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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职鉴字[2016]48号 

 

关于 2016年中国技能大赛—“龙岗杯”全国第四届

模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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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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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年 11月 25日—11月 28日在广

东深圳联合主办了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龙岗杯”全国第

四届模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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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杯”全国第四届模具

工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奖项 

（一）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等 2家企

业及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武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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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院、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东莞市技师学院等 5家院校，

共 7家单位荣获竞赛团体优胜奖。 

（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潍坊福田模具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重庆宝利根精密模具有限公

司、深圳市坪山新区社会建设局、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等 16 家

单位荣获竞赛团体优秀奖。 

（三）授予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装备公司、上汽通用汽车有限

公司等 9家单位最佳组织奖。 

（四）授予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润品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技师学院 3家单位竞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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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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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杯”全国第四届模具

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奖项 

（一）竞赛个人优胜一等奖 

冷冲模具企业职工组：柳  伟、吴以超 

冷冲模具院校教师组：李文革、陈海鑫 

冷冲模具院校学生组：孔令飞 

注塑模具企业职工组：杨万峰 

注塑模具院校教师组：程  文 

注塑模具院校学生组：傅庆源 

（二）竞赛个人优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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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冲模具企业职工组：刘颖良、许  建、邓宇峰 

冷冲模具院校学生组：徐驷驹 

注塑模具院校教师组：刘巧明 

注塑模具院校学生组：李新亚、陈  琪 

（三）竞赛个人优胜三等奖 

冷冲模具企业职工组：李  军、岳世伦、杨胜国、崔帅帅、 

胡俊毅 

冷冲模具院校学生组：魏忠政 

注塑模具院校学生组：谢湘州、吴  涛 

（四）张振方、梅永健、闻  峰等 84 名同志荣获竞赛个人

优秀奖。 

对荣获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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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奖章（银）、奖杯、奖金和荣誉证书；对荣获各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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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杯”全国第四届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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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少桃、

许  建、柳  伟、岳世伦、吴以超、望  远、闻  峰、刘巧明、

刘乐园、胡俊毅等 10 位同志授予“操作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并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二）对取得决赛各项成绩均合格的综合成绩前三名选手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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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吴以超、刘颖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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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柳  伟，优先推荐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 

（四）对取得决赛综合成绩第一名的院校教师选手程  文授

予全国机械工业“育人标兵”称号；综合成绩第一名的院校学生

选手傅庆源授予全国机械工业“技能新星”称号，分别颁发奖杯

和荣誉证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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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本届竞赛决赛各项成绩均合格且获得 4-15 名（不

含学生）的选手，颁发本职业国家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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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整体实力。通过不断深入和广泛的开展模具工全国性竞赛活

动，满足了模具制造企业对技术工人提高综合素质的需求，带动

了院校模具专业师生勤奋钻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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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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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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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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杯”全国第四届模

具工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团体及个人名单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第四届  模具工  职业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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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杯”全国第四届模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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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武汉技师学院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市技师学院 

（二）竞赛团体优秀奖（16名）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福田模具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宝利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新区社会建设局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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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唐山学院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蚌埠职业教育中心（蚌埠技师学院） 

（三）最佳组织奖（9名）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装备公司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四）突出贡献奖(3名) 

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 

润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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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裁集体荣誉奖(45名) 

史仲光、贾  方、李玉庆、袁  军、吴辉强、羊少军、 

王 祥、汪  芳、林 勇、李 敏、陈 刚、王  旭、 

叶立千、罗碧芬、杜良华、王志刚、王伟雄、李洪文、 

杨 毅、沈 镭、蔡俊锋、林  杰、杨立栋、赵 伟、 

卓良福、周耀红、刘华刚、王 伟、王劲锋、战淑红、 

张义武、许传海、陆荣良、林 平、曹德全、赵俊平、 

周  强、王仙萌、王  巍、黄晓明、李伟民、何静宇、 

严晴峰、廖东泉、李世刚 

二、荣获竞赛个人奖名单 

(一)竞赛个人优胜一等奖 

冷冲模具企业职工组：柳  伟、吴以超 

冷冲模具院校教师组：李文革、陈海鑫 

冷冲模具院校学生组：孔令飞 

注塑模具企业职工组：杨万峰 

注塑模具院校教师组：程  文 

注塑模具院校学生组：傅庆源 

(二)竞赛个人优胜二等奖 

冷冲模具企业职工组：刘颖良、许  建、邓宇峰 

冷冲模具院校学生组：徐驷驹 

注塑模具院校教师组：刘巧明 

注塑模具院校学生组：李新亚、陈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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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个人优胜三等奖 

冷冲模具企业职工组：李  军、岳世伦、杨胜国、崔帅帅、 

胡俊毅 

冷冲模具院校学生组：魏忠政 

    注塑模具院校学生组：谢湘州、吴  涛 

（四）竞赛个人优秀奖 

冷冲模具企业职工组： 

张振方、梅永健、闻  峰、冯吉栋、刘芳亮、高树刚、 

陈  才、吴  磊、王  强、姜元朋、邹  强、黄  涛、 

冷洪来、高尚海、张玉强、鄢  佳、石  昕、肖柳清、 

陆瑆璐、顾建国、杜剑波、邹鑫兵、谢  坤、罗遵武、 

李剑鑫、宋  彬、李  杰、周  亮、杜敬瑞、熊建中、 

马开付、孙玉敏、卞榆焕、王宝生、顾寅波、周飞龙、 

倪云滔、沃奇峰、胡云飞、张胜局、陈宗亮 

冷冲模具院校教师组：  

陈文军、黄  鑫 

冷冲模具院校学生组：   

李嘉豪、马立智、孙晟炜、奚道朋、詹常超、彭岸坤、 

谢振汉、孙兆轩、周中昕、陈添屹 

注塑模具企业职工组：  

陈  刚、杨丁丁、梁少桃、梁宪志、陈  义 

注塑模具院校教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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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远、伍荣彬、刘乐园、何光忠、周燕峰、孟  波 

注塑模具院校学生组：  

麦卓龙、刘超杰、刘佳明、王  吉、周栋栋、林鲁芸、 

汪  顺、潘志鹏、万润发、李瑶青、伍  祥、郭永强、 

吴  炜、崔永恒、郑果林、张智涵、徐轩宇、周卓烽、 

窦广旭、周锦璋 

（五）“操作技术能手”称号 

梁少桃、许  建、柳  伟、岳世伦、吴以超、望  远、 

闻  峰、刘巧明、刘乐园、胡俊毅 

（六）“育人标兵”称号 

    程  文 

（七）“技能新星”称号 

    傅庆源 

（八）“金牌导师”称号 

王  燕、赵俊平、刘  群、吴奇峰、何静宇、战淑红、 

罗晓晔、何光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