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矿冶学院赛点成绩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市州 所在学校 赛项名称 项目类别 指导老师姓名 比赛成绩 

1 肖发杰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魏小燕 61.0  

2 罗翼飞 天水市 天水市职业技术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任晓霞 62.0  

3 胡沂博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王云柏 57.5  

4 颉丽军 定西市 渭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张跃明 30.0  

5 李春亚 定西市 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田高龙 44.0  

6 段凯龙 定西市 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牛腾 52.0  

7 杜汶翰 平凉市 华亭县职业教育中心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苟方昉 80.0  

8 陈文兵 平凉市 华亭县职业教育中心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苟方昉 56.5  

9 沙广龙 平凉市 平凉信息工程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高建立 59.0  

10 秦亚飞 平凉市 平凉信息工程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高建立 33.0  

11 尹亚峰 平凉市 平凉机电工程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雷红军 53.0  

12 尚文礼 平凉市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刘国祥 84.0  

13 马晓凯 平凉市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刘国祥 73.0  

14 刘玄涛 平凉市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刘国祥 65.5  

15 李世周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汪精辉 59.0  

16 周博成 庆阳市 西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左亚军 55.0  

17 秦乐乐 庆阳市 西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脱小龙 64.0  

18 张宏财 张掖市 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豆兴科 28.0  

19 李杰 张掖市 甘肃省临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姚世英 63.0  

20 李发鹏 武威市 武威市劳动服务技工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杨润年 0.0  

21 何振鑫 武威市 武威市劳动服务技工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杨润年 0.0  

22 李佳 武威市 武威市劳动服务技工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杨润年 0.0  



23 任斌 武威市 武威市劳动服务技工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杨润年 0.0  

24 黄正超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周鹏庆 45.5  

25 王旭辉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周鹏庆 42.0  

26 李桐 白银市 白银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张东强 63.0  

27 王润龙 白银市 白银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张占平 79.0  

28 白文磊 白银市 靖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路凌杰 74.0  

29 李培彦 酒泉市 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个人赛 白金会 55.0  

30 李鑫业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李栋梁 14 

31 程炳豪 嘉峪关市 甘肃省冶金高级技术学院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李宝成 8.9 

32 周鹏飞 天水市 天水农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王世勋 45.5 

33 张力 天水市 天水农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白如玮 39.6 

34 高强 天水市 天水农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王世勋 23.6 

35 张少斌 天水市 甘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谢利华 26.8 

36 吴旭亮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梁根德 50.2 

37 逯浩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姚小峰 33.8 

38 邵林宇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梁根德 46.1 

39 陈文杰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姚小峰 44.4 

40 王丹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姚小峰 41.1 

41 李文强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姚小峰 49.2 

42 王树鹏 定西市 渭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杨文军 36.9 

43 马喜龙 定西市 渭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杨文军 45.4 

44 柳创进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李双雄 41.6 

45 王治浩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李双雄 55.9 

46 韩辉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李双雄 23.8 



47 马仓珠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李双雄 48.2 

48 段宝余 平凉市 平凉机电工程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宋亮 35.4 

49 胡文博 平凉市 平凉机电工程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宋亮 40.5 

50 姚思科 平凉市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韩学森 26.3 

51 单鹏飞 平凉市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韩学森 34.4 

52 贾利增 庆阳市 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米晓伟 44 

53 刘全兴 庆阳市 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李彦明 30.2 

54 雷杰 庆阳市 西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黎常荣 35.5 

55 田煜佳 庆阳市 西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冯志宏 37.7 

56 魏治强 庆阳市 镇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王斌 25.7 

57 曹兴佳 张掖市 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陈万金 39.6 

58 杨建祺 张掖市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邓泽 22.5 

59 李巍 张掖市 甘肃省临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姚利斌 34.5 

60 杜升杰 张掖市 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张浩功 30.5 

61 石宝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师范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刘鹏德 11.5 

62 杨佶儒 白银市 甘肃省景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陈金龙 41.1 

63 彭建琨 白银市 甘肃省景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陈金龙 50.4 

64 王彪 省直属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黄红兰 32.4 

65 张家翔 省直属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黄红兰 27.7 

66 王连鑫 省直属 兰州装备制造技师学院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朱亚娜 14.7 

67 曹斌玺 酒泉市 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代生忠 48.1 

68 刘新伟 酒泉市 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龚超 48.2 

69 王麒 酒泉市 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杜金全 46.4 

70 王海阳 酒泉市 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陶祝伦 50.1 

71 曾宏 白银市 甘肃有色金属技师学院 车加工技术  个人赛 年得君 20.9 

72 张彤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赵兵涛 21.00  



73 王静翔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赵兵涛 70.50  

74 朱杰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乔智 26.00  

75 张建英 嘉峪关市 甘肃省冶金高级技术学院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郝清立 0.00  

76 宋浩 天水市 天水农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张久顺 86.25  

77 刘晓文 天水市 天水市麦积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霍好曾 16.00  

78 惠新克 天水市 天水市麦积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赵彦民 15.00  

79 袁立 天水市 甘肃装备制造业技师学院 普通钳工 个人赛 王文海 0.00  

80 李晓凯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杨永东 84.75  

81 任虹毓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赵家全 54.00  

82 杨奇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杨永东 73.50  

83 康旭帆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赵家全 66.75  

84 黄浩飞 定西市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潘彦江 79.50  

85 李雨乐 定西市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潘彦江 72.00  

86 贾俊新 定西市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潘彦江 46.75  

87 崔元元 定西市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潘彦江 34.00  

88 郭兵兵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陈林 76.00  

89 柳亮亮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张晓勇 81.50  

90 刘亚鹏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陈林 81.75  

91 雷浩浩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张晓勇 85.00  

92 邵景科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张晓勇 68.75  

93 李晨阳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陈林 66.75  

94 刘斌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张晓勇 68.78  

95 高顺顺 平凉市 平凉机电工程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李鸿达 82.75  

96 唐欢龙 庆阳市 宁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常国义 67.50  

97 郭盼龙 庆阳市 宁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常国义 85.50  

98 苟维兴 庆阳市 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齐碧辉 53.25  



99 董浩 庆阳市 

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文源 70.75  

100 张岳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贾宝龙 75.25  

101 李智国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贾宝龙 69.75  

102 魏玉泽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贾宝龙 63.50  

103 胡凯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李会刚 46.50  

104 姚天睿 张掖市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王银 56.00  

105 土志哲 张掖市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王银 64.25  

106 黄柬皓 张掖市 甘肃省临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赵伟 53.75  

107 曹志宇 张掖市 甘肃省高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陈会章 72.50  

108 赵立科 武威市 民勤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杨桂敏 16.00  

109 严一杰 武威市 甘肃省武威师范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赵忠玉 29.75  

110 刘宜鑫 白银市 甘肃省景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李有善 71.25  

111 郑立乾 省直属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陈团 40.00  

112 王龙 省直属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陈团 44.50  

113 吕久鹏 省直属 兰州装备制造技师学院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杨杰 36.50  

114 黄琦 省直属 甘肃省煤炭工业技工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柴俊强 86.25  

115 王永全 省直属 甘肃省煤炭工业技工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柴俊强 36.00  

116 滕金海 省直属 甘肃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丁香君 68.50  

117 汪雷 酒泉市 瓜州冶金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何发宝 74.00  

118 赵锴 酒泉市 酒泉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茹作明 72.00  

119 王子鹏 酒泉市 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李超 66.25  

120 张世聪 金昌市 永昌县职业中学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杜鹏元 81.50  

121 李佳祥 金昌市 金昌技师学院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杨培涛 75.75  

122 梁浩 金昌市 金昌技师学院 普通钳工 个人赛 杨培涛 89.50  

123 李彦宏 白银市 甘肃有色金属技师学院 普通钳工 个人赛 高永祥 13.00  



124 李鸿瑞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王庆凯 37 

125 马琦琦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王庆凯 32 

126 陈磊 嘉峪关市 甘肃省冶金高级技术学院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顾宗林 41 

127 陈康 天水市 天水市麦积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李晓刚 32 

128 董博超 天水市 甘肃装备制造业技师学院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谢恩明 0 

129 寇鹏军 天水市 甘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谢利华 45 

130 陈浩浩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胡万顺 65 

131 牛强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高永祥 73 

132 姬丽娜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王燎原 53 

133 胡亚飞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王东峰 63 

134 杨治伟 定西市 临洮县职业技术中学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边宏海 7 

135 王建强 定西市 临洮县职业技术中学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边宏海 9 

136 柳杰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张爱民 65 

137 李成城 平凉市 平凉工程技术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张爱民 51 

138 王淑妍 平凉市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陈超 55 

139 王馨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徐栗萍 61 

140 王永升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徐栗萍 58 

141 李文平 庆阳市 甘肃省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李会刚 55 

142 宋平 张掖市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韩芳 70 

143 向增祥 张掖市 甘肃省临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姚利斌 49 

144 盛成瑞 张掖市 甘肃省高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周学浩 59 

145 姚斌 白银市 会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牛克敏 30 

146 侯治兴 白银市 甘肃省景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陈贤亮 26 

147 马文明 白银市 甘肃省景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陈贤亮 57 

148 魏永盛 省直属 甘肃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张开金 62 

149 付泽德 酒泉市 酒泉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单文杰 75 



150 铁玉鑫 酒泉市 酒泉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盛学勤 73 

151 纪晓超 金昌市 永昌县职业中学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李永生 62 

152 王生琦 白银市 甘肃有色金属技师学院 装配钳工技术   个人赛 魏鹏 54 

153 

张进轩、赵孝齐、贺

琛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柳博、刘玮 28.4  

156 

吴淼、刘汉明、吴盼

盼 兰州市 兰州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刘玮、柳博 17.8  

159 

张文博、王成磊、陈

伟强 天水市 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张文玺、何燕 0  

162 

王小强、文璐璐、韩

珍贵 定西市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伍青春、马智敏 25.9  

165 

朱文杰、兰江伟、曹

凯华 平凉市 平凉信息工程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刘文平、刘会朋 51.0  

168 党斌科、赵军、周阳 平凉市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姜小勇、闫春景 54.8  

171 

张国龙、贾正阳、刘

岩 庆阳市 西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李本旗、韩斌 0  

174 

祁雅雄、孙远、闫建

强 庆阳市 镇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薛媛、李能龙 30.9  

177 

胥翔、武皓儒、赵敏

强 省直属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祁百学、王明 37.1  

180 

兰龙、李万堃、张绍

祥 白银市 甘肃有色金属技师学院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赛 郭庭书、王荣华 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