、每个项目可报指导教师（教练）1 至 3 名。



— 17 —

附件 4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参赛选手报名表

选手身份：□企业职工、教职工 □全日制在校生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照片参赛项目 政治面貌 民族

工作单位

（职工选手）

毕业院校及学历

（职工选手）

所在学校

（学生选手）

所学专业

（学生选手）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现有职业

资格等级

职业资格

证书编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指导教师(教练)

（每项目限报 1-3 人）

单位意见

经审核，以上信息均为真实有效。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此处粘贴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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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裁判员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学 历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职业资格

执裁项目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简

要

经

历

和

执

裁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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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9年 10月30日印发

校核人：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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