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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电子信息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

“创想杯”增材制造（3D 打印）设备操作员竞赛

决赛组织方案及决赛名单

一、决赛时间和地点

（一）选手报到时间：2021 年 12 月 16 日 8：00～14：00

（二）全员核酸检测时间：2021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14：00～18：

00

（三）开幕式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14：00～14：30

（四）领队会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14：30～15：30

（五）综合职业能力测评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15：00～

17：00

（六）熟悉赛场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17：00～17：30

（七）比赛时间：2021 年 12 月 18 日

（八）闭幕时间：202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00～11：00

（九）比赛地点：重庆市轻工业学校（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北路

116）

二、报到安排及注意事项

（一）参赛队报到地点及联系人

报到地点：重庆盈田酒店

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北部新区金福路 35 号

联 系 人：陈进 13883491980 (023)887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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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有关规定和节俭办赛原则，参赛人员自行前往酒店

报到。在重庆北站、重庆西站、江北机场 T3\T2 航站楼有志愿者乘

车导向服务。

（三）每个参赛队指定一人办理报到和入住手续。报到完毕后

按照规定时间所有人员参加开幕式。

（四）报到酒店交通参考信息

1.高铁重庆北站

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经过 4 站，到达金童路，乘坐 624 路，

经过 3 站，到达金福路，步行约 500 米，到达重庆盈田酒店。

2.高铁重庆西站

乘坐轨道交通环线，经过 13 站，到达民安大道，乘坐 126 路，

经过 5 站，到达金福路，步行约 440 米，到达重庆盈田酒店。

3. 江北国际机场 T3\T2

T3 航站楼：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经过 5站，到达民心佳园，

乘坐 624 路，经过 9 站，到达金福路，步行约 250 米，到达重庆盈

田酒店。

T2 航站楼：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经过 7站，到达鸳鸯，乘坐

878 路，经过 3站，到达金福路，步行约 250 米，到达重庆盈田酒店。

三、食宿缴费安排

决赛期间组委会对参赛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及比赛期间的

交通、住宿、餐饮各参赛队须服从组委会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四、表彰与奖励

1.职工组设特等奖 2 名，教师组设特等奖 1 名。一等奖（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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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占比 10%，二等奖占比 15%，三等奖占比 25%。

2.学生组按中职组、高校组分开排名，按照比例分别设一等奖

10% ，二等奖 15% ，三等奖 25%。

3.获得职工组、教师组特等奖的选手，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颁发奖章、奖牌和证书，按相关规

定晋升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4.职工组、教师组、学生组获得一等奖的选手，由竞赛组委会

颁发奖杯、奖章和荣誉证书，获得二等奖、三等奖的选手，由竞赛

组委会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按相关规定颁发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比例最高不超过决赛选手的 50%。

5.对决赛获得各组别一等奖的指导教师、教练，由竞赛组委会

颁发“优秀指导教师、优秀教练”荣誉证书。

6.对决赛获得各组别一等奖的团队，由竞赛组委会颁发“优秀

组织奖”奖牌和荣誉证书。

7.对贡献突出的承办、协办单位和技术支持单位，由竞赛组委

会颁发“贡献奖”、“突出贡献奖”奖牌和荣誉证书。

五、注意事项

（一）竞赛动态和相关信息请关注国赛-3D 打印造型技术赛项官

方交流 QQ 群：652880698，请以“单位名称+姓名”的方式申请加群。

（二）参加比赛的选手，自行购买意外保险，确保竞赛操作和

往返交通安全。

（三）参赛选手凭参赛证、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

学生证参赛。若证件不齐全，禁止参赛。提醒各位选手提前办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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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证件手续（身份证证件丢失需提供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学生证丢

失需提供本校教务部门开具的证明）。

（四）疫情防控要求：

1.报到前 14 天内，国内中高风险所在省（直辖市）的地区参赛

队伍或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境外人员密切接触史的参

赛队伍，一律禁止参加本次全国总决赛。

2. 针对低风险地区来重庆参赛人员，请按工作人员要求出具渝

康码或健康码。

3. 所有自外地来重庆的参赛人员，须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电子版即可）。到达酒店报到完毕后，赛区组委会统一安

排二次核酸检测（费用自理），没有进行二次核酸检测的参赛队伍

禁止参赛。

（五）其他相关信息报到时详见《竞赛指南》。

六、决赛名单

1.职工组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选手名单

1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谢宗伯

2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胡金鹏

3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小龙

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雷枫桥

5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瑞

6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达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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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杨权

8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廖舟

9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靳杨

1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陈燚

11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李能

12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刘炎

13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余里成

1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徐杨

15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龚伟

16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刘科

17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冷毅杰

18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冯际宝

19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林宝全

2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刘宇航

21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蔡文培

22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施汶妤

2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金楷杰

2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马国财

25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汤金若

2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杜旭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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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王坤宇

28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刘然

2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杨子仲

3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高迪

3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范锐

3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黄龙龙

3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陈皓月

3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何川

3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李志鹏

3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于洪

37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董文启

38 沈阳黎明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钟峰

39 株洲中车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陈剑

4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吴双

4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欧阳姗姗

4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盛雨墨

43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武伟

4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邵清华

45 北京流畅科技有限公司 费雄骏

46 温州市东盛机械密封件厂 张杰

47 广东汉邦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邱信儒

48 武汉嘉能三迪科技有限公司 张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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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瑞安市丰合机械有限公司 董澳

50 重庆阿尔瓦科技有限公司 詹正阳

51 沈阳西赛尔科技有限公司 姜军

52 北京龙凤呈祥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李坤鸿

53 北京京翰林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殷永超

54 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马春雨

5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李玉莹

56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于江成

57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李影

5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林晓谦

59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黄福同

6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刘璐瑶

61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姜言辉

62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唐国鹏

2.教师组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选手姓名

1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杨凡

2 北京市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刘梓豪

3 金华技师学院 胡正浩

4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王保俊

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缪晓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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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佛山市技师学院 陈梦园

7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林静辉

8 北京市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薛磊

9 韶关市技师学院 付万文

10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杨鹏飞

11 天津市职业大学 路有

12 韶关市技师学院 林佳旭

13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杨哲

14 抚顺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孙向峰

15 深圳市沙井职业高级中学 叶松浩

16 深圳市沙井职业高级中学 张瑞顺

17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董凤团

18 湖州市技师学院 姚建秋

19 中山市技师学院 杨晓伟

20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渝庆

2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蔡耀安

22 七台河技师学院 毛淋龙

23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刘芸

24 中山市技师学院 陈李

25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法根

26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高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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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黄秀华

28 中山市技师学院 祝平蕾

29 苏州市职业大学 盖立武

30 黄岩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乔卫华

31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黄永娜

32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刘如强

33 湖州市技师学院 孙龙

34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宋武键

35 海盐县理工学校 胡金星

36 黄岩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段妍英

37 海盐县理工学校 陈铭炯

38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菲

39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王欣

40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陈义

41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张洋

42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张文平

43 烟台职业学院 于仁萍

44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英博

45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李亚永

46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王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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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高校组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选手名单

1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陆宇凌、黄厚涛

2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宇航、车杨

3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吕永健、万江行

4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刘源辉、李家珍

5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蒋磊、田文瑄

6 广东省技师学院 丘思懋、黄坚武

7 天津市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高等职业教育部 李泽、于钟凯

8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蔡涛、袁浩哲

9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曾奥、唐欢

10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金福嘉、沈焕彬

11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李炳谦、王哲

1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田云鹏、廖越

13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丁嘉新、袁成丞

14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吴广广、谢仁松

15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苏恒鑫、胡樟皓

16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王宏明、赵静

17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张晓庆、王乐锜

18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卓勇龙、黄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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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四川轻化工大学 陈爽、陈治均

20 天津市职业大学 赵兴元、王方琳

21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郑领航、张建宇

22 杭州技师学院 徐永乐、沈潇阳

23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时杰、钱星宇

24 金华市技师学院 余思平、方枭进

25 温州技师学院 马飞腾、何洋杰

26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蒋孙杰、钱昊

27 首钢工学院 南圣新、冯政佳

28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刘思伟、彭子豪

29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张怀远、柏正瑞

30 烟台职业学院 张宣、姜同冰

4.学生中职组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选手名单

1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黄广陈、李东明

2 金华市技师学院 陈云恒、郑力诚

3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陈宗枝、青浩睿

4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赵文涛、范君羿

5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刘贵福、田诗杨

6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李韵聪、王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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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家庄市高级技工学校 路鑫豪、邵泽林

8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王义夫、汤佳琦

9 福建技师学院 高贤康、孟敏豪

10 海南省技师学院 吴淑恳、王康健

11 北京市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安云锋、张晓强

12 吉林工业经济学校 朱本钰、王柄睿

13 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 陈朝阳、贾韵霖

14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于明远、丁文成

15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朱茂鸣、卓飞杨

16 佛山市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赖金星、覃德程

17 韶关市技师学院 傅泰源、刘建宏

18 温州技师学院 王金伟、林锦恒

19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潘浩余、许炫超

20 嘉兴市秀水中等专业学校 郭振涛、怀洋

21 湖州市技师学院 代正洋、唐君

22 嘉兴技师学院 焦晴锦、蒋嘉川

23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王真、刘萧硕

24 聊城市技师学院 张邈、王志

25 临沂市技师学院 李政翰、徐利伟

26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王子龙、刘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