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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水 泥 协 会  

 

关于 2021年全国建材行业“美诺福杯” 

建材化学分析工职业技能竞赛 

决赛成绩及排名的公示 

 

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全

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1〕37 号）和《关

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建材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的通知》（中建材联会发〔2021〕144 号）的要求和国家

二类竞赛的总体部署，根据中水协字〔2021〕37号文件和中水协

字〔2021〕131号文件要求，由中国建材联合会、中国就业培训技

术指导中心主办、中国水泥协会承办、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国家水泥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协办的“2021年全国建材

行业‘美诺福杯’建材化学分析工职业技能竞赛”已于 2022年 7

月 25 日～30 日在山东枣庄按照既定程序完成全部赛事活动。本

次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共有 162名个人赛选手

和 36个团队通过省质检站及本企业（集团）初赛选拔进入复赛，



- 2 - 

经过层层选拔和考评，共有 60名选手和 20个团队分别进入个人

赛和团体赛的决赛阶段。 

为确保竞赛的公平、公正、公开，现将竞赛决赛成绩及排名

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2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9 日。如对竞赛结

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将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大赛组委会

秘书处，反映情况须具体真实，有依有据，署真实姓名以便核查。 

联 系 人：王长安 

联系方式：13381283367 

电子邮箱：wangchangan@ctc.ac.cn 

 

附件 1．“2021年全国建材行业‘美诺福杯’建材化学分析工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总成绩及排名（个人赛） 

2．“2021年全国建材行业‘美诺福杯’建材化学分析工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总成绩及排名（团体赛） 

 

 

中国水泥协会           

2022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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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全国建材行业‘美诺福杯’建材化学分析工职

业技能竞赛”决赛总成绩及排名（个人赛） 

排名 姓名 单位 竞赛总成绩 

1 卫文明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91.54 

2 贾月彩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91.02 

3 李红利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90.28 

4 邵秋桐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90.25 

5 尚志敏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90.02 

6 王  凯 泰山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89.77 

7 肖天琴 华润水泥（弥渡）有限公司 88.71 

8 罗新玲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8.25 

9 陈宇凡 葛洲坝当阳水泥有限公司 87.48 

10 刘中华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86.89 

11 吕少宾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86.45 

12 勾彩艳 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86.08 

13 吴  丹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85.76 

13 赵  宁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85.69 

15 曹  洋 葛洲坝洁新（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85.65 

16 胡玉婷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85.64 

17 马娜娜 聊城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84.53 

18 唐  兵 葛洲坝洁新（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84.52 

19 刘  丹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 84.46 

20 马爱华 葛洲坝钟祥水泥有限公司 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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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姓名 单位 竞赛总成绩 

21 王文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84.31 

22 成细芳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4.21 

23 秦素会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4.09 

24 殷巧玲 云南普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83.37 

25 王  慧 济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82.84 

26 吴昭浩 湖北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81.51 

27 孙  娟 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81.15 

28 代  英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1.14 

29 张晓爱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0.82 

30 杨伟宏 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0.78 

31 郭  玲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9.95 

32 李丰会 临朐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79.80 

32 李圆圆 济南世纪创新水泥有限公司 79.80 

34 高  燕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9.38 

35 王  兰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9.00 

36 季小蓉 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公司 78.88 

37 李继抗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 78.45 

38 李春香 云南省建筑材料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77.42 

39 夏珍珍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77.39 

40 张玉景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76.89 

41 钱红叶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76.67 

42 凌  艳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6.21 

43 耿  霞 四川峨胜水泥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18 

44 杨太芬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 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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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姓名 单位 竞赛总成绩 

45 赵  虹 山东崇正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75.59 

46 彭家玮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4.48 

47 谭  芹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4.39 

48 赵和平 山西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4.02 

49 王  雪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74.01 

50 梁翠艳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73.37 

51 周世伟 葛洲坝当阳水泥有限公司 73.09 

52 李岸伟 葛洲坝钟祥水泥有限公司 71.42 

53 张  云 淄博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69.63 

54 樊淑平 内蒙古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69.57 

55 袁恒菊 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69.01 

56 黄学美 华新水泥（禄劝）有限公司 68.21 

57 董大千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67.08 

58 周  妍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66.59 

59 牛增荣 山西卓越水泥有限公司 63.73 

60 张  晓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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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全国建材行业‘美诺福杯’建材化学分析工职

业技能竞赛”决赛总成绩及排名（团体赛） 

排名 团队 队员姓名 
团队 

总成绩 

1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四队 

邵秋桐 

260.30  曹洋 

马爱华 

2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队 

成细芳 

258.31  尚志敏 

秦素会 

3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一队 

胡玉婷 

257.64  唐兵 

陈宇凡 

4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王文淑 

253.11  吴丹 

马福香 

5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一队 

李圆圆 

248.21  夏珍珍 

贾月彩 

6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队 

李红利 

245.87  凌艳 

高燕 

7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三队 

卫文明 

242.27  冯海容 

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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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团队 队员姓名 
团队 

总成绩 

8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肖天琴 

236.99  杨伟宏 

谭东苹 

9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二队 

季小蓉 

235.07  周世伟 

占双 

10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三队 

张云 

231.93  马娜娜 

唐敏 

11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赵宁 

230.48  肖引 

李志艳 

12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队 

彭家玮 

228.82  郭玲 

谭芹 

13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队 

罗新玲 

226.41  宋艳 

彭学梅 

14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二队 

刘中华 

222.19  李丰会 

温海丽 

15 枣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郭秀英 

219.63  唐勇 

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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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团队 队员姓名 
团队 

总成绩 

16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队 

张晓爱 

215.93  段正伟 

周妍 

17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张晓 

213.13  董大千 

吕少宾 

18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李倩倩 

201.10  王雪 

仇桃霞 

19 保定区域金隅冀东水泥 

勾彩艳 

198.27  徐欢欢 

刘楠 

20 内蒙古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张英雪 

196.85  冯艳玲 

樊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