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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关于公布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华唐杯” 

客户信息服务技能竞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参赛单位： 

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关于举办第二

届全国职业院校“华唐杯”客户信息服务技能竞赛的通知》精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市

人民政府组织了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华唐杯”客户信息服务技

能竞赛活动。本次技能竞赛，共有来自 14个省、直辖市的 80个

代表队，304名学生报名参赛，通过选手激烈角逐，经过专家客

观、公正的评选，共有 184名选手获奖。 

这次技能大赛活动是全国第二届职业院校客户信息服务技

能大赛，充分展示了职业院校师生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

貌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向全社会宣传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果，为

服务外包行业高质量、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希望各参赛单位要发扬成绩，积极学习先进经验，以本次技

能大赛为契机，努力探索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加快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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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职业教育，助推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附件：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华唐杯”客户信息服务技能大赛获奖选

手及辅导教师名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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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华唐杯”客户信息服务技能大赛 

获奖选手及辅导教师名单 

序号 奖项 学校 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 

1 一等奖 洛阳市第四职业高中 孙文静 张培锦 

2 一等奖 河南省财经学校 韩笑语 石定华 

3 一等奖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宋丹雨 连晓晓 

4 一等奖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董心如 彭媛 

5 一等奖 山西省经贸学校 杜敏  潘仲尼 

6 一等奖 芜湖电缆工业学校 苏晓虎 张宝斌 

7 一等奖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郝晓强 石秀兰 

8 一等奖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曹鹏程 贺欢欢 

9 一等奖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何漫 朱萍  

10 一等奖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陈晴 祁志怿 

11 一等奖 宿州市应用技术学校 张小羽 马玉梅 

12 一等奖 洛阳市第四职业高中 惠紫鹤 吴明涛 

13 一等奖 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 柴佳琪 牛永强 

14 一等奖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黄云茹 吴冬 

15 一等奖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王凯 张颂源 

16 一等奖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李倩倩 彭媛 

17 一等奖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段超然 范军环 

18 一等奖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冯文越 王腾飞 

19 一等奖 皖北经济技术学校 贠杰 李超 

20 一等奖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任放飞 王海云 

21 一等奖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焦颖 裴晓琳 

22 一等奖 合肥工业学校 程雅慧 李国辉 

23 一等奖 江西省民政学校 章炎 胡蓉 

24 一等奖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黄志缘 魏洁 

25 一等奖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 赵兰波 沈正龙 

26 一等奖 太谷县职业中学校 胡慧捷 武雁斌 

27 一等奖 赣州农业学校 黄绍慧 邓春莲 

28 一等奖 安徽省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金家鹏 张艳春 

29 一等奖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 连欢燕 饶国华 

30 一等奖 郑州市金融学校 于跃 张耀方 

31 一等奖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陈洁茹 丘金平 

32 二等奖 漯河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杨涛 赵梦华 

33 二等奖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李文霁 徐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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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学校 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 

34 二等奖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宁珂 朱萍  

35 二等奖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孙广涛 吴冬 

36 二等奖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张鑫鑫 李鑫 

37 二等奖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晓京 牛 睿 

38 二等奖 山西省经贸学校 郝佳淼 潘仲尼 

39 二等奖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王晓玉 贺欢欢 

40 二等奖 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 严冰清 张岳 

41 二等奖 云南省邮电学校 赵正留 李梅 

42 二等奖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刘雨晴  方祥   

43 二等奖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韩振霖 梁嫄 

44 二等奖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孙彦慧 吴慧英 

45 二等奖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志文 梁嫄 

46 二等奖 郑州市金融学校 宋雨坤 张耀方 

47 二等奖 云南省玉溪技师学院 殷逸恺 陈芳 

48 二等奖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潘楚妮 阮瑞华 

49 二等奖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苗昕茹 李玉 

50 二等奖 平舆县中等职业学校 周庆 魏春玲 

51 二等奖 聊城工业学校 孙超男 穆居艳 

52 二等奖 洛阳市第四职业高中 惠紫懿 吴明涛 

53 二等奖 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 杨洋 杨芳善 

54 二等奖 云南省邮电学校 单宇航 王敏 

55 二等奖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黄泳琳 阮瑞华 

56 二等奖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王可涵 李玉 

57 二等奖 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徐睿 杨娟  

58 二等奖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李昀骏 师滢 

59 二等奖 安徽滁州技师学院 陈悦 钟巧燕 

60 二等奖 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 周轲轲 牛永强 

61 二等奖 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徐妤婕 关珊 

62 二等奖 云南省邮电学校 周乐 王敏 

63 二等奖 嵩县第一职业技术高中 张梦瑶 马翠萍 

64 二等奖 合肥工业学校 童舒琪 许丽 

65 二等奖 云南省玉溪技师学院 李芳芳 陈芳 

66 二等奖 安徽滁州技师学院 金玮玮 钟巧燕 

67 二等奖 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 许佳妮 牛永强 

68 二等奖 郑州市金融学校 马泽鹏 王雅 

69 二等奖 平舆县中等职业学校 陈文慧 刘坤 

70 二等奖 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 秦广念 张玲玲 

71 二等奖 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 李帅 牛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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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学校 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 

72 二等奖 山西省经贸学校 梁智杰 潘仲尼 

73 二等奖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刘婷婷 徐锐 

74 二等奖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孟娜 杨梅珍 

75 二等奖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闫利杰 武静 

76 二等奖 宿州市应用技术学校 张健 刘志连 

77 二等奖 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 龚治娟 王敏 

78 二等奖 漯河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郭真真 禹晓君 

79 二等奖 河南省经济技术中等职业学校 陶壮 谢瑞涵 

80 二等奖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付永玲 陈玉 

81 二等奖 江西省民政学校 胡佳 胡蓉 

82 二等奖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常育楷 王玉立 

83 二等奖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王茹萍 权清华 

84 二等奖 太谷县职业中学校 郭宇琪 杨 林 

85 二等奖 洛阳市第四职业高中 郭格格 张培锦 

86 二等奖 樟树市职业技术学校 刘  星 杨  红 

87 二等奖 南昌县中等专业学校 刘莹 熊小平 

88 二等奖 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 骆小平 李玲 

89 二等奖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徐钰奇 裴东升 

90 二等奖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杨鹏毅 张颂源 

91 二等奖 瑞昌市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林 卢艳丽 

92 二等奖 阳信县职业中专 凌蕾 李猛 

93 二等奖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闫丽娜 梁嫄 

94 三等奖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孙嘉康 李佳懿 

95 三等奖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刘尔运 陈玉 

96 三等奖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文舒 方祥  

97 三等奖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孙潘 祁志怿 

98 三等奖 河南省外贸学校 黄金峰 黄腾宇 

99 三等奖 河南省财经学校 李赵欣 吴莲莲 

100 三等奖 河南省经济技术中等职业学校 王静雯 谢瑞涵 

101 三等奖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马冰寒 杨诗霞 

102 三等奖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王琦 石秀兰 

103 三等奖 昆明市晋宁区职业高级中学 张金权 董孝珍 

104 三等奖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王生茹 彭莉 

105 三等奖 聊城工业学校 王晓晓 秦贵杰 

106 三等奖 瑞昌市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婷婷 杨礼东 

107 三等奖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付轩轲 范秀英 

108 三等奖 洛阳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范晓英 王正先 

109 三等奖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吕瑞恒 赵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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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学校 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 

110 三等奖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熊章利 冉阔 

111 三等奖 安徽滁州技师学院 李玟 钟巧燕 

112 三等奖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吴兆雪 吴慧英 

113 三等奖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梁彩虹 苏冬梅 

114 三等奖 昆明市晋宁区职业高级中学 陈玮 杨加升 

115 三等奖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雪莹 秦锋 

116 三等奖 漯河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秦静 禹晓君 

117 三等奖 嵩县第一职业技术高中 刘  颖 马翠萍 

118 三等奖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王姣姣 王腾飞 

119 三等奖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梦雨 范秀英 

120 三等奖 安徽滁州技师学院 胡心雨 钟巧燕 

121 三等奖 阜阳市医药科技工程学校 李雨洁 王秀荣 

122 三等奖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贾珂昕 李佳懿 

123 三等奖 宿州市应用技术学校 张艺馨 刘志连 

124 三等奖 昆明市晋宁区职业高级中学 周泊辰 杨加升 

125 三等奖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孟庆清 崔璐 

126 三等奖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谢福旭 孙丹妹 

127 三等奖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高苗苗 高新正 

128 三等奖 太谷县职业中学校 胡小雅 杨 林 

129 三等奖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玲俐 牛 睿 

130 三等奖 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 祝  娇 张玲玲 

131 三等奖 漯河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井甜甜 赵梦华 

132 三等奖 云南省玉溪技师学院 沈小莹 王金艳 

133 三等奖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王震 王远 

134 三等奖 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吴静雅 杨娟  

135 三等奖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梁静 连晓晓 

136 三等奖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朱璐甜 智丽霞 

137 三等奖 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敏 靳彭涛 

138 三等奖 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 陈  丹 王敏 

139 三等奖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 谢艳陆 沈正龙 

140 三等奖 太谷县职业中学校 王宇欣 武雁斌 

141 三等奖 资溪县职业中学 龚衍哲 范敏华 

142 三等奖 赣州农业学校 黎艳 邓春莲 

143 三等奖 阜阳市医药科技工程学校 吴敏 赵梓彤 

144 三等奖 合肥工业学校 徐众 李国辉 

145 三等奖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黄秋月 王腾飞 

146 三等奖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王琳若 张茜茜 

147 三等奖 资溪县职业中学 何琪 付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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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学校 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 

148 三等奖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程嘉熙 王玉立 

149 三等奖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乔宏 裴晓琳 

150 三等奖 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 黄灿 杨双双 

151 三等奖 云南省邮电学校 杨康 李梅  

152 三等奖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侯振朋 杨梅珍 

153 三等奖 乌审旗职业中学 秦泰 赵春艳 

154 三等奖 郑州市金融学校 雷明哲 王雅 

155 三等奖 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黄厚鸣 关珊 

156 三等奖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李月 智丽霞 

157 三等奖 瑞昌市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俞莹莹 卢艳丽 

158 三等奖 赣州农业学校 毛海宝 谢菁雯 

159 三等奖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潘书慧 周始杰 

160 三等奖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任慧鑫 李景新 

161 三等奖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郭晓倩 丘金平 

162 三等奖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武晓荣 梁嫄 

163 三等奖 宿州市应用技术学校 高文俊 马玉梅 

164 三等奖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李云豪 冯超 

165 三等奖 阳信县职业中专 张艳玲 李猛 

166 三等奖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陈前欢 孙丹妹 

167 三等奖 宜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彭云龙 沈星浩 

168 三等奖 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 侯立豹 杨芳善 

169 三等奖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王泳春 李鑫 

170 三等奖 河南省外贸学校 陈新龙 姚秦 

171 三等奖 聊城工业学校 张艳艳 穆居艳 

172 三等奖 嵩县第一职业技术高中 师  童 马翠萍 

173 三等奖 河南省财经学校 杜静静 吴莲莲 

174 三等奖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陈芸 肖玥 

175 三等奖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古传梅 冉阔 

176 三等奖 延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娄冰冰 宋相慧 

177 三等奖 阜阳市医药科技工程学校 徐保妮 赵梓彤 

178 三等奖 安徽省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韩秋雨 刘永 

179 三等奖 洛阳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郭佳音 韩继茹 

180 三等奖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候方明 朱超 

181 三等奖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王祎钦 季志燕 

182 三等奖 陕西省略阳县天津职教中心 刘宝晖 王琳 

183 三等奖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班双美 马玉蓉 

184 三等奖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李颜 苏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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