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川人社函〔2018〕975 号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公布全省技师（高级技师）考评 

合格人员名单（2018 年第 5 批）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考核评价工作的有关要

求，各单位按照我厅审查同意的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方案，认

真组织实施了本企业（行业）和校企合作有关企业技师（高级技

师）考评工作，经企业自主考核评审和我厅审核通过，黄嘉伟等

1282 人考评合格，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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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合格名单 

（2018 年第 5 批） 

 

一、成铁局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136所（技师 8名、高级技师 2名） 

（一）技师 

钳工：黄嘉伟、王  昕、范宏宇、文晓平 

电工：谈  超、王晓明、张中华 

焊工：韩  华 

（二）高级技师 

钳工：唐世勇、刘定龙 

二、四川能投汇成培训管理有限公司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技

师 731 名、高级技师 8 名） 

（一）技师 

车工：马振天、朱永东、余奎明、邹开军、李  军、叶勇彪、 

      罗  成、罗  梅、江  河、钟曾波、钟应春、陈智勇、 

      蔡达贵、罗永金、王  华、满永东、杨晓秋、张智勇、 

      陈  云、杨勇军、李启芳、文素珍、何治珍、田永红、 

      李兴明、余  兵、陈美林、熊  伟、蔡龙均、杨  勇、 

      陈远建、刘  斌、伍  建、张秀英、伍群珍、张秀兰、 

      周  敏、王德胜、贺  莉、杨元琼、谢文全、周继锋、 

      杨  忠、常启蔷、邓立新、何建林、尹  红、余  红、 

      何建兰、蒲  岗、何  轩、朱  喜、孙平涛、邹冬元、 

      刘琼芳、李永红、任光丰、谭小兵、蒋跃中、贾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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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杨、邹  斌、刘元庆、周  蓉、王晓修、周雨前、 

      徐海军、张海英、刘开平、吴小波、杨  波、谢康均、 

      吴光辉、穆  均、张清华、邱乐成、文建中、卢德生、 

      季冬青、车碧怀、陈雨刚、张正全 

电工：李从四、包德阳、张  俭、任树全、刘红光、钟元勤、 

      彭  江、张宗耀、赵  敏、龚明芳、李燕玲、王  超、 

      王禄根、王  莉、张加跃、易  平、赖友盛、郭校宇、 

      陈开明、罗国富、胡成久、陈国明、解中国、许钦荣、 

      胡茂春、王明怀、刘成洪、黄建明、陈开友、魏光华、 

      廖玉萍、王树全、罗  明、杨万均、钟世奎、李俊成、 

      刘  海、罗保全、余贵明、倪祖华、郑  劲、刘  彬、 

      周明彬、胡慷林、覃虎文、徐  勇、江小春、杨  强、 

      严  斌、郭和均、赵  玮、肖长江、林俊良、王勇志、 

      魏森泉、何占敏、孙书银、何坤金、徐真明、侯沛林、 

      吴  强、冯永志、代文彬、张青洪、杨  俊、易国建、 

      陈  东、邱  云、李  晖、李道春、代晓斌、吴  茂、 

      沈  武、谢  量、许  锝、陈国宗、陈登勇、刘  庆、 

      陈名辉、黄升权、宋世奎、程金龙、刘志清、欧建平、 

      郭  瑞、杨  俊、陈  颖、王龙清、黄中志、徐昌发、 

      贾发林、顾武文、王  彬、袁万学、蒋  俊、马永远、 

      罗光科、余成福、刘光明、袁大军、施廷均、毛光金、 

      刘  志、张春岑、蒋  凡、罗端良、何延清、赵红玉、 

      唐宗云、任  跃、薛军伦、孟雨生、张明福、廖良长、 

      毛华全、张  云、张小兵、周继荣、杨鸿波、任首国、 

      陈  平、廖学全、周明勇、戴文通、席启富、罗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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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强、李  胜、陈寿勤、刘  勇、尹华志、罗建成、 

      王  浩、吴文军、古  莉、蒋  永、贺洪兵、李  恒、 

      宋全喜、颜  刚、吕恒开、刘成旭、唐书江、杨志军、 

      罗登艮、彭  勇、张继勇、唐安军、汪成坤、郭  艺、 

      李  严、邓同鲲、程江云、赵登科、刘学军、李  勤、 

      宋奇祥、李万雄、沈成虎、张俊明、赵大春、张芫志、 

      胥志军、刘灯远、刁学东、唐中林、陈春阳、黄  镇、 

      王  玉、竹登述、尹大强、眭禄彬、王  波、唐  杰、 

      席  忠、张太金、李云龙、李小兵、邓  霄、斯周兵、 

      刘成康、黄建彬、代述根、冯国才、叶陶均、宋建军、 

      夏子坚、彭勇军、曾  攀、何  林、赵加华、黄玉霜、 

      杨  涛、张安明、席冀川、吴  刚、万文华、汪轶才、 

      杨  祥、周有成、阳云根、王  刚、陶绪友、赵学伟、 

      李  明、王佳林、李金荣、毛朝阳、周家明、钱行波、 

      罗杨君、何  勇、方俊才、邓先洪、杨  建、何  况、 

      奂宇华、涂  锋、张从高、丁仁海、陈忠友、李应彬、 

      王立成、毛家根、徐明勇、陈关发、秦建康、彭明军、 

      汤  俊、周伟利、冯  明、李朝兵、李  勇、李明松、 

      黄俊波、陈昌远、胡  志、黄  斌、何先文、王家明、 

      刘光有、吴益山、杨  川、刘红梅、杨  雄、陈开义、 

      李  俊、王显章、邹华廷、刘  奎、邹长勋、佘远富、 

      胡  涛、王  锐、柳云飞、吴纯伟、甘永志、刘永建、 

      范万林、包世贵、徐  旭、敬文涛、王小龙、冯  志、 

      李小明、赖德兴、周  林、李正华、何祖明、卢兴陶、 

      袁心燕、魏洪刚、唐胜伟、邓明扬、张  良、熊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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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成、冯成平、田世德、衡晓兵、杨光玖、吴洪兴 

焊工：黄新贵、王小兵、张  波、张新明、李品敏、李华刚、 

      陈培忠、宋元林、任乐华、易杨红、肖  羊、黄  镇、 

      陈小华、刘严学、向良福、唐永水、张寿全、廖  帅、 

      张兴兵、汤红利、黄光全、宿  对、黄光富、袁肸高、 

      李  明、丁国强、熊大志、向能桦、曾  静、陈  柯、 

      史方理、任  勇、李进刚、陈小莉、黄显奇、钟立保、 

      牟绍友、陈万松、代  勇、李太洪、陶  虎、汪玉华、 

      王仁杰、李小根、宁凡招、陈余良、魏光林、康  明、 

      徐明长、张世贵、刘  刚、黄建伟、应元俊、王友国、 

      朱长元、蒲  平、张大芬、王廷勇、龚天龙、任传立、 

      文楚洪、黄建军、杨建辉、胡光明、付学全、何别友、 

      吴永祥、任传国、李配轩、胡  洪、周可华、张碧良、 

      肖华东、陈世福、魏  林、吴洪波、冷恒毅、林辉云、 

      黄信平、石世国、岳清泉、宾学文、张双全、曾宗胜、 

      熊  伟、张家诚、李红彬、龚启富、龚  平、姚  彬、 

      罗春全、袁兴国、朱魁江、林普森、罗宣堂、唐  勇、 

      徐炳华、王正波、郑  波、朱禄贵、张  勇、罗  勇、 

      肖贵文、沈华勇、张功建、吴  建、吴义熊、周  明、 

      李良辉、王  东、刘俊辉、喻  成、胡忠伟、胡  建、 

      王  彬、唐忠润、孙永毅、胡昌洪、李云国、张  兵、 

      赵  超、阳承林、刘  伟、唐文林、卿春生、王俊元、 

      周德良、唐大勇、李  建、何元金、杨孝明、胡  彬、 

      尹邦旭、刘泽强、陈文剑、王  欧、肖贵成、张立昌、 

      邓启忠、吴绍阳、罗永红、赵光虎、曾永福、李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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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富、沈成洪、王祖发、沈成贵、叶乃富、万  涛、 

      朱志勇、贺水南、蒋启斌、游翼相、陈  玉、石  强、 

      李晓红、李少华、罗  英、尹显根、钟玉友、万建强、 

      陈爱明、马  逊、吴永强、李  权、张丛根、马天成 

钳工：王维荣、陈昌勇、杨  闯、易大学、文梁全、徐延伟、 

      邓碧兰、陈润民、李  燕、古思银、黄廷财、毛忠俊、 

      刘福永、廖  轲、杨洪全、黄顺红、周小彭、李志福、 

      唐朝春、张祖怀、尹素蓉、彭武龙、唐春风、陈长春、 

      李顺全、董逢刚、王永明、杨延双、赖成仁、陈  军、 

      胡远林、李大永、李  勇、旷章益、钟学君、张  伟、 

      方惠蓉、欧亚东、税代群、朱培兵、邱泽民、谢润林、 

      杨  茂、沈小林、吴文刚、文素兰、张映兵、陈  章、 

      孙梦林、陈晓清、李小平、屈小燕、李加琴、潘  敏、 

      张孝忠、王  鑫、刘永强、杨  娟、钟华军、鞠春林、 

      张志攀、朱志亮、刘  强、潘淑国、刘  坤、韦雪飞、 

      蒙  强、曾进春、戴  佩、崔洪建、齐建民、王朝辉、 

      黄智慧、蔡  军、徐远录、印  荣、王志洪、易川东、 

      刘蓉成、黄利伟、熊国华、程  东、李建波、张鸿亮、 

      王  勇、肖  菱、王光培、邱乐林、熊寿玉、雷友春、 

      熊寿雪、许  川、李福全、王雪梅、章  勇、王志云、 

      吴家棋、林  莉、施品松、童定莉、潘生树、冷  兵、 

      杨从军、黄桂府、王尔友、董  林、魏广东、唐登才、 

      陈晓东、任传勇、黄  涛、贺润菊、李祯友、肖皇伦、 

      杨国军、肖  贵、郭  波、施品洪、严海涛、陈芝林、 

      黄志祥、施笃海、彭杨均、刘兴凤、李  勇、何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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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洪根、高永贵、王小珍、任晓波、杜天明、任燕东、 

      耿远强、张本树、刘小梅、李泽峰、彭凤明、邬明洪、 

      黄加全、周作杰、刘明海、谭昌伦、任传军、王  平、 

      余腾德、李静林、吴光洪、隗晓军、王进岗、黄文武、 

      梁明勇、黄山军、陈子清、马继华、王裕奎、刁福平、 

      李三均、肖显兵、任  勇、陈廷波、刘礼云、王兴洪、 

      李  伟、刘建齐、万武根、徐  林、高  建、王积友、 

      王从贵、李永清、王仁贵、黄文国、邱林祥、高克云、 

      成家福、余成刚、任家林、卢安全、黄永成、孟晓刚、 

      朱议勇、吴祖全、王俊林、龙远强、许泽均、杨廷波、 

      白  强、岳建国、李怀松、庄丛灿、陈昌明、王家财、 

      陈兴武、冯福谊、邓先东、赵  红、赵  云、胡  斌、 

      朱  江 

（二）高级技师 

焊工：余伦科、罗  勇、张炳忠、沈跃伟、罗拥军、李建国、 

      沈家旭 

钳工：李文江 

三、中国水电七局高级技工学校（技师 17名、高级技师 5名） 

（一）技师 

汽车维修工：邵  岷、张德武、王占峰、李跃堂、张  伦、 

            王安祥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硕英勋、唐时兵、陈念清 

电工：舒洪文、刘  琦、袁  伟、辛凯川、黄  军、李东升、 

      黄中亮、赵永波 

（二）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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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金  勇 

电工：陈红伟、江开贵 

焊工：赵勤云 

钳工：罗卫东 

四、东方电机（技师 2 名、高级技师 1 名） 

（一）技师 

焊工：廖  辉 

铣工：刘  兵 

（二）高级技师 

铣工：温兴勇 

五、川大科技园职业技能鉴定所（技师 88 名） 

车工：李阳付、张永刚、黄国才、王德友、窦利军、车清强、 

      秦  山、郑  杰、张学双、王龙勇、张永顺、王小国、 

      缪庆元、杨春雨、李永谊、刘润明、苏  宣、倪高荣、 

      刘  聪、冉茂明、简  波、杨福志 

焊工：朱海军、张志剑、董存义、周  勇、蒋金龙、蹇乐斌、 

      郑兴红、郑全才、葛刚登、刘耀虎、张新龙、曾从建、 

      曹礼道、蒋世界、陈明、刘昌保、白祖德、席治军、 

      汪成勇 

电工：董顺配、陈年富、何虎均、马洪喜、代  军、唐  兵、 

      龚兴友、曾志平、邓龙胜、王继刚、杨政清、谭小林、 

      陈大斌、张飞雁、朱忠雨、嘉  勇、杜  红、申东东、 

      崔向宏、陈科能、刘天云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刘金蓉、李小芹、刘  敏、黄瑞萍、 

                    胡官燕、张昌渠、罗孔述、涂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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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峰、彭世兰、徐和平、刘翠珍、 

                    卿锡洪、舒涵堂、曹庭和、汤  建、 

                    刘先勇、胡  勇、卢开健、孙兴龙、 

                    孙广海、罗  勇、金  伟、袁明清、 

                    杨春友、胡  浩 

六、四川锅炉高级技工学校（高级技师38名） 

车工：吴先平、阙柱龙、杨  恒 

焊工：刘  彬 

钳工：陈  涛、石兴无、徐  波、范忠宇 

汽车维修工：刘卫强、辜孟宗、何  伟、向  勇、黄建勇、 

            赵文华、杨开毅、周文丰、叶  岚、樊清富、 

            张  成、李冰林、陈  骞、卢红军、周文才、 

            叶新富、文  超、沈跃富、廖  林、左连波、 

            李小康、张志全、胡  科、瞿世华、谭建军、 

            黄科源 

电工：吴贵涛、张大全、唐仕福、刘  波 

七、内江双鹰矿业集团公司（技师94名） 

焊工：陈  章、黄  建、田  华、李德其、陈学林、陈益明、 

      刘成明、王元修、唐新明、吴正付、周建平、杨  海、 

      邱国理、朱智洪、童忠辉、杨超贵、庞遵泽、李忠金、 

      蒋朝兵、陈  伟、钟  军、罗维权、陈国科、谢东明、 

      刘小彬、潘召德、李  彬、苏跃学、周光军、万华军、 

      李志书、王仁华、刘  勇、王方勇、陶先国、杜连德、 

      唐  果、冷翼萍、王东林、胡  余、王  侠、王洪昆、 

      柯庆九、刘学东、林  锋、曾之贵、余建武、刘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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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国良、周  碧、周六平、杨  刚、赵朝华、胡相林、 

      李德君、徐  洪、陈公能、李德富、付  勇、罗  建、 

      罗  俊、周仕建、杨小琴、王  继、杨明兴、兰  华、 

      李孝元、董利东、李泽彬、李  友、王  彬、陈德元、 

      王常高、陈友亮、龙元洪 

钳工：甘  强、刘  涛、周继友、陶先华、黄林强 

电工：肖国跃、严家友、王海平、谢东良、刘承鑫、熊胜平、 

      刘  勇、祝秀长、郭  平、崔学文、朱仁泽、刘廷海、 

      王友兵、叶  培 

八、四川博茗茶产业技能培训中心（技师39名、高级技师10名） 

（一）技师 

茶艺师：卜荣华、黎  敏、张  丽、张  佳、薛  佳、王文春、 

         黄晓菲、刘梦圆、文  蓉、梁  晨、曾  琪、郑连金、 

         李佳芳、田  胤、张秋梅、冯晓波 

评茶员：曾界晓、郭小曦、普明彦、全  桃、胡冬琼、刘培中、 

         谭正宇、唐  瑭、李林灿、刘仁河、袁小丽、胡九利、 

         蔡  斌、张家天、李得龙、虞诗琪、陈南霖、宋  伟、 

         贾红卫、李婷婷、陈思岐、李  琳、李静梅 

（二）高级技师 

茶艺师：孙瑜霞、邓晓梅 

评茶员：王  芹、何丽荣、赖  斌、殷红梅、文  琼、袁丽娟、 

         卫  国、薛  璐 

九、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技师26名，高级技师12名） 

（一）技师 

钳工：周天历、李小明、吴德志、张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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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工：夏忠永、宋文玖、郭  峰、许承柏、刘洪富、罗光平 

电工：赖  建、谯井才、蔡均林、张建友、林  波、邓东仁、 

      庞  彬、刘俗辉、凌成刚、娄方念、曹志勇、严明书、 

      徐  明、庞英勇、樊晓鸣、潘诗奎 

（二）高级技师 

钳工：郭建宇、刘  强 

焊工：熊志坚、曾凡强、李永峰 

电工：陈  燕、张  全、胡  伟、苟俊华、邓必超、胡  江、 

      胡光武 

十、隆昌山川精密焊管有限责任公司（技师201名） 

车工：张  辉、曾兴勇、邓学会、张  伟、谢国强、易  军、 

      李维林、刘德胜、王成林、奉关涛、郭逢玉、巫绍玉、 

      胡德刚、刘  春、邱光润、郑  伟、陈  良、何玉芬、 

      唐开秀、刘  军、陈志刚、李  平、曾文彬、林保文、 

      谭  平、黄荣培、梁  勇、邱  江、魏大坤、陈金淑、 

      王达成、陈  祥、吴  宏、郑  权、杨  林 

电工：刁儒彬、邓宏飞、程  杰、钟平颖、黄  东、王  生、 

      陈让平、李  健、冯  健、肖  勇、张  伟、关剑波、 

      张建华、陈向东、李  康、陶  洪、孙  平、肖伯鹏、 

      罗  飞、黄道华 

焊工：李伯南、刘  震、徐  凯、郭怀全、吴小松、郭中奎、 

      曾学芬、钟  斌、刘江颖、张  俊、邓和全、曾世华、 

      张礼君、陈远奎、宋  斌、巫盛珍、钟  涛、牛亚杰、 

      陈  林、邓国操、曾道平、曾  毅、文兴海、吴  洪、 

      肖仁刚、郑英里、李生渝、陈正文、肖渝平、陈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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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孟良、苏  彬、郑  凯、张  毅、兰发明、王  彬、 

      黄  华、尹  鹏、陈  孝、邓道敏、林  梅、罗  斌、 

      郑  勇、何光彩、唐廷清、喻长昆、夏长荣、郑英富、 

      邓玉春、张  义、唐志坚、曾树英、李孝春、王川美、 

      刘  波、雷凤华、胡传友、陈  斌、吴太彬、李祖全、 

      彭文燕、翁邦霞、方显金、梁  勇、姜万龙、周英琼、 

      罗美川、钟  金、黄泽勇、黄义春、叶大春、陈  萍、 

      李林波、刘  彬、王兴云、张玉兰、李  杨、万  明 

钳工：李红波、关云春、张德录、苏  君、蒋  林、李  强、 

      陈  清、王晓林、廖  斌、王传文、谢国辉、白华友、 

      谢  兵、钟星学、张  伟、蒋志民、钟兴强、罗召全、 

      文  建、贾永富、陈  波、夏世俊、宋建权、钟道兴、 

      束立新、谢清春、梁虎杨、曾登玉、马旭光、王成彬、 

      罗  军、吴胜强、杨焕红、罗香容、钱  瑛、代利琴、 

      刘国秀、刘渊容、刘德群、李开松、练  敏、谭永德、 

      杨  惠、余自伟、李德全、邱仁松、袁优兴、郭太刚、 

      郑良军、曾  毅、黄映明、余贵英、赵  波、范嗣亮、 

      杨  隆、夏显忠、廖觉川、兰长容、薛广辉、张  杰、 

      谢  建、叶兆友、胡晓霞、刘渊坤、陈  昆、宋植华、 

      林  勇、刘凡奎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