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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奖项 

（一）变送器项目（职工组） 

序号 单 位 姓名 奖项 

1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胡磊 一等奖 

2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有限公司 杨辉 一等奖 

3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方林波 一等奖 

4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有限公司 张海静 二等奖 

5 濮阳县新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郭宏超 二等奖 

6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何龙 二等奖 

7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有限公司 温鹏飞 二等奖 

8 上海恩邦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黄浩远 二等奖 

9 重庆伟岸测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李吉全 二等奖 

10 北京布莱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边利军 三等奖 

11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袁思楠 三等奖 

12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刘双福 三等奖 

13 重庆伟岸测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朱建 三等奖 

14 上海恩邦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张彭 三等奖 

15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薛明姬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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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左黎 三等奖 

17 南京科达新控仪表有限公司 梁浩 三等奖 

18 北京布莱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谭建民 三等奖 

19 重庆四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毛必刚 优秀奖 

20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海龙 优秀奖 

21 南京科达新控仪表有限公司 吴兴华 优秀奖 

22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吕政 优秀奖 

23 南京科达新控仪表有限公司 曾涛 优秀奖 

24 北京布莱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吴洪肖 优秀奖 

25 重庆四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粟杰 优秀奖 

26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乐杨 优秀奖 

27 重庆四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青娟 优秀奖 

 

（二）变送器项目（学生组） 

序号 单 位 姓名 奖项 

1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祖章 一等奖 

2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雷鹏昆 二等奖 

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梁德江 二等奖 

4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英余 三等奖 

5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振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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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忠毅 三等奖 

7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仇浩宇 优秀奖 

8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程锦航 优秀奖 

 

（三）调节阀项目（职工组） 

序号 单 位 姓名 奖项 

1 工装自控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蒋利杰 一等奖 

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施峰 一等奖 

3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何俊 一等奖 

4 工装自控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马鲍 二等奖 

5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彭云川 二等奖 

6 工装自控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陈华军 二等奖 

7 山野控制阀集团有限公司 王巧彬 二等奖 

8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梁华 二等奖 

9 瑞莱尔（天津）控制阀有限公司 洪强 二等奖 

10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勇 三等奖 

11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刘永林 三等奖 

12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席锐 三等奖 

13 瑞莱尔（天津）控制阀有限公司 献战洁 三等奖 

14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李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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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 吴德军 三等奖 

16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星 三等奖 

17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张晓春 三等奖 

18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郑金川 三等奖 

19 瑞莱尔（天津）控制阀有限公司 马健 优秀奖 

20 山野控制阀集团有限公司 王志平 优秀奖 

21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成立 优秀奖 

22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张长春 优秀奖 

23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胡雨 优秀奖 

24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王宏 优秀奖 

25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 陈鑫 优秀奖 

26 山野控制阀集团有限公司 王丁财 优秀奖 

27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 褚刚 优秀奖 

28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坤明 优秀奖 

 

（四）调节阀项目（学生组） 

序号 单 位 姓名 奖项 

1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于博 一等奖 

2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黄琪琪 二等奖 

3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赵东旭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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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睿 三等奖 

5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郭先明 三等奖 

6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肖松 三等奖 

7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李涌 优秀奖 

 

（五）控制系统项目（职工组） 

序号 单 位 姓名 奖项 

1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吉隆基 一等奖 

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胡廷怀 一等奖 

3 开封龙宇化工有限公司 席高剑 二等奖 

4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磊 二等奖 

5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苏文斌 二等奖 

6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光意 二等奖 

7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张伟干 三等奖 

8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戴光远 三等奖 

9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魏灿程 三等奖 

10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唐小波 三等奖 

11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孟冉 三等奖 

12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升升 三等奖 

13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琳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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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庆川仪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陈利锋 优秀奖 

15 重庆川仪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周宇 优秀奖 

16 重庆川仪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陆罩 优秀奖 

 

（六）控制系统项目（学生组） 

序号 单 位 姓名 奖项 

1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鹿壮宇  一等奖 

2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翠翠 二等奖 

3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吉海 二等奖 

4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范逸炜 三等奖 

5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明太浩 三等奖 

6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诗语 三等奖 

7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瑞丰 优秀奖 

 

（七）行业技术能手 

序号 单 位 姓名 

1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胡磊 

2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有限公司 杨辉 

3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方林波 

4 工装自控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蒋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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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施峰 

6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何俊 

7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吉隆基 

8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胡廷怀 

9 开封龙宇化工有限公司 席高剑 

 

（八）优秀裁判员 

序号 单 位 姓名 

1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李静 

2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莉 

3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南瑞亭 

4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徐文明 

5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郭坤 

6 天津精通控制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马兴平 

7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冯晓玲 

8 河南工业大学 徐振方 

9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蔡成锐 

10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梁晓明 

11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雷巧遇 

12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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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优秀指导老师 

序号 单 位 姓名 

1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景芝 

2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升升 

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娟 

4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蒋丹 

5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黄婷婷 

6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刘应 

7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薛明姬 

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孟冉 

9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洪亮 

1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刘忠 

11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王莉 

12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张华 

13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王欢 

14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张晓春 

15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胡雨 

16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齐金成 

17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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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张爱辉 

19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郭坤 

20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于海 

21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刘伟 

22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雷巧遇 

23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蔡成锐 

24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徐国传 

 

二、团体奖项 

（一）变送器项目 

职工组 

1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一等奖 

2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有限公司 团体二等奖 

3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团体二等奖 

4 北京布莱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团体三等奖 

5 南京科达新控仪表有限公司 团体三等奖 

学生组 

1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团体一等奖 

2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团体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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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节阀项目 

职工组 

1 工装自控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团体一等奖 

2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二等奖 

3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团体二等奖 

4 瑞莱尔（天津）控制阀有限公司 团体三等奖 

5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三等奖 

学生组 

1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团体一等奖 

 

（三）控制系统项目 

职工组 

1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一等奖 

2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一队 团体二等奖 

3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二队 团体三等奖 

学生组 

1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团体一等奖 

2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团体二等奖 

 

（四）特别支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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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控科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工装自控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航威硕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奥普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五）优秀组织奖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六）突出贡献奖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三、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奖项 

个人奖项： 

一等奖：赵海涛、闫振凯、王迪、李函超、王帅、赵莹、王威、刘江涛、

郭猛辉、刘晋瑞、秦婷婷、白志、任盼龙、张沛、姜占彪 

二等奖：张金霞、徐唱 

三等奖：董浩 

团体奖项：  

变送器项目：团体一等奖 

调节阀项目：团体一等奖 

控制系统项目：团体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