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人社函 〔2022〕 22号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公布第一批平顶山市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机构备案技术评估专家名单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

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

为加快推进全市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备案工作,市人社

局对全市本 (专 )科院校、职业院校、科院院所、企事业单位、

行业协会等机构推荐的技能人才培训评价专家进行了筛选、培

训。经市人社局研究决定,确定了第一批 304名 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机构备案技术评估专家,现将专家名单予以公布,技术评

估专家实行动态更新管理,全市共享使用。

附件:平顶山市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各案技术评估专家

名单 (第 一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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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平顶山市职业技能等级讠W介机构备:刻|加帕:刑古专家名单
(第ˉ批 )

所在县区工作单位 从革专业序号 姓名

钳工、普车 汝州市张党国 汝州技师学院

汝州市机电一体化
0
乙 宋平伟 汝州技师学院

机械加工 汝州市张少敏 汝州技师学院Q
U

汝州市电工∠

‘ 白军帅 汝州技师学院

数控、钳工 汝州市李瑞姣 汝州技师学院R
u

钳工 汝州市冖
0 宫守卫 汝州技师学院

汝州市机械、汽修刘怀超 汝州技师学院,
J

汝州市
计算机、电子

商务
唐雪强 汝州技师学院Q

0

汝州市计算机毕晓恒
Q
ˇ

电工 汝州市汝州技师学院10 周晓辉

汝州市汽修汝州技师学院11 刘孟孟

汝州市陶瓷魏胜琴 汝州技师学院12

汝州市陶瓷汝州技师学院13 朱宇华

汝州市种植业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14 高俊峰

汝州市美术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15 丁冠强

汝州市美术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16

汝州市畜牧兽医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殷丰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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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亭专业 所在县区

18 王志标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加工制造 汝州市

19 孟玉学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汝州市

20 杨为敏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汝州市

21 王 颖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专业 汝州市

22 刘惠萍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农、林 汝州市

23 魏西华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汝州市

24 邵青珍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设备转

接
汝州市

25 陈丰国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汝州市

26 降浩林 汝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汝州市

27 于 莉
汝州市家家靓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
家政服务员 汝州市

28 高群安 汝州市瑞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电工 汝州市

29 张凤霞 汝州市老城商贸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采

购
汝州市

30 郭利萍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农学 舞钢市

31 朱改芝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农学 舞钢市

32 周 璞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兽 医 舞钢市

33 徐进玉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土壤肥料 舞钢市

34 王合生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农学 舞钢市

35 韩洪海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农学 舞钢市

36 口 ·̄ 翊
口 i≡

I·tE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农学 舞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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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专业 所在县区序号 姓名

舞钢市兽 医37 李凤丽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舞钢市兽 医38 蔡芬奇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舞钢市农学39 南 华 舞钢市农业农村局

舞钢市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起重装卸40 郭宏耀

舞钢市起重装卸41 李智卿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气体深冷分

离
舞钢市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42 刘文明

电工 舞钢市43 刘 杰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舞钢市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44 罗国念

舞钢市钳工45 孙建成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钳工 舞钢市46 邓春燕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舞钢市无损检测员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周俊凯

化学检验员 舞钢市陈淑云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48

化学检验员郭 旗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49

宝丰县道路桥梁杨永涛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50

宝丰县道路桥梁周铁头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51

宝丰县道路桥梁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杨新增52

宝丰县道路桥梁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姚改丽53

宝丰县锅炉水暖工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张建兴54

宝丰县
汽车驾驶维

修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牛英杰5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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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所在县区

56 王要辉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汽车驾驶 宝丰县

57 张素娜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收银审核 宝丰县

58 王 丰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收银审核 宝丰县

59 张清坡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电工 宝丰县

柴红涛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汽车驾驶 宝丰县

61 周天义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刘艳奎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63 陶跃林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64 杜明钦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65 郭延军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66 王 伟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67 陶向丽 公路养护 宝丰县

徐巧枝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69 李英杰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70 马继超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筑路机械修

理
宝丰县

71 陈延涛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72 马宜浩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73 刘国奇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74 胡 军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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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单位 从△专业 所在县区

75 李玉霞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收银审核员 宝丰县

姚梅锋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收银审核员 宝丰县

张亚慧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78 何军辉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公路养护 宝丰县

79 全姗姗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80 岳超辉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81 张真权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82 李世霞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张少敏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84 李俊杰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85 李晓鹏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道路与桥梁 宝丰县

王晓宁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齐大奇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88 杨彩艳 宝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交通 宝丰县

89 邢俊彩 京宝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质化验 宝丰县

90 袁玉江 宝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 宝丰县

91 卢凤莉 宝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 宝丰县

92 吕忠泉 宝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 宝丰县

93 赵文恺 宝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 煤化工 宝丰县

94 樊俊雅 宝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 煤质化验工 宝丰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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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所在县区

95 柴 涵 宝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 蒸馏工 宝丰县

96 卢振营 宝丰酒业有限公司 微生物培菌 宝丰县

97 胡泽林 宝丰酒业有限公司 发酵蒸馏 宝丰县

杨红丽 宝丰酒业有限公司 白酒配酒 宝丰县

99 李文迪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公司 机械制造 宝丰县

100 马洪涛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公司 机械制造 宝丰县

1~ 0 1 徐云辉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公司 机械制造 宝丰县

102 陈超飞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公司 机械制造 宝丰县

胡耀利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公司 机械制造

104 王大猛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公司 机械制造 宝丰县

105 马东方 郏县餐饮业商会 餐饮管理 郏县

106 张卫华 华豫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铪铬面制作 郏县

107 李建功 郏县兴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陶瓷原料 郏县

108 李俊周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 郏县

109 李晓锋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 郏县

110 李建毫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电气维修 郏县

111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电气维修 郏县

112 张新帅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 郏县

11~3 李海鹏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工艺 郏县

1.14 赵红俊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工艺 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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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专业 所在县区

11(5 孙长俊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生产 郏县

1.1.6 乔自绍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发 电 郏县

11′7 王春阳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混凝土 郏县

1~1~8 宋召奇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混凝土 郏县

119 卢进杰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混凝土 郏县

120 郭少果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物捡 郏县

1 2 1 胡占楼 天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电机电器 郏县

122 张晓军 郏县裕华运输有限公司 收银审核 郏县

程燕豪 郏县裕华运输有限公司 智慧消防 郏县

124 郑玲玲
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

限公司
会计 郏县

125 王晓可 河南省广天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城建 郏县

邢文露 河南省广天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城建 郏县

127 于芳芳 河南省广天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城建 郏县

128 王殿杰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电工 郏县

129 黄桥丹 冢头镇政府 水利工程 郏县

130 林小培 郏县财政国库收付中心 会计 郏县

1 3 1 王玉洋 郏县财政局 财政税收 郏县

132 赵利珂 郏县财政局 收银员 郏县

133 杜文占 郏县自然资源局 房管员 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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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革专业

134 任继伟 河南省任氏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美术

艺术陶瓷
郏县

135 任皓宇 河南省任氏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美术 郏县

136 陈俊生 郏县红牛产业发展中心 动物检疫 郏县

137 陈秋鹏
河南大德广药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养殖业 郏县

138 黄俊伟 郏县种子技术推广中心 种植业 郏县

139 张红云 郏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种植业 郏县

140 杨建林
鲁山县华豫万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钳工 鲁山县

1~ 4 1~ 安栋梁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142 常法旭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143 孟庆昌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钳 工 鲁山县

144 谢启峰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145 殷新华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电焊工 鲁山县

146 王俊省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焊工

147
上官四

柳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148 田智斌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1衽9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时宏伟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1. 5 1~ 闫运伟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 鲁山县

152 李效民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车工二级 鲁山县

9

所在县区

鲁山县

陈启涛

150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专业

153 李苗现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鲁山县

154 王 朝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鲁山县

张长征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鲁山县

156 曲 凯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电工 鲁山县

157 李国明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电焊工 鲁山县

158 宋国军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管道工 鲁山县

口 1'士
天 Ⅸ 吞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管道工 鲁山县

160 郑 军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管道工 鲁山县

1 6 1 秦小超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修钳工 鲁山县

162 付国伟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修钳工 鲁山县

163 吴红伟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挤压工 鲁山县

164 李春杰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挤压工 鲁山县

165 李国伟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拉伸工 鲁山县

166 兰建锋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拉伸工 鲁山县

167 张长明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磨工 鲁山县

168 王金河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钳工 鲁山县

王保国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钳工 鲁山县

170 封晓伟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钳工 鲁山县

1 7 1~ 梅建卫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钳工 鲁山县

172 汤成科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钳工 鲁山县

-10-

所在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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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所在县区

库建新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电工 鲁山县

174 祝 军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铣 工

175 姜建军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铣工 鲁山县

176 洪亚辉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金属熔

炼
鲁山县

177 王俊国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金属熔

炼

178 魏军良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金属熔

炼
鲁山县

179 陈忠艺 鲁山县蚕业发展服务中心 蚕业 鲁山县

180 化国霞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叶县

1~81~ 赵新平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叶县

182 刘蒙恩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叶县

183 崔芳芳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叶县

184 郭刚军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植物保护 叶县

185 兰亚轮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植物保护 叶县

186 毛艳伟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叶县

刘 锋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电子 叶县

188 董叶子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叶县

189 冯跃军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电子 叶县

190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电子 叶县

1~91~ 童小聚 叶县农业农村局 农学 叶县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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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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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所在县区

192 叶县农业农村局 农学 叶县

193 郭 旺 叶县农业农村局 农学 叶县

194 汪师芳 叶县农业农村局 农学

195 王 蓥 叶县农业农村局 兽 医 叶县

196 刘红民 叶县农业农村局 兽 医 叶县

197 李二英 叶县农业农村局 畜牧 叶县

198 兰艳红 叶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技术 叶县

199 吕平然 叶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技术 叶县

200 常红伟 回味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 叶县

201 白天勇 回味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 叶县

202 段国捞 周候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 叶县

203 华朝阳 周候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 叶县

204 车振洲
河南瘸子烩面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中式面点 叶县

205 郑金荣
平顶山市中业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
人力资源 新华区

206 高闪闪
平顶山市中业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
新华区

207 何信科 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工程技

术、供热管网

系统运行工

卫东区

208 李喜山 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仪表检定、供

热管网系统

运行工

卫东区

△ 0^ 
上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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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专业 所在县区

209 张延强 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工程技

术、供热管网

系统运行工

卫东区

210 杜宪正 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

程
卫东区

211 虎晓光 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供

热管网系统

运行工

卫东区

212 张凯歌 平顶山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城建、供热管

网系统运行

工

卫东区

213 张 倩 平顶山姚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集控 湛河区

21么 张志钢 平顶山姚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气控制 湛河区

215 孙军辉 平顶山姚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焊工 湛河区

216 杨军民 平顶山鹰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安全防范 湛河区

217 秦豪杰 平顶山鹰翔保安押运有限公司 消防工程 湛河区

218 姜红营
平顶山湛南国家粮食储备有限

公司

粮油储藏、调

廷
湛河区

219 吴雪梅
平顶山湛南国家粮食储备有限

公司
企业管理 湛河区

220 常朋克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师 湛河区

221 谭恺阳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与

制造

222 王彦超 平顶山技师学院 计算机教学 湛河区

223 秦建中 平顶山技师学院 机械类

224 张直前 平顶山技师学院 基础课 湛河区

13

湛河区

湛河区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所在县区

225 孟宇竹 平顶山技师学院 中式烹调 湛河区

226 李溟昊 平顶山技师学院 机械类 湛河区

227 胡 韬 平顶山技师学院 电气专业 湛河区

228 李志刚 平顶山技师学院 交通类 湛河区

229 刘俊辉 平顶山技师学院 数控车工 湛河区

230 卢永杰 平顶山技师学院 电工电子

231 乔立志 平顶山技师学院 机械类 湛河区

232 王峰伟 平顶山技师学院
机械类、交通

类
湛河区

233 温朝阳 平顶山技师学院 机械类 湛河区

234 平顶山技师学院 机械类 湛河区

235 李建辰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

术
湛河区

236 董 贺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湛河区

237 徐 仲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机修钳工 石龙区

238 候见杰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焦炉调温工 石龙区

239 刘迎杰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锅炉运行值

班员
石龙区

240 翟廉贺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 石龙区

241 候亚飞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工艺试

验工
石龙区

242 朱 斌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工艺试

验工
石龙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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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字专业

243 余进华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工艺试

验工
石龙区

邵晓钢 石龙区

245 高西林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矿山开采 石龙区

李志刚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 石龙区

247 毕雅梅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矿物洗选及

加工
石龙区

248 牛 鑫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电气 石龙区

249 刘建宇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电气 石龙区

250 李高杰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电气信息技

术
石龙区

251 刘志有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电气自动化

仪表
石龙区

252 郝瑛轩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 石龙区

253 鲁 帅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 石龙区

254 陈向东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 石龙区

255 鲁向钧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工 石龙区

256 温增夺
平顶山市锦绣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
中式烹饪 高新区

257 高红革
平顶山市锦绣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
中式烹饪 高新区

258 闫书枝
平顶山市锦绣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
中式面点 高新区

259 刘成顺
平顶山市我盟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电商运营 高新区

260 赵显泽 平顶山市增彩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示范区

1C^ 上, ^

所在县区

244 河南省中鸿煤化有限公司 化学检验工

246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在县区

261 高新伟 平顶山市增彩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示范区

262 平顶山市增彩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示范区

263 梁华国 平顶山学院 软件工程 示范区

264 宋 宾 平顶山学院 工艺美术 示范区

265 刘光甫 平顶山学院 陶瓷行业 示范区

266 张珊珊 平顶山学院 护理学 示范区

267 黄 芳 平顶山学院 旅游地理 示范区

268 蔡文芳 平顶山学院 旅游管理 示范区

269 吴楠楠 平顶山学院 地理信息 示范区

270 韩晓飞 平顶山学院 地理土壤 示范区

271 贾爱顺 平顶山学院 旅游管理 示范区

272 陈伟霞 平顶山学院 旅游管理 示范区

273 李圣普 平顶山学院 计算机科学 示范区

274 王启明 平顶山学院 计算机应用 示范区

275 郑均辉 平顶山学院 计算机应用 示范区

276 常新峰 平顶山学院 通信工程 示范区

277 王 冠 平顶山学院 通信工程 示范区

278 韩永军 平顶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示范区

279 平顶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示范区

1r^ 
上o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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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所在县区

280 胡小明 平顶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示范区

281
△^
二二 莉 平顶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示范区

282 褚松茂 平顶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示范区

283 田 刚
化学工程与

技术
示范区

284 马 威 平顶山学院
环境科学与

工程
示范区

285 李彦娇 平顶山学院
环境生态工

程
示范区

286 曹云丽 平顶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

技术
示范区

287 代克杰 平顶山学院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示范区

288 平顶山学院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示范区

289 杨立权 平顶山学院 增材制造 示范区

290 赵换丽 平顶山学院 电气 示范区

郭志超 平顶山学院 物理电子 示范区

吕海莲 平顶山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示范区

293 赵伟艇 平顶山学院
软件工程、云

计算
示范区

294 褚龙现 平顶山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示范区

295 夏栋梁 平顶山学院
软件工程、云

计算
示范区

1·,^ 
上

` 

ˉ

平顶山学院

杜豪杰

291

292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所在县区

296 郭静静 平顶山学院 学前教育 示范区

297 王丽君 平顶山学院 学前教育 示范区

298 王晓樊 平顶山学院 学前教育 示范区

299 王继红 平顶山学院 护理学 示范区

300 樊铮钰 河南城建学院 就业指导 示范区

301 何宗要 河南城建学院 计算机 示范区

302 王晓涛 生物学 示范区

尹国友 河南城建学院 就业创业 示范区

304 王居东 河南城建学院 就业创业 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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