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裁判人员名单
序号 竞赛赛项 姓名 工作单位

1 首饰设计师 邹宁馨 北京服装学院

2 首饰设计师 陈明 深圳技师学院

3 首饰设计师 杜静芬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学院

4 首饰设计师 杜中文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 首饰设计师 郭建芳 淄博市技师学院

6 首饰设计师 霍凯杰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7 首饰设计师 李芙蓉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

8 首饰设计师 李萌 广西梧州学院

9 首饰设计师 李苏萍 南京仁福珠宝首饰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10 首饰设计师 刘承杰 保山技师学院

11 首饰设计师 刘芳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12 首饰设计师 刘京伟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13 首饰设计师 潘杨 深圳技术大学

14 首饰设计师 沈荣峰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5 首饰设计师 宋国栋 郑州大学文学院

16 首饰设计师 王宁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7 首饰设计师 王冗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8 首饰设计师 魏来 重庆金誉宝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9 首饰设计师 徐宏锦 山西宏艺珠宝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首饰设计师 闫冬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1 首饰设计师 杨君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22 首饰设计师 杨蒙 内蒙古工程学校

23 首饰设计师 杨钊 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

24 首饰设计师 张建琴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5 首饰设计师 张丽霞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26 首饰设计师 张莉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7 首饰设计师 张晓晖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珠宝与艺术设计学院

28 首饰设计师 张压西 四川美术学院

29 首饰设计师 赵恺月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30 家具设计师 刘晓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工程中心



31 家具设计师 曹永宏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32 家具设计师 陈凤义 廊坊华日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33 家具设计师 陈慧敏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4 家具设计师 陈剑弘 浙江省绍兴技师学院

35 家具设计师 陈熙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36 家具设计师 陈鑫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37 家具设计师 范庆华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38 家具设计师 方巧娟 安徽展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39 家具设计师 封宇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40 家具设计师 冯强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41 家具设计师 龚杰 贵州交通技师学院

42 家具设计师 黄荣文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3 家具设计师 贾兆颍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44 家具设计师 刘谊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 家具设计师 刘智恒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46 家具设计师 鲁锋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7 家具设计师 吕永梁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48 家具设计师 王斌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49 家具设计师 王加祎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0 家具设计师 王小丽 四川省家俱行业商会

51 家具设计师 王艳福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2 家具设计师 吴晋卿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

53 家具设计师 武新宇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4 家具设计师 项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 家具设计师 于虹军 湖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6 家具设计师 张付花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家具学院

57 家具设计师 郑士鹏 三门技师学院

58 家具设计师 朱达黄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9 家具设计师 朱旭 山东艺术学院

60 陶瓷产品设计师 朱辉球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陶瓷艺术学院

61 陶瓷产品设计师 柏清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62 陶瓷产品设计师 崔勇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学院

63 陶瓷产品设计师 范国忠 湖北省工艺美术协会

64 陶瓷产品设计师 凤凤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5 陶瓷产品设计师 黄发柏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66 陶瓷产品设计师 蒋雍君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67 陶瓷产品设计师 李航 楚雄技师学院

68 陶瓷产品设计师 刘阿宝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69 陶瓷产品设计师 刘成之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70 陶瓷产品设计师 刘丽莎 韩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71 陶瓷产品设计师 裴继刚 广州大学院学术委员

72 陶瓷产品设计师 唐奇 广东特地陶瓷有限公司

73 陶瓷产品设计师 王键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4 陶瓷产品设计师 王强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75 陶瓷产品设计师 王耀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

76 陶瓷产品设计师 王永亮 沈阳工学院

77 陶瓷产品设计师 徐曼冰 湖南省陶瓷技师学院

78 陶瓷产品设计师 杨德林 河南省陶瓷玻璃行业管理协会

79 陶瓷产品设计师 姚岚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80 陶瓷产品设计师 余宾 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

81 陶瓷产品设计师 占绍林 景德镇市占绍陶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82 陶瓷产品设计师 张振中 宜兴紫砂工艺厂

83 陶瓷产品设计师 郑兴我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4 鞋类设计师 陈启贤 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温州研究所

85 鞋类设计师 曹中华 广州履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6 鞋类设计师 陈桂林 海口经济学院

87 鞋类设计师 陈念慧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88 鞋类设计师 崔同占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89 鞋类设计师 杜静 济宁市技师学院

90 鞋类设计师 范重山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

91 鞋类设计师 韩建林 惠州学院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92 鞋类设计师 赖晓毅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93 鞋类设计师 李宏兵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94 鞋类设计师 李虹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95 鞋类设计师 刘宝垚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96 鞋类设计师 刘科江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97 鞋类设计师 罗向东 陕西科技大学

98 鞋类设计师 潘洪平 成都江都管理有限公司

99 鞋类设计师 齐耐斌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100 鞋类设计师 任小波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01 鞋类设计师 沙民生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102 鞋类设计师 盛锐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03 鞋类设计师 孙家珏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104 鞋类设计师 万祥华 徐州千百度鞋业有限公司

105 鞋类设计师 王福全 金猴集团威海鞋业有限公司

106 鞋类设计师 王伟 际华三五一三实业有限公司

107 鞋类设计师 辛东升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108 鞋类设计师 张型国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109 鞋类设计师 祝忠良 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110 无损检测员 熊志勇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设计研究中心

111 无损检测员 段军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112 无损检测员 郭南初 苏州市职业大学

113 无损检测员 郎永兵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114 无损检测员 李坤宏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5 无损检测员 李毅 云南红河技师学院

116 无损检测员 李振杰 苏州技师学院

117 无损检测员 刘俊辉 平顶山技师学院

118 无损检测员 刘凯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119 无损检测员 刘珍 晋城技师学院

120 无损检测员 拾祎春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121 无损检测员 孙骞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122 无损检测员 王春光 开封大学

123 无损检测员 王小玲 广州市技师学院

124 无损检测员 吴云艳 广西技电技师学院

125 无损检测员 杨成志 云南省楚雄技师学院

126 无损检测员 姚运凯 常德技师学院

127 无损检测员 禹诚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128 无损检测员 郑孟冬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