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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焊协 [2019] 43 号 

关于表彰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 

全国钢结构焊接职业技能竞赛 

焊接设备操作工（焊接机器人操作工）竞赛 

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各参赛单位：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贯彻党

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及党中央、国务院《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方案》《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发挥职

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广大焊接及相关职业人

员努力钻研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

伟大”的良好氛围，提升我国工程建设质量，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组织开展 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19〕41 号）

部署，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18日 — 24日在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举

办了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 — 全国钢结构焊接职业技能竞赛焊接设备

操作工（焊接机器人操作工）竞赛。 

根据《关于举办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 — 全国钢结构焊接职业技

能竞赛的通知》（工程焊协[2019] 39 号）及竞赛规则有关规定，报请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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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 — 全国钢结构焊接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批准同

意，决定对获得竞赛团体优胜的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等单位和吕永东

等个人予以表彰。对组织有序、成绩优异的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等单位授予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和个人名单附后）。 

希望受表彰的选手以获得的荣誉为新起点，在本职岗位上带头弘扬

工匠精神，不忘初心，追求卓越，谦虚谨慎，再接再厉，不断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能、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希望受表彰的单位，认真

总结，珍惜荣誉，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和保障

措施，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焊接从业人员队伍，培养造就

更多具备良好职业道德、掌握精湛技艺技能的高技能人才，为在全行业、

全社会形成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全行业的从

业人员向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学习，立足岗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

争创一流，不断加强交流，努力提高我国焊接及相关职业从业人员的技

能水平，推动我国产品和工程质量的提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 

全国钢结构焊接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代章） 

2019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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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 

全国钢结构焊接职业技能竞赛 

焊接设备操作工（焊接机器人操作工）竞赛 

获  奖  名  单 

一、团体奖获奖名单 

第一名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一队 

第二名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一队 

第三名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二队 

二、个人总成绩获奖名单 

1．金奖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一队 吕永东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一队 李朋朋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一队 王大龙 

上述三人将按照程序，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

称号。 

2．银奖及“全国钢结构行业技术能手”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二队 赫  玉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一队 冯  超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张少飞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胡战明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陈  康 

安徽马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 张  宁 

临沂市技师学院 韩光山 

3．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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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瑞涛 

中建钢构四川有限公司 李华明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宋博宇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聂新宇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游润东 

新疆安装技工学校 李成浩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李云飞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吕  涛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一队 王  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邓守智 

三、获得双认证焊接设备操作工证书的名单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一队 吕永东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一队 李朋朋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一队 王大龙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二队 赫  玉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一队 冯  超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张少飞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胡战明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陈  康 

安徽马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 张  宁 

临沂市技师学院 韩光山 

三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瑞涛 

中建钢构四川有限公司 李华明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宋博宇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聂新宇 

新疆安装技工学校 李成浩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李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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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一队 王  赛 

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李  方 

四、全国钢结构焊接巾帼技能精英奖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宋博宇 

天津大学 张昱晨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李云飞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樊首嬉 

五、优秀指导教师奖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卢小军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王大龙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谢东荣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梁承恩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卢仁峰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邱明辉 

安徽马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 张  烨 

临沂市技师学院 夏兆纪 

三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石  泉 

中建钢构四川有限公司 梁  飞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王文山 

新疆安装技工学校 宋思军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杨高阳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  鑫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陈新旭 

六、优秀裁判员奖（以姓名首字母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天津大学 敖三三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陈新旭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陈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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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杜孟开 

临沂市技师学院 符  浩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傅彦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四一零工厂 高立军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郭利伟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胡永忠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工艺开发部 李继欣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李荣清 

广西柳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梁为国 

平度技师学院 刘铁君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刘正文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吕  杰 

新疆安装技工学校 马国俊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邱明辉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宋晓峰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王文山 

北京诚栋国际营地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王兆福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魏金满 

中建钢构北方大区 魏腾飞 

中建钢构北方大区 吴沛隆 

中建钢构广东有限公司 谢东荣 

中油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司 徐龙杰 

唐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 尹  斌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睿伟 

安徽马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 张  烨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职工培训中心 赵  辉 

长治技师学院 郑旭东 



7 
 

七、优秀组织奖（以参赛队首字母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安徽马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慈溪技师学院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三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大学 

新疆安装技工学校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广东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四川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中东分公司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八、杰出贡献奖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