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南省 

 “神火杯”职业技能竞赛的表彰决定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南省“神火杯”职业

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豫色协字〔2017〕第 26号）的文件要求，由有

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和河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协会联合主

办，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南省

“神火杯”职业技能竞赛已顺利结束。经裁判组认真执裁，竞赛办公室

统计核对，竞赛组委会确认，按有关文件规定，现对有关单位及选手予

以表彰，具体内容见附件。 

 

附件： 

1.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南省“神火杯”职业技能竞赛团体

奖获奖名单 

2.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南省“神火杯”职业技能竞赛个人

奖获奖名单 

 

                                    2017年 10月 13日 



附件 1： 

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南省“神火杯” 
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奖获奖名单 

铝电解工： 

第一名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二名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名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焊工： 

第一名  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名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名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整工： 

第一名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名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三名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阳极组装工： 

第一名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二名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第三名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铸轧工： 

第一名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二名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名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 

优秀组织奖：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 2： 

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南省“神火杯” 
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奖获奖名单 

    一、荣誉奖励 

铝电解工： 

第一名  任明启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二名  李新飞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名  曾  军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焊工： 

第一名  董功晓 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名  张建伟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整工： 

第一名  司醒亚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名  吕延军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七名同志按程序报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由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授予“有色金属行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阳极组装工： 

第一名  张洪展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二名  张中伟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第三名  周建彬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铸轧工： 

第一名  魏东伟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二名  吴朝红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 

第三名  张  新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六名同志按程序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河南

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以上五个职业（工种）其他所有决赛参赛选手由河南省有色金属行



业协会颁发“优秀选手”证书。 

二、个人名次及晋升职业资格奖励 

铝电解工： 

第一名  任明启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二名  李新飞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名  曾  军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第四名  陈长凯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选手，且

该竞赛职业具有高级技师等级的可申报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第五名  王敬波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名  安志伟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名  娄  恒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名  黄  翼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名  邢会刚 陕县恒康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名  武桂河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请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可

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焊工： 

第一名  董功晓 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名  张建伟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名  张保国 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选手，且

该竞赛职业具有高级技师等级的可申报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第四名  金明辉 伊电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第五名  曹万里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名  翟成龙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请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可

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精整工： 

第一名  司醒亚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名  吕延军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名  李海瑞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选手，且

该竞赛职业具有高级技师等级的可申报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第四名  豆  杰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五名  李祚鹏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名  刘尚汶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请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可

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阳极组装工： 

第一名  张洪展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二名  张中伟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第三名  周建彬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第四名  王少华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五名  崔华廷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六名  刘杰华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七名  张  建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名  刘  欣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九名  王雷雷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名  鲁  超 河南神火铝业电力公司 

第十一名  郭需要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二名  朱银超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三名  于红星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四名  李松伟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五名  刘绪伟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请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不

再申报。 

铸轧工： 

第一名  魏东伟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二名  吴朝红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 

第三名  张  新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第四名  王彦军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五名  杜旭营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六名  孙皖皖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七名  张  雷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第八名  王海森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九名  高会省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名  吴  丹 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一名  雷江波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二名  范亚强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三名  高建辉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四名  吴相峰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 

第十五名  朱笑飞 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 

以上人员可申请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不

再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