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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金蓝领”培训项目统一考核

合格人员名单

一、高级技师

颜 峰、刘 超、王兆滨、刘真奇、徐化成、王兆虎、赵忠亮、

胡志友、张解放、孙中芹、陈讯捷、牛晨阳、王亚伟、于 莉、

刘 辉、王宝峰、张俊山、徐庆华、宋 文、黄少锋、李志强、

巩玉琳、种道赏、孙中志、李 龙、赵广涛、杨文武、龙启军、

邱 波、黄 晶、孙 晖、李雪峰、房友才、蒋 鹏、朱玉斌、

张光廷、曲春梅、刘 立、宋名景、尤纪超、宫岩松、刘传真、

李桂彬、王 宁、周重锋、殷 涛、褚 猛、孙 刚、李 涛、

宋 健、牛 强、王益民、曹 建、宋兆亮、黄 华、孙经民、

燕 杰、孙中轮、于 飞、孙茂才、秦汝玉、姬钱钱、吴再鸣、

徐玉川、杜海峰、赵昌磊、张中奇、张言颜、孙景福、程金滕、

任 莉、周修彬、荣 凡、荣 玉、郭小伟、李 莉、李 青、

梁春燕、万 滕、郭馥妮、王巧红、黄海峡、崔 萍、王 超、

陈 红、孙 瑜、刘丹丹、田传娣、柏 静、陈庆云、王亚娟、

于海霞、夏玉娥、逄焕宏、潘月红、胡列燕、毛秋金、谢汝胜、

陈晓四、张瀚玉、孔曙梅、郑志坚、梁芯悦、梅相贞、周 丽、

葛颖萍、张艳玲、何胜英、赵瑞雷、李 杰、李 坦、齐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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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峰、王金平、丁 鹏、时阳春、姬广玉、秦修华、李幸朋、

王 勇、张开军、齐家年、刘 辉、刘 涛、胡从山、邱文新、

张 强、张怀立、杨 政、张 翔、罗嗣强、王书龙、赵慎军、

夏盛万、张 亮、陈 坤、鲁开祥、梁万里、蔡 峰、葛 亮、

孙 杰、颜井坤、陈凤侠、高焕军、潘 莉、孙宗峰、毛淑娟、

王茂芝、韩大超、司现芹、衡秀芳、孙 鹏、王启昌、吴雷雷、

王传武、张艳伟、王德强、刘 英、丁行水、侯保军、刘 苓、

宗建宾、韩大海、赵世昌、韩 波、王 勇、韩 勇、刘树德、

杜开明、杨金玉、宋夫建、华洪锦、吕 伟、咸秀秀、张亚楠、

丁宏伟、马湘萍、徐 梅、徐媛媛、陈铭源、王冉冉、种衍响、

刘令富、赵慎斌、蒋婷婷、丁记明、张 蕾、辛国华、刘贵力、

姜玉荣、石 磾、马 磊、肖允峰、李 凯、甄宗山、李 明、

王春吉、孙夫建、张卫国、马东青、林恒强、陆 萍、刘彦利、

周 芳、王 凤、孙中亚、张 霞、邹青涛、王 保、唐继梅、

郭海云、闫新灵、孟凡强、王 健、袁维献、李海红、孙艳富、

王江华、刘 峰、邱欢欢、曾昭德、李伟伟、张仕河、张厚俊、

张道霞、崔士华、郭先青、孙作创、李厚彬、李 建、孙 强、

苏钻勋、张建荣、刘伟杰、孙玉增、闫朝军、李耕琉、朱述伟、

张 敏、孔 耀、安永昌、陈増有、姬中斌、赵联超、黄 涛、

李 梅、杨 洋、马海锋、徐 飞、朱静山、王 斌、张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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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张 雪、李 明、闫 伟、吕宜雷、刘振强、唐广莉、

邵 兵、马红伟、张 苹、郭 芳、李国涛、杨 峰、郑 璇、

李 勇、杨作店、陈 涛、潘 学、许国永、刘 涛、徐丽侠、

赵 红、杨知全、魏长征、崔建勋、李龙军、张亚辉、蔡 玲、

张居猛、赵 杰、郑志利、杜成友、张德稳、苏 乐、张广涛、

刘承玉、张庆武、宋乐太、刘方华、张 鹏、张 伟、郑 虎、

韩业田、邵琪超、方建春、杜延泉、张美霞、马亚军、姬长征、

王介忠、韩 峥、逄元博、王连福、孔 辉、刘良卷、程右国、

张 伟、刘书俭、王新风、李 成、王 维、闵淑荣、廖培勇、

唐启顺、怀祥晶、吴财荣、方玉洪、程 龙、赵鹏鑫、陈 坚、

项柏明、刘 伟、吴秀菊、周建峰、唐家路、宋 崇、徐书华、

李会东、武耀宇、王卫国、赵满圈、韩红霞

二、技师

张 超、姬长亮、孟雍政、赵 龙、葛信念、姬国栋、郑 灿、

马爱勇、王绍飞、张 威、韩 伟、田始超、孙华春、沙夫为、

孙 翔、贯士强、张 源、赵 炜、张 朋、邵 保、王传法、

丁 伟、张 强、徐 涛、杨 光、王聪颖、王夫杭、吕凤瑞、

赵文涛、谢贤新、朱 强、邓海娜、赵 乾、韩 科、孙浩森、

张 立、石 鹏、张 飞、王 磊、郑红娟、马 超、刘 磊、

朱广文、赵 波、于国涛、高 帅、史光安、甘志军、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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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坤、宋大勇、秦长琦、皮艳儒、殷宪瑞、徐 昆、孙中全、

孙启锋、徐士成、郑济芳、宋晓东、许慎好、孙铭远、张永元、

李茂海、王勇敢、孙 磊、李 明、孙海潮、陈 飞、徐腾起、

蔡敬国、殷齐勇、王 磊、刘夫强、段冬冬、雷 响、范志良、

顾美超、张朋坤、王 岩、孙延峰、历磊磊、王宪胜、张 宾、

张厚谊、晁夫友、郑 磊、韩正峰、贺存强、周 宇、尤建军、

黄孝场、孙延东、刘修超、王逢时、丁德峰、华 港、朱大桥、

王远征、邱泓龙、杨 青、孙 涛、沙夫军、孙玉强、石扬锋、

杨 震、张 浩、单明明、石洋磊、李艳群、陈 光、李明湖、

韩秀华、覃群霞、苏 校、杨庆艳、池修艳、赵凤连、梅庆慧、

万 新、刘 丽、李晓晴、蒋 可、孙 莉、吴 娜、季 翔、

田 庄、黄玉文、时洪艳、姚 佳、纪艳晨、陈金芳、周 娜、

郑翕文、王 玮、李四芳、吴小花、张海燕、李琳琳、吴妮妮、

陈 敬、李翠翠、满婵娟、毕洁蕾、张春云、王 翔、徐 浩、

王 平、李志勇、张 潇、季抗抗、王培伟、宋勇勇、田伟强、

杨双杰、孙晓臣、李壮壮、徐一鸣、张 政、张军峰、倪慧慧、

刘 飞、陈福宽、国思奇、唐志军、王文娟、高 峰、张 椿、

李智慧、李 跃、李思宏、孙晋宝、胡 涛、杨 松、褚金钢、

宋桂翠、杨 涛、刘 志、王广东、蒋晓英、徐士伟、周彦君、

魏延亚、张 娜、田露露、张 良、王维明、赵洪琛、刘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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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超、靳 恒、王 磊、田家锁、范冬艳、孙业永、武 强、

刘 旭、曹进忠、邓增刚、孙景昊、韩 峰、赵奉亮、徐 晓、

董 慧、张 鹏、黄长勇、韩晓明、李 垛、李 雷、柳红新、

刘尽发、徐克臣、朱 伟、董文浩、宗德生、王天艺、娄云兴、

宗 媛、赵 阳、袁 东、朱绍军、董洪宾、龙 成、何吉文、

王 超、宋飞翔、高 波、张 健、张启甲、樊海燕、王新航、

杨 龙、胡鹏忠、张兆伟、李远峰、边德慧、何长朋、王 峰、

张金成、张 超、王立普、马更新、李 红、李 琦、程伟男、

张清峰、王福彬、汤亚军、王 涛、关 凯、牛 滕、贾福磊、

王大帅、孙开兴、王 森、闫业棒、严亮亮、徐多强、韩 雪、

李志强、李 峰、侯成程、杨 宇、赵 鹏、高 魏、张 洋、

侯小飞、李雅萍、孔菲菲、司大卫、高 燕、马西鑫、鲁 帅、

韩宜宏、孔令涛、陈 盈、赵 健、张 雷、杜贝贝、王其舰、

丁来亮、战忠正、王 娜、董文文、李京飞、闫加贺、华得富、

张 镇、华 超、万 磊、梁何助、彭 浩、华 福、张 绪、

孟 丽、秦真营、王国庆、张 薇、刘 鑫、王传红、李芬芬、

李 利、刘统胜、陈勇臣、李启宝、宋正新、王 晨、陈长胜、

邱昊天、赵 璇、李承鑫、孙 峰、徐 拓、刘进东、于鹏伟、

刘 伟、朱亚州、马 丽、吕冰冰、朱溢楠、孙 彬、邢宏健、

生国锋、沈超超、刘 艳、张洪要、宋瑞翔、于 莉、李佳慧、



- 6 -

冯长建、孙经强、徐世家、王洪营、杨 锋、梁何义、王新磊、

姜存明、姜齐文、李 灿、杜型坤、赵凤常、赵阿娜、龙贵兴、

郭建强

三、高级工

韩 毅、张 虎、刘 烁、李利园、赵 飞、孙克全、厉洪波、

邵明军、曹长远、孙 伟、杨加俊、王向阳、于 彬、胡明洋、

邵泽涛、张士杨、官炳振、倪 亮、杨依利、田家瑞、宋冬冬、

宋芳磊、梁 正、张 龙、皮庆武、王 猛、吴天龙、李顺顺、

吴再林、靖涛涛、王运成、杨亚梅、何裕亚、李宪文、杨 阳、

徐 伟、赵志民、王成龙、陈 冬、倪士水、徐崇宽、孙 鹏、

邵二涛、倪超亮、侯连国、周 政、王 萍、潘文艳、刘 芳、

刘熙熙、张庆芳、关继昌、冯晓梅、丁 娜、孙 利、郭玉香、

田 萍、冯 健、房子旋、刘瑾瑜、褚 田、刘 欢、刘 冉、

吕 妍、马福英、张萌萌、刘 艳、任娟娟、邵鑫茹、孟 艳、

耿 芳、李 玉、李秀平、陈 妍、蔡灿灿、庄辛辛、吴 华、

李青松、陈纯纯、唐彦丽、曹保凯、侯 利、赵 民、张 静、

吴 强、张永芹、王瑞瑞、王 芳、薛姗姗、张 婷、樊元辰、

任衍芳、钱宝华、王亚伟、张 梅、孙思凤、殷婷婷、刘 洋、

殷允真、邵冰艳、王 翠、孟 艳、李焕兰、董小文、田菜苗、

宋 娜、高亚军、李薇薇、王 培、张敏捷、田 霞、曹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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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平、曹晓君、周升英、黄 洁、童中锋、王启兰、徐 伟、

张国苗、程 娟、曹 鹏、王 茹、马 彬、孟 琪、李 坤、

崔 侠、种传红、庞 军、丁萍萍、周程龙、褚衍荣、张 路、

李 伟、李 娟、周文莉、孙延琛、吴鹏飞、孙西军、蒋大卫、

田 耀、杜 晶、赵 丽、赵继英、孙晋英、王 蕾、冯宜州、

蒋宝安、孙兴华、程 浩、赵 谨、彭昱博、马 莉、李百龙、

段修谱、俞井沦、王士财、陈晓龙、李 镇、王 军、王乾乾、

程晓东、张言明、贾顺顺、王 东、洪小卫、王备备、张显冲、

郭桂旭、时文闯、张文成、王业川、周 朋、徐邦安、顾 琦、

崔运龙、高业鹏、孙 伟、彭 飞、梁 杰、张忠安、徐军安、

王传魁、崔洪军、董 营、赵 勇、徐祥义、王 尧、魏 雄、

梁玉伟、高 艳、王传钦、李海林、张 沛、张文超、李树彬、

魏 臻、翟萌萌、王潇艺、董职政、徐 惠、陈 曦、仇大未、

王 寒、方 明、宋 壮、谢 永、王 娟、钟士聪、董 亚、

李承峰、张 琳、孙中平、唐敏栋、王贝贝、秦文力、聂凯红、

李怀玲、洪 梅、时同庆、魏传家、赵逢花、冯长武、李晓娣、

秦修梅、孟凡辉、苏 珍、朱国芳、李 宁、秦 磊、孟祥宇、

朱然然、王绪虎、柴兆强、张 奎、胡海林、张茂河、刘 美、

王海荣、梁 弢、王利利、华纯岭、鲁瀚文、孙彦翔、韩 梅、

王显仲、张其伟、陈 毅、安 宁、孙 飞、杜昕颖、于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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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明、王忠昕、马文瑞、张燕燕、杨少博、王 博、刘涛涛、

李 潇、曹 洋、战忠丽、李祯祯、孙玉凤、周永明、葛善民、

任贵权、张 蕾、张海波、谭毓文、侯承承、王洪影、梁娟娟、

刘 艳、彭玉娟、王二伟、张爱红、张锡钰、许 晴、李体慧、

梁纳纳、原庆琴、杨美利、王正英、颜 晴、田雨欣、谢晓云、

孟德南、商显亮、翟晶晶、黄艳艳、张淑君、袁汝鸿、朱彦守、

张 斌、刘书霞、刘 博、徐 浩、李 峰、徐 壮、孙延金、

胡修武、张 鹏、丁蕊蕊、侯 霖、徐 俊、汪 潜、刘 宾、

周 飞、姜福金、孔维鹏、孙彦君、张金芳、耿学磊、闫延武、

马召静、高铭远、任泽海、宋正敏、张子祥、王克兰、高 超、

唐丽强、冯 强、冯金国、夏小鹏、姜洪亮、李传革、王增奇、

王 璐、胡 超、陈相有、王龙滕、马 泽、高运栋、王 颖、

金 辉、刘 会、彭宗奋、徐宏伟、王 浩、赵 哲、刘鑫鑫、

杜泽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