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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职鉴字[2016]45号 

 

关于 2016年中国技能大赛—“宝骏杯”全国第四届

乘用车汽车装调工职业技能竞赛的表彰决定 

各参赛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精神，实施人才强国、人才兴业战略，加快培养和造就一支汽车

行业的技术技能型、知识技能型、复合技能型的技术工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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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于 2016年 10月

28日—10月 31日在广西柳州联合主办了 2016年中国技能大赛

——“宝骏杯”全国第四届乘用车汽车装调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

赛，现根据竞赛有关表彰与奖励的规定以及全国总决赛成绩，公

布本届竞赛获奖团体和个人名单如下： 

    一、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宝骏杯”全国第四届乘用

车汽车装调工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奖项 

（一）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3家单位荣获竞赛团体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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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扬州技师学院等 7家单位荣获竞赛

团体优秀奖。 

（三）授予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突出贡献奖”。 

对荣获团体奖项的单位颁发奖杯或奖牌和荣誉证书。 

（四）授予决赛全体裁判员“执裁集体荣誉奖”称号，颁发

荣誉证书。 

    二、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宝骏杯”全国第四届乘用

车汽车装调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奖项 

（一）竞赛个人优胜一等奖（6位） 

范  武、凌少强、邓  坚、齐金华、纪  伟、蒙森杰 

（二）竞赛个人优胜二等奖（12位） 

张俊杰、陈仁奎、闫孝辉、程玉龙、周广建、杨  程、 

冯小弟、蓝  奇、俞丹军、葛中伟、闫鹏鹤、宁家杰 

（三）竞赛个人优胜三等奖（18位） 

张小俊、马学虎、李  波、郭芳超、蔡卫荣、王越峰、 

陈建全、任雪峰、符  周、刘永成、陈铁龙、莫开富、 

曹  勇、佟红远、陈  惬、李海潭、孙纬佳、朱大华 

（四）刘剑文、陈志斌、周  宇、张玉波等 145名同志荣获

竞赛个人优秀奖。 

对荣获各组别竞赛个人优胜一等奖的选手，颁发奖章（金）、

奖杯、奖金和荣誉证书；对竞赛个人优胜二、三等奖的选手，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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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奖章（银）、奖杯、奖金和荣誉证书；对荣获各组别竞赛个人

优秀奖的选手，颁发奖章（铜）和荣誉证书。 

    三、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宝骏杯”全国第四届乘用

车汽车装调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奖项的其他荣誉称号 

（一）对荣获竞赛决赛操作技能成绩前十名的选手范  武、

陈仁奎、闫孝辉、凌少强、邓  坚、齐金华、张俊杰、蒙森杰、

杨  程、纪  伟等 10位同志授予全国机械工业“操作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并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二）对荣获决赛各组别第一名且各项成绩均合格的综合成

绩前三名选手凌少强、邓  坚、范  武，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晋升技

师职业资格，已具备技师职业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三）对取得决赛综合成绩第一名的企业选手范  武，优先

推荐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 

（四）对在决赛中各组别个人优胜一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授

予“金牌导师”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五）对本届竞赛决赛各项成绩均合格且获得 4-15 名的选

手，颁发本职业国家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六）对本届竞赛决赛理论及操作技能成绩均合格的选手，

颁发本职业国家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竞赛组委会将通过各种形式对参加本届竞赛和在竞赛中获

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广泛宣传，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充分展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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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整体实力。通过不断深入和广泛的开展汽车装调工全国性竞

赛活动，满足了汽车制造企业对技术工人提高综合素质的需求，

带动了汽车制造企业员工勤奋钻研、提升技能的热情，为中国装

备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希望各参赛选手以本届竞赛取得的成绩为新的起点，认真总

结经验和不足，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带动更多的技术工人共同成长。希望各企业职业技能鉴定、培训

机构和有关部门，继续高度重视和加强职业培训和高技能人才培

养工作，为技术工人创造岗位成才的环境和氛围，搭建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舞台，为行业振兴、企业发展做好技术人才保障。希

望广大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人向获奖选手学习，刻苦钻研技术，努

力提高自身胜任能力和技能水平，弘扬“工匠精神”，为民族品

牌的发展和自主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 

 

    附件：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宝骏杯”全国第四届乘

用车汽车装调工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团体及个人名单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第四届  乘用车汽车装调工  技能竞赛  表彰决定  

主  送：竞赛主、协、承办方及各参赛单位、相关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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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中国技能大赛——“宝骏杯”全国第四届乘用车汽车装调工 

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团体及个人名单 

 

一、荣获竞赛团体奖名单 

（一）竞赛团体优胜奖（3名）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竞赛团体优秀奖（7名）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扬州技师学院 

（三）突出贡献奖（1名）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四）执裁集体荣誉奖（88名） 

史仲光、秦家斌、贾相波、周佩国、黄  涛、张  洋、 

刘雨晨、王昌磊、邓登云、金光伟、姜  俊、刘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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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龙、龙华强、张  勇、赖强盛、王  营、廖艳辉、 

刘杰峰、孙运尚、覃俊峰、陈  震、韩  超、吴健欢、 

卞德龙、吴新锋、阮  超、王学勇、范双飞、赵  雷、 

崔继斌、王志伟、周  炜、陈胜华、罗  杰、刘  君、 

周新建、叶  林、毛永乐、伊天虎、姚天华、程  风、 

丁  雯、黄  波、陈  琦、周天航、辛长宇、乔  吉、 

王海彬、顾成鹏、牛志明、陈  勇、史有和、王斌凯、 

梁启征、汤勇军、苏  军、李士军、郭金昌、韩  彬、 

韦振项、连振军、冯凌志、唐昌远、代华斌、徐兴红、 

韦永泉、王  黎、兰  巍、韦明项、敬鹏飞、冯联会、 

李兆勇、雷胜银、范仲伟、李冕智、叶  姣、王  倩、 

姜  鹏、张  剑、张荣新、王祎瑾、赵  斌、管春亮、 

庞  勇、林伟波、卜延飞、欧阳文志 

二、荣获竞赛个人奖名单 

（一）SUV、MPV组： 

竞赛个人优胜一等奖：凌少强、纪  伟 

竞赛个人优胜二等奖：程玉龙、葛中伟、闫鹏鹤、宁家杰 

竞赛个人优胜三等奖：郭芳超、蔡卫荣、任雪峰、符  周、 

莫开富、佟红远 

（二）2.0L及以上轿车组 

竞赛个人优胜一等奖：邓  坚、蒙森杰 

竞赛个人优胜二等奖：周广建、冯小弟、蓝  奇、俞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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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个人优胜三等奖：王越峰、陈铁龙、陈  惬、李海潭、 

孙纬佳、朱大华 

（三）2.0L以下轿车组 

竞赛个人优胜一等奖：范  武、齐金华 

竞赛个人优胜二等奖：张俊杰、陈仁奎、闫孝辉、杨  程 

竞赛个人优胜三等奖：张小俊、马学虎、李  波、陈建全、 

刘永成、曹  勇 

（四）竞赛个人优秀奖 

刘剑文、陈志斌、周  宇、张玉波、谭永康、晋  健、 

余  坤、伍俊麟、宋红喜、巫世超、李  浩、陈  锋、 

袁世洲、王道旺、李林聪、李春平、刘  伟、李向东、 

张  涛、贺晓明、项明明、方正辉、刘奇龙、魏章融、 

张诗海、张智英、赵  涛、王德一、金  彬、张鑫亚、 

蒋  意、张贵飞、陈金金、刘  刚、孔祥雷、项  宁、 

范新涛、钱武斌、杨  洋、汪贤鹏、张  健、龚  杰、 

张继峰、付理想、张永国、黄  波、王顺伟、朱明峰、 

张庆宇、韦振兴、蔡志凡、杨  平、毛克念、孙英会、 

沈玉平、向  楠、王  豪、郭雪松、曹文武、孟德宝、 

韩玉林、周桂永、韦  慊、王  飞、姜松涛、李晨旭、 

李  云、雷长青、陈  建、李  建、刘海勇、陈文元、 

张  成、曾建武、陈  超、王国献、刘明月、高  亮、 

李洪涛、张佳靓、焦惠忠、顾徐冬、黄  雷、孙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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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凯、田  波、韩永全、王  宗、周中平、穆祥森、 

杨  刚、张忠志、张黔春、刘长举、于冠智、王修光、 

张志强、傅发海、董国强、曹历军、李  翔、孟庆丰、 

冼景龙、王  俊、赵俊伟、夏  雨、杜胜明、郭  朋、 

刘志敏、李  浩、庞  穷、陈  杰、周孝波、许金龙、 

甘方程、郑昆龙、张广贺、胡豪杰、贺旭红、占  阳、 

向方凯、周泽天、鲁光辉、董  林、周亮亮、袁  增、 

邢长胜、毕  楠、段  鹏、岳  琦、苏晓清、袁秀康、 

于占水、秦  超、徐征遥、董子欣、刘旭成、康小超、 

梁永标、王  明、施嘉君、马孝臣、李  帅、冉广超、 

陈  坚 

（五）“操作技术能手”称号 

范  武、陈仁奎、闫孝辉、凌少强、邓  坚、齐金华、 

张俊杰、蒙森杰、杨  程、纪  伟 

（六）“金牌导师”称号 

    王学勇、秦家斌、陈庆光、谭  俊、程  风、牛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