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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信息产业新技术职业技能竞赛

“创想杯”增材制造（3D 打印）设备操作员竞赛

决赛组织方案及参赛名单

一、决赛时间和地点（注：根据承办校当地防疫要求，各参赛队注

意接听赛区组委会电话通知。）

（一）选手报到时间：2022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2：00～18：00

（二）裁判报到时间：2022 年 11 月 9 日

（三）总开幕式时间：2022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4：00～14：30

（四）领队会时间：2022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4：30～15：30

（五）综合职业能力测评时间：2022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6：00～

18：00

（六）比赛时间：2022 年 11 月 11 日-12 日

（七）闭幕时间：2022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00～11：00

（八）比赛地点：长兴技师学院（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回

龙山路 20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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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新紫金大酒店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明珠北路 1268 号

联 系 人：马超

联系电话：1358727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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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有关规定和节俭办赛的原则，本次比赛不在机场、

长兴南站、长兴站等地点提供接站，但为更好地为参赛人员提供服

务，在 11 月 9 日下午 12：00～17：30 期间，每隔 1小时在长兴站、

长兴南站与报到酒店间安排有班车接送。其余时间需参赛人员自行

前往报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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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酒店乘车路线参考信息

1.长兴站（高铁站）：【方式一】长兴站出站口外乘坐的士，预计

20分钟抵达；【方式二】长兴站出站口外乘坐 20路公交车至丽湖名居站

下车，步行 90米即可抵达，预计 45分钟。

2.长兴南站（普通列车站）：【方式一】长兴南站出站口外乘坐的士，

预计 20分钟抵达；【方式二】长兴南站外乘 11路公交车至爱尔眼科医院

站下车，马路对面换乘 20路公交车至新紫金大酒店站下车，预计 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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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和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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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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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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对在竞赛组织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个人（比例不超过工作人员总数 10%），由组委会颁发“优

秀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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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单位”奖牌和荣誉证书。

7.对贡献突出的协办单位和支持单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突

出贡献单位”奖牌和荣誉证书。

五、注意事项

（一）竞赛动态和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国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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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疫情防控要求：

因疫情原因，为了比赛安全有序开展，需各位选手、指导教师、教练

及领队配合做到以下几点：

1.申领湖州健康码

所有人员须提前申领湖州健康码。可通过以下途径申请：支付宝首页

搜索“湖州健康码”，按提示进行操作。

2.“长行码”报备

提前通过“浙里办”APP，搜索“长兴长行码”进行线上自主报备。

3.各地市参赛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湖州“健康码”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码。

（2）本人凭入住酒店前 24小时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阴性报告办理入

住（建议启程前三天，出发地连续三次核酸检测）。9 日报到当天晚上完

成进入长兴后的第一次酒店集中核酸检测，10日、11 日晚完成进入长兴

后的第二、三次核酸检测。

（3）现场测温 37.3℃以下。

（4）参赛选手入校和进入候考室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好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

3.参赛选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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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我省疫情防控管理政策，处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居家隔

离医学观察、居家健康观察和日常健康监测期的选手（受管控对象及措施

以浙江省疫情防控办最新发布为准）；

（2）比赛当天，湖州“健康码”显示为红黄码，或“通信大数据行

程卡”显示为非绿码的选手；

（3）体温监测高于 37.3℃的人员谢绝参赛，请就近就医；

（4）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无法提供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或提供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

（5）赛前 28 日内入境人员和入校前 14 天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不得参加比赛；

（6）不能出示湖州“健康码”、不配合入口检测、不服从防疫管理

以及经现场防疫人员判断须转送至定点医疗机构排查等情形的。

4.其他事项

（1）各地市领队、教练、指导教师、选手应仔细阅读比赛相关规定、

防疫要求，如实填报个人“疫情防控承诺书”，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需承

担的相关责任并接受处理。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

情防控重点信息的，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健康检疫、询问、查询、送诊等

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其相应资格，如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各地市领队、教练、指导教师、选手应当切实增强疫情防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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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请自备口罩、消毒湿巾等个人防护物品。比赛前主动减少外出和不必

要的聚集、人员接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戴口罩，要加强途中防护，

尽量与他人保持合理间距，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物品，

并及时进行手部清洁消毒。

（3）根据疫情防控管理相关要求，外来车辆禁止进入学校，各地市

领队、教练、指导教师、选手应自觉配合完成检测流程后从规定通道验证

入场，逾期到场失去参赛资格或耽误比赛时间的，责任自负。竞赛期间，

赛区组委会安排有车辆固定时间往返酒店、赛场接送。

（4）请全体入校人员准备好报到当天的以下材料并上交赛区组委会，

具体方式等候通知。

1）支付宝申请“湖州健康码”绿码截图；

2）“通行大数据”绿码截图；

3）“长行码”进行线上自主报备成功后的界面截图；

4）报到前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报告截图；

5）疫情防控承诺书（附件 3）打印、填写、签字并拍照；

6）选手意外险保单拍照。

5.其他相关信息报到时详见《竞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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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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基铭

2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志龙

3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科

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冷毅杰

5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梁潇

6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雷志远

7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俊武

8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罗湘宇

9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郑璇

1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刘炎

11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陈燚

12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陈崇

13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肖路强

1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杨子威

1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于洪

1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范锐

1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玄明昊

18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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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杨子仲

2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王福雨

2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冯海亮

2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陈皓月

2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孙志强

2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佟博识

25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省技术能

手晋级）
董大维

26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金楷杰

27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汤金若

28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李晓峰

2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高守成

30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王鸿雁

31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增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吉付兴

3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孙瑞

33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刘家鹏

34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张晓雨

3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李影

36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黄福同

37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李玉莹

3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林晓谦

39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于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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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刘宇航

41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张显龙

42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于篷

43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金德来

4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武伟

4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邵清华

46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李浩源

47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王瑜博

48 沈阳西赛尔科技有限公司 刘宇

49 宁波德龙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应国军

50 广东银纳增材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吴创嘉

51 广东银纳增材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陈嘉伟

52 北京科仪邦恩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周日

53 武汉嘉能三迪科技有限公司 张庭雅

54 苏州高瑞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张飞龙

55-56 广东省选拔赛职工组晋级选手

57-58 重庆市选拔赛职工组晋级选手

2.教师组名单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选手

1 金华市技师学院 庄利伟

2 韶关市技师学院 付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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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陈剑

4 天津市职业大学 朱朋超

5 浙江省平湖技师学院 沈文彬

6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李保

7 苏州市职业大学 盖立武

8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段修菊

9 湖南工程学院 陈卓威

10 烟台职业学院 宫晓峰

11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正阳

12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世雄

1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范振

1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白晶斐

15 吉林省林业技师学院 张娜

16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善瑞

17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伏可珣

18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张海明

19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培

20 邵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胡威

21 线上选拔广东省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林镇水

22 线上选拔广东省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陈李

23 线上选拔广东省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钱程

24 线上选拔广东省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王平全



11

25 线上选拔重庆市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徐凤娇

26 线上选拔重庆市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谢吉祥

27 线上选拔重庆市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张朝阳

28 线上选拔重庆市教师组待定晋级选手 周渝庆

29 韶关市技师学院（省技术能手晋级） 林佳旭

30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省技术能手晋级） 林静辉

31 中山市技师学院（省技术能手晋级） 祝平蕾

32 中山市技师学院（省技术能手晋级） 杨晓伟

33 长兴技师学院 周景杰

34 温州技师学院 江向东

35-36 广东省选拔赛教师组晋级选手

37-38 重庆市选拔赛教师组晋级选手

3.学生高校组名单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选手

1 福建技师学院 范将泽

2 金华市技师学院 郑力诚

3 天津市职业大学 张洋

4 徐州技师学院 郑领航

5 韶关市技师学院 刘丁毅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智杰

7 杭州技师学院 徐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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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王哲

9 长兴技师学院 何雪飞

10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吴利平

11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许亮

1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张敏

13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蔡涛

14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杨逸恒

15 沈阳工程学院 鲍明岩

16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龚文政

17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忠宝

18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望

19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林世应

20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韦叔波

21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于洋

22 温州技师学院 何洋杰

23 平湖技师学院 黄元浩

24-25 广东省选拔赛学生高校组晋级选手

26 重庆市选拔赛学生高校组晋级选手

4.学生中职组名单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选手

1 金华市技师学院 吴昊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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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王智翔

3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赵知青

4 韶关市技师学院 唐靖玺

5 吉林工业经济学校 王奕涵

6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李昀聪

7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罗娇燕

8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级技工学校 魏鼎

9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赵俊宇

10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杜泊洋

11 平顶山技师学院 柳丁元

12 江苏省锡山中等专业学校 李金辉

13 线上选拔广东省学生中职组待定晋级选手 莫沛豪

14 线上选拔广东省学生中职组待定晋级选手 骆天逸

15 平湖技师学院 张润博

16 温州技师学院 王金伟

17 湖州市技师学院 黄开鑫

18-20 广东省选拔赛学生中职组晋级选手

21-22 重庆市选拔赛学生中职组晋级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