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川人社函〔2018〕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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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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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强等

1121 人考评合格，现予以公布。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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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合格名单 

（2018 年第 7批） 

 

一、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技师 85 名） 

钳工：张发强、杨建春、余小琴、白  英、张建明、缪继林、

钟  涛、刘天国、万  瑛、代洪林、白海峡、胡学军、

陈长兵、唐丛义、廖家兴、袁仕田、杜德红、苏玉杰、

贺足明、张忠彬、陈  康、谢家川、彭  涛、陈红君、

林  燕、杨  梅、兰  雁、胡本光、何金花、谢刚成、

邹洪平、谭章群、蒋晓聪、钟雪梅、蒋  红、蒋海霞、

冯小江、冯德斌、李  明、段守军、向永红、敖文祥 

车工：陈翠英、吴勇发、何青春、陈近友、袁菊芳、马  娟、

陈世国、游小红、梁小燕、姚登芳、吴  容、张贵新、

李  玲、辜良英、于少云、康  彪、黄常坤、王  京、

徐  军、彭  敏、林  洪、陈祥立、李武祥、黄可能、

廖琼华、罗  杰、杨  庆、付玉林、吴贤凯、魏忠玉、

彭振华、高  勇、李  超、胡少强、宋  勇、杨贵彬、

刘  宇、刘开蓉、何学荣、罗  艳、谭  军、郭燕清、

杨宽伟 

二、四川邦立重机有限责任公司（技师 29 名、高级技师 2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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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师 

车工：齐延龙 

电工：胡  波、纪鲁川 

焊工：何吉祥、李  庆、陈修贵、陈  棠、何维东 

钳工：罗文杰、韩  力、郑高林、周福川、高鸿俊、何胤初、

巫冀平、王  斌、丁维林、韩  钊、张远辉、陈俊华、

王  强、赵文军、王继胜、杨  刚、唐绪刚、梁仁礼、

薛兴起、张彦廷 

铣工：陈  刚 

（二）高级技师 

车工：徐芳瑞 

电工：朱  伟、俞建国、杨建明 

焊工：牛树森、刘宏伟、颜成贵、车成君 

钳工：周  勇、王新华、喻全忠、孙建华、程  伟、孙鹏举、

张建波、王俊琦、谭玉刚、陈志峰、李昌兵、田  海、

张兴利、于  浚 

铣工：赵希良、梁仁斌、辜艳丹 

三、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技师 30 名、高级技师 12 名） 

（一）技师 

茶艺师：晋  泊、王  佳、车  萍、王  婷、邬长梅、虞  军、

王定燕、牟明霞、赵  晶 

评茶员：卜荣华、曾前英、杨  怡、王  彦、杨小玮、王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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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祥、李  梅、李小玲、李佳芳、唐坤润、陈  渊、

梁真祥、袁杨寒梦、陈  延、于丽玲、郑循和、何冬梅、

李元元、周  春、邓  鹏 

（二）高级技师 

评茶员：李笃新、薛  佳、蒋  丹、黄晓菲、汪艳霞、徐小明 

茶艺师：李枳萱、张  丹、牛义贵、张凡安、全  桃、张莉萍 

四、四川广旺集团公司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川-138 所）（技

师 24 名、高级技师 15 名） 

（一）技师 

焊工：杨  凯、黄成春、李智勇、许  辉、谭乃银、何继荣、

巫  江 

电工：郭  勇、赵  跃、王  华、王  强、钟常鸣、李  阳 

车工：严  庆、苏天奇、李  飞 

钳工：张晓虎、何开明、马  俊、莫泗春、但  强、潘双生、

孔燕军、袁先和 

（二）高级技师 

焊工：张志军、王  灿 

电工：梁觉刚、夏光生、韩保清、彭方洪、胡正清、冯鑫林、

吴勇全、魏祥勇、曾青松、王  劲、杨  辉 

钳工：范  文、母  军 

五、四川威玻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技师 78 名） 

焊工：韩维勇、何晓平、范  勇、李昭奎、夏  超、李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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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胡峰荣、李  彬、刘  军、胡  建、罗文玉、刘祥文、

陈小林、古  勇、彭魏明、蒲洪峰、李  强、伍邦跃、

宋  晏、宋  平、陈  军、周  建、黄雨春、银  桃、

钟其书、余崇万、钟云建、雷茂华、祝万军、蔡  勇、

吴红超、陈  红、王晓丽、余述成、蓝  平、黄建华、

程明国、丁  丽、李  慧、曾  莉、吴险峰、曾全胜、

徐德红、程明全、李  杰、魏  平、钟家群、段世英、

黄晓杰、游永先、刘俊英、马宗飞、刘建成、王玉兰、

殷春燕、侯仁树、潘红梅 

铸造工：陈美亮、袁良茂、王小芳、邹世清、潘  刚、龚从华、 

袁理恒、陈银江 

钳工：刘  威、唐尧勇、王从高、彭著开、林火生、康  俊、

张  敏、董  伟、周付林、陈木祥、钟  斌、周世华、

吴  勇 

六、威远县特能运业有限公司（技师 32 名） 

汽车维修工：叶  华、罗丽华、朱祥金、聂  刚、倪林斌、

陈孔生、朱祥斌、付正良、王  强、朱德辉、

余真良、倪先贵、王水晶、朱晓英、张  伟、

万弟彬、陈树明、夏俊英、熊  伟、李  刚、

董  超、蔡  珊、陈  俊、陈妍静、周德全、

陈  波、钟祖才、范瑞典、李刚箭、李国付、

张云贵、钟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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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川能投汇成培训管理有限公司（川-083所）（技师207名） 

焊工：方战胜、王  泉、段后伦、胡成全、裴渠飞、罗廷友、

覃  勇、张文强、李  涛、程坤发、张德文、席元忠、

刘  勇、周德华、陈开清、荣  橹、张建民、郑远贵、

杨长伟、高亨旭、张学良、刘德学、陈华章、谈  勇、

王  军、田  勇、陈华钢、赵建华、李方斌、何  明、

刘长坤、吴  勇、王  进 

电工：李玉瑛、邓  莉、聂彦东、余  璟、王孝润、张  力、

张利均、李  毅、彭  勇、罗卫东、易  芳、宋利芳、

张红梅、何明秀、王玉香、岳  利、雷云健、徐林元、

付载光、蒙建平、杨  兵、李仁毅、付知军、张  涛、

谢  勇、王安明、郑开华、陈冠荣、李  杰、朱永元、

叶久福、张  良、廖元明、向  阳、郑天贵、王  涛、

李功政、宁顺根、谯建龙、魏  颖、余  武、刘春明、

周道俊、杨  文、唐  军、陈兰芬、辛学兰、易小涛、

雷向荣、江玉生、宋连荣、杨成林、袁  强、陈善文、

杨建兴、叶  强 

车工：李国良、陈传会、李成芬、石建涛、张宏平、熊  伟、

陈  旺、张小树、张宗健、裴从明、成太华、林玉冲、

罗俊英、黄世英、张元康、李小君、卢  新、毛洪军、

喻红兵、胡成斌、李  江、郑明江、魏庆江、张雪峰、

张国文、陈华超、金为刚、徐光洪、彭洪伟、郑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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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刚、雷  东、何  剑、王小敏、沈  雷 

钳工：林  岩、郑开华、杨  根、郑远蓉、王  鑫、卿烈军、

陶明军、袁敏波、张  锴、杨  建、陈润林、杨建华、

解朝碧、何秀琴、文  瑜、梅世勇、秦  勇、魏后亮、

王  刚、陈  红、余国兰、王永全、郑  军、胡成明、

赵美容、陈子光、胡  泊、梁  会、张大勇、杨晓红、

马定金、周俊华、贾俊英、邓叔琼、闵碧辉、刘凤红、

郑  琼、邓廷元、黄  敬、张  宁、张明琪、张小林、

周  丹、李小敏、邓建英、刘东合、杨  兵、刘  立、

李腊会、王红英、文中全、余海军、张佳鑫、杨中文、

杨  莲、周  庆、徐广杰、王  娟、官廷文、刘  鑫、

邓  黎、郑  波、李建芳、杨红英、高富钢、黄  琴、

易晓康、彭水全、李秀梅、张亚彬、彭小华、何小英、

吴轩会、李  华、张玉勤、冯毅军、彭家彬、汪  丽、

陈莉琼、安卫洪、陈建芬、包凤君、王成春 

八、四川水利水电技师学院（川-059 所）（技师 97 名、高

级技师 12 名） 

（一）技师 

电工：尹开富、刘远学、白永青、邵元明、郝文凯、闵  诚、

张宏文、周同晓、边鸿文、郭金会、陈炳贵、赵永良、

张凤祥、成彩花、肖柏清、陈定娣、赵  力、安永斌、

张德文、袁  波、王明军、罗盛裕、曾  宇、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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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勇、孙贵成、郭  彦、陶  容、陶明亮、伏  勇、

罗  君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刘  平、万  强、万  强、张兴刚、

杨少喜、吴  勇、赵显波、鄢小欢、

卓  猛、乔  强、赵广宽、刘彦几 

焊工：王梅珍、马  涛、向  阳、李  强、王小兵、陈  渝、

芦王鹏、岳建国、杜正勤、蹇继华 

钳工：任  彤 

汽车维修工：陈  卫、高建军、高万宝、林  强、郭峰峰、

董钇良、王  娅、鲁  卫、鲁  陵、潘克建、

蔡元俊、罗建平、丁  锐、胡经怀、张晓伟、

张丰顺、李  寗洪、巨令文、卢华忠、   敏、

余正林、胡  明、马大清、阎志生、李  斌、

费宝平、王正胜、魏洪明、文  健、陈  青、

谭华伟、鲍庆元、顾思文、刘家林、杨明海、

陈云青、文  利、周志清、付建峡、李富涛、

刘  健、雷  洪、王国林 

（二）高级技师 

焊工：孙开华、伍仕君、田  琦 

钳工：姚立新、黄  平、何  蓉 

汽车维修工：冯军峡 

电工：叶高勇、徐润邦、邱俊勇、罗明清、邓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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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川兴明泰机械有限公司（技师 34 名） 

钳工： 啟李胜兵、杨 勋、刘  利、钟秋华、李明勇、唐永富、

曾淑英、冯大国、杨  华、杨云辉、钟义泉、曾玉容、

吴小荣、钟卫守、钟俊良、王纯孟、李东先、邱淑萍、

吴  平、罗阳秀、黄泽秀、杨国慧、张碧全、王春花、

刘桂芝、何茂玉、廖冬昌、李应花、童万群、范方旭、

章  卫、封生明、罗  勇、曾令巧 

十、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师344名、高级技师50名） 

（一）技师 

车工：蒋  勇、王斌方、刘  帅 

磨工：易  平 

焊工：李  诚、李  果、郑桂蓉、张小平、张小林、杨  伟、

谢华蓉、汪会蓉、唐  军、佘宗叔、刘长祥、刘燕梅、

刘代举、林荣琼、兰天艳、甘崇东 

钳工：杨通健、何  毅、陈  云、龚文斌、杨成刚、赵  宇、

张祥东、陈  兵、陈在德、江德洋、熊兴容 

电工：陈仕军、朱志花、朱曼秋、朱鸿兵、周  强、郑  云、

赵艳霞、赵先俊、张  蕾、张吉术、曾丽萍、袁志秀、

余  斌、尤顺鹏、殷文华、杨仕蓉、杨利琼、颜  昕、

徐  敏、胥林艳、谢  艳、王正英、王晓艳、王  冉、

王芹芬、王军军、王菊英、王洪明、王国峰、王德红、

王长珍、汪  霞、汪良才、唐  艳、唐雄伟、唐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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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会、唐  峻、谭  雪、谭邦斌、税雪梅、石礼波、

尚清兰、任俊林、冉方涛、蒲丽彬、蒲华春、彭小玉、

庞  蓉、潘相英、欧海华、聂宗林、穆虹旭、米  勇、

毛  蓉、马国兵、罗  芳、罗冬梅、吕小梅、陆仁超、

刘忠军、刘  莹、刘秀清、刘薇薇、刘世虎、刘蓉辉、

刘建英、刘  红、刘海军、刘  刚、林  勇、廖仕卿、

梁  莹、梁少军、梁明容、梁邦勇、李子诺、李勇军、

李永碧、李其秀、李蒙艳、李  丽、李杰超、李海燕、

李  钢、李  波、李碧明、赖建兵、寇朝辉、焦春蓉、

姜  敏、姜积梅、简  润、贾  刚、贾登凤、季文勇、

惠庆凤、黄  超、胡  容、胡金华、衡  娟、贺  英、

何  勇、何  英、何小芳、何文勇、何  敏、何军容、

何  丹、韩  林、郭俊荣、葛  春、高孝书、冯其勇、

范文华、范红霞、范春兰、段宏志、董晓丽、董  霞、

丁洪兵、邓原春、邓  茜、邓利华、邓家云、邓海燕、

代继林、程  志、陈永芳、陈晓英、陈  伟、陈万美、

陈万芳、陈大兵、常仕勇、蔡显平、蔡  蓉、蔡建华、

包小燕、白艳琼、安春林、祝艳红、朱贤勇、周  渝、

周文武、周  滕、钟世洪、郑小芳、赵秀容、赵晓波、

赵湘强、赵建祥、张玉海、张  艳、张晓荣、张  荣、

张  平、张  建、张家茂、张凤萍、张得秀、张  春、

张崇简、袁艺方、袁晓梅、袁光惠、庾冬梅、余孝臣、



 

 —11—

尹义仁、尹  刚、叶兴友、杨玉华、杨永红、杨晓军、

杨巧玲、杨  娟、杨红梅、杨国清、杨贵军、杨昌建、

颜正木、许小玲、徐  徐、谢  林、夏  玉、伍  莉、

吴永亮、吴雪梅、吴海燕、文  萍、文丕彬、魏元军、

魏玉娟、魏小敏、魏立明、魏发国、魏成兰、王祥武、

王水平、王瑞珍、王俊华、涂  军、田  峥、唐雪利、

谭  艳、覃国勇、宋建春、宋海军、任  勇、饶  静、

冉  强、秦建蓉、彭雪梅、彭晓红、彭小兰、孟开广、

马  俊、刘  勇、刘  英、刘旭君、刘晓娟、刘  群、

刘  俊、刘  军、刘光辉、刘成刚、廖兰容、梁丽群、

李银河、李夏红、李  婷、李隆慧、李立新、李建龙、

李  飞、李道强、玖  红、靳  芳、蒋亚萍、蹇绍坤、

季  伟、惠军胜、黄  熊、黄迪凤、胡永清、何兆斌、

何建平、郭  洪、勾成灿、方  波、范章荣、戴莉玲、

陈  卓、陈生茂、曾胜平 

模具工：谢光亮 

冲压工：谢小强、贾宗远、江  波、林明奎、沈明洲、邹献林 

电切削工：张绍勇 

汽车维修工：赵  铭、周大平、钟志强、赵富强、张  军、

殷  浩、叶建良、杨松涛、熊仪勇、谢继元、

刘  潇、吕登军、刘  丹、李  兵、姜  焱、

贾仲明、代先虎、郭正永、唐光兴、王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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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国、魏  斌、周友平、张学强、谢  辉、

肖  三、王  强、田晓军、谭吉富、毛  卫、

罗  响、罗德海、李  良、李斌伍、贺  兵、

何  青、何其军、冯春林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张锡才、余研东、杨俊波、王  鑫、 

牟秀丰、柳柱茂、李顺兵、李道坤、 

郭太伟、陈运凯、陈远见、曹庆丰 

（二）高级技师 

车工：李仲华、李晓敏、任银广 

铣工：郭  伟 

钳工：杜  勇、杜义明、李  斌、华文德、何顺海、邢  广、

向孝勇、宋大飞、马  勇、于  婷、聂宏君 

电工：赵玉叶、赵  兵、张文全、杨  林、熊代锋、吴官伦、

王成全、童从贵、唐万军、谭大军、欧治强、毛红刚、

龙运勇、郭  剑、李长春、雷淑先、何  波、曹永兴、

白国强、艾  军、徐  鹏、王晓明、苏大清、沈  侨、

刘继涛、梁邦冬、李冬林、胡  凯、林  彬、冯德瑜、

陈强华 

焊工：刘德恒、陈治钢、陈友军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徐安檀 

十一、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技师 3名） 

焊工：陈海军、李小兵 

电工：徐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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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技师 5名、高级技

师 7 名） 

（一）技师 

车工：白  林、吴秀祥、张  乐 

电切削工：杨  玲、张小玲 

（二）高级技师 

车工：杨  勇、王落平 

铣工：李  伟、雷  科、张  伟 

磨工：桂  刚  

钳工：孔令峰 

十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川-023）（技

师 20 名、高级技师 12 名） 

（一）技师 

电工：孙小敏、林小飞 

钳工：曾  强、欧加伍 

焊工：李朝超、袁智渊、钟  文、杨  勇、李中华、李  俊、

唐  波 

锻造工：许  建、夏  超 

车工：丁洪刚、熊远举、张  余、杨  松、刘晓丹 

汽车维修工：李才生、王  伟 

（二）高级技师 

电工：柳成军、周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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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王  震 

焊工：陈劲松、易  攀、张  兵、陈小军、刘  清 

车工：李  辉、陈  立 

磨工：余  铁  

汽车维修工：陈晓东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