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商务
罗宇（大英县代表队）

1989 年 7 月 出 生 ，大 英 县 河

边镇人，初中文化，自学电子商

务，大英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

自主创业网店“农夫阿海的农家

小店”销售家乡的特色农产品。

作为市政府主办，多部门联合承

办，多家单位共同协办的综合性技能

赛事，第二届遂州技能人才大赛各项

筹备谋划早、落实快、操作细，并形

成了强大合力，“一盘棋”统筹推进。

在开赛之前，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勤玲

曾率队多次前往射洪县检查指导大

赛筹备情况，听取县人社局有关大赛

前期筹备工作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困

难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她希望相

关单位总结首届大赛成功经验，科学

设计赛程，规范赛事程序，体现公平

公正，进一步提高大赛的影响力和辐

射力；要全力以赴做好交通疏导、饮

食饮水、卫生防疫、消防安全、能源

保障、竞赛仲裁等工作，制定完善应

急预案，排查整改事故隐患，确保大

赛安全顺利进行。

“为顺利推进大赛筹备工作，射

洪县还专门成立了由局相关负责人

牵头的 9 个工作组，定期召开例会，

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跟进

督察工作落实情况。”射洪县人社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赛的成功举

办，为遂宁技能人才搭建一个交流经

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平台，使

技能理念、技能文化深入人心，进一

步掀起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

更多的青年人了解技能运动、认同技

能成才、投身技能报国，营造崇尚技

能的社会氛围。

技能竞赛是发掘选拔技能人才

的重要途径，是广大技能人才展示技

能技艺的重要平台，是营造全社会重

视技能、崇尚技能浓厚氛围的重要方

式。本次技能大赛共有数控车工、汽

车维修、电子商务、茶艺师、美容师

等 10 个比赛项目，共有来自市直、川

职院、县区、园区等 9 支队伍 170 名选

手参赛，代表着全市各行各业中最高

水准的技术水平。

养老护理
胡梦菡（经开区代表队）

2012 年 毕 业 于 四 川 传 媒 大

学广播影视编导系。2015 年入

职遂宁希望养老服务中心担任

金梅路敬老院院长一职至今。

数控车工
刘峻材（船山区代表队）

1999 年 12 月出生，现就读于

四 川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曾 经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第 6 名（数控车

工）。

焊接
吴继波（射洪县代表队）

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人，从

事碳钢板和钢管等的等离子切

割工作

中式烹调师
吴志均（河东新区队代表队）

1977 年 1 月 出 生 ，1998 年 毕

业于成都商业服务学校烹饪专

业，中专文凭，曾担任多家大型

酒楼厨师长、行政总厨等职务，

现任金牛大酒店行政总厨。国

家烹饪技师。

茶艺师
李茂（市直队代表队）

1992 年 11 月出生，2013 年毕

业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宜

宾人，茶艺师中级职称，现在宜

宾川茶集团工作。

美容
王尧（市直队代表队）

1990 年 1 月出生，遂宁市安居

区人，美容职业技能中级职称，现

任兴美源美容化妆职业技术学校

副校长，兴美源教育培训部经理。

砌筑工
张海（经开区代表队）

1986 年 1 月出生，家住遂宁

市船山区北固乡张家湾小区，从

事建筑行业。

汽车维修工
蒲刘羽虎（河东新区代表队）

1998 年 6 月出生，2017 年毕

业于成都市技师学院汽车工程

专业，大学专科文凭，现任遂宁

应用高级技工学校汽修专业教

师。高级技工。

数控车工

一等奖
船山队 刘峻材

二等奖
川职院 薛树俊
射洪队 税先兵
市直队 何邦杰
三等奖
射洪队 马利军

川职院 陈浪

大英队 梁杰

经开区队 谢志斌

汽车维修工
一等奖
河东新区队 蒲刘羽虎

二等奖

射洪队 康米

大英队 吴明华

经开区队 吴道洪

三等奖
川职院 何阳

川职院 许兴华

经开区队 唐振瑞

蓬溪队 王代兵

工具钳工

一等奖
蓬溪队 张凯

二等奖
川职院 刘洪财

河东新区队 唐帅

蓬溪队 黄忠金

三等奖

经开区队 范润

船山队 杨学文

船山队 莫少聪

市直队 周强

焊接

一等奖
射洪队 吴继波

二等奖
蓬溪队 陈必龙

市直队 杨世荣

河东新区队 史俊

三等奖
河东新区队 胡伟华

市直队 贺先伟

大英队 黄永贵

安居队 张明

电子商务

一等奖

大英队 罗宇

二等奖

船山队 龚太

川职院 谢茂胜

川职院 伍博

三等奖

经开区队 杨凯宇

河东新区队 刘庚

安居队 蒋婷婷

河东新区队 胥涛

砌筑工
一等奖
经开区队 张海

二等奖
大英队 郭维

市直队 李隆武

射洪队 羊太兴

三等奖
河东新区队 黄崇林

安居队 闫华国

河东新区队 邱思清

船山队 谭万坤

美容
一等奖
市直队 王尧

二等奖

市直队 闵锐

蓬溪队 李珊

大英队 李燕

三等奖
船山队 郭海娟

河东新区队 蒋海燕

河东新区队 肖园园

射洪队 田丽娟

中式烹调师

一等奖

河东新区队 吴志均

二等奖

射洪队 刘强

大英队 蒋以华

大英队 蒋恒

三等奖

射洪队 甘雨林

船山队 刘肖

安居队 李刚琴

安居队 杨凡

茶艺师

一等奖
市直队 李茂

二等奖
市直队 王樱莅

川职院 姚虹裕

川职院 董莲

三等奖
大英队 李佳蔚

蓬溪队 罗碧霞

射洪队 黄琳

大英队 景玉敏

养老护理

一等奖

经开区队 胡梦菡

二等奖
大英队 鲁春宏

射洪队 罗春霞

大英队 李忠慧

三等奖
经开区队 任兴春

射洪队 何燕

市直队 余俏

河东新区队 代海霞

优秀组织奖

市直代表队

河东新区代表队

射洪县代表队

大英县代表队

第二届遂州技能人才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获得者展播

““遂州工匠遂州工匠””的时代风采的时代风采
——遂宁市第二届遂州技能人才大赛综述

遂宁市第二届遂州技能人才大赛专题报道——展技能风采·扬工匠精神

日前，由市政府主办，射洪县政府、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人才办承办的遂宁
市第二届遂州技能人才大赛在射洪县圆满举行，成效显著，备受关注。

来自全市9个代表队的170名选手齐聚一堂，各显身手，赛出了风格和水平，展现了各行各业技
能人才的精神风貌。同时也进一步深度发掘和培育了遂宁市优秀技能人才，充分展现了遂宁“工匠
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

搭平台 多部门联手筹办综合性技能赛事

第二届遂州技能人才大赛开幕式现场

工具钳工
张凯（蓬溪县代表队）

2000 年 1 月出生，就读在遂

宁市建筑工程职业技术校学习

机械设备安装与自动化控制专

业。

比赛现场十分激烈，选手们沉着

应战，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一决高下。

在数控赛场，数控车工利用已有

的车工基础联合编程技术实现自动

化加工，手动的操作变成了机器的

自主进行，选手们在电脑前飞快地

输入已计算好的数值，设备就开始

自行运转。焊接比赛现场，尽管已

经戴好防护装置，飞溅的火星仍让

选手格外谨慎，在火的高温炙烤下，

铁件逐渐溶解，飞快的点火、灭火，

选手利用温度的高低实现铁件的焊

接……在中式烹调赛场，选手们一

手掌锅，一手颠勺 ，形式上的花架

子很美，真功夫更有得一拼，他们不

仅比创意、比刀法，还要比色、香、

味、形等，游水赛人参、龙腰凤根、菊

花鱼、宫保鸡丁……不少菜肴简直

就像艺术品。

“参加技能大赛，让我看到什么

是高手，什么是专业，什么是竞争，

让我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组委会提

供技术交流平台。”来自蓬溪队张凯

参加了工具钳工项目，很幸运的是，

他获得了本项目的冠军。

与此同时，在裁判员公平公正的

监督评比下，来自船山代表队的刘峻

材获得数控项目一等奖，河东新区队

蒲刘羽虎获得汽修项目一等奖，蓬溪

队的张凯获得工具钳工项目一等奖，

射洪队的吴继波获得焊接项目一等

奖，大英队的罗宇获得电子商务一等

奖，经开区队的张海获得砌筑项目一

等奖，市直队的王尧获得美容项目一

等奖，河东新区队的吴志均获得中式

烹调项目一等奖，市直队的李茂获得

茶艺项目一等奖，经开区队的胡梦菡

获得养老护理项目一等奖。

比赛中，选手们拿出了真招、亮

出了绝活，以扎实的功底、精湛的

技能和良好的状态，赛出好成绩、

赛出好风格，展示遂宁劳动者爱岗

敬业、创新上进、团结协作的精神

风貌。

比技能 赛场对决尽显“工匠”风采

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重要建设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

动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

者。

近年来，遂宁高度重视人才工

作，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工作，先后出台了《遂宁市深入推进

人才强市战略的十条措施》《关于大

力实施遂州英才七大计划 、全面助

推创新创业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指

导性文件，将高技能人才队伍表彰激

励、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

工作室、技能人才大赛等工作纳入全

市重点工作，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

长、人人努力成长、人人皆可成长、

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引才、惜才、育才，是举办技能

人才大赛的最终目标。”市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蒋勇表示，本次技能人才

大赛，既是职工技能水平的一次展

示，也是对职工技能水平的一次检

验，对于激发广大职工刻苦学习科学

技术知识，不断增强学习能力、创新

能力、竞争能力和创业能力，努力提

高自身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进一

步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知识崇

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

必将起到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技能人才大赛是充分发挥技能

人才精湛技艺的重要平台，也是深

度 发 掘 和 培 育 各 行 业 优 秀 技 能 人

才，助推我市“加快发展、弯道超车”

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实施“七大

提升行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全市广大一线技术工人的整体

技能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

时，也为职业技能大赛指明了新的发

展方向，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一次赛事结束了，但是大赛的社

会效应才开始发散，大赛的精神也将

激励全市更多的技能劳动者进一步

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以主人

翁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提

升技能素质的各项职业竞赛活动中

来，为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绿色

经济强市，助推我市“加快发展、弯

道超车”作出更大贡献。

本版策划：李文军
全媒体记者 王维 图/文

育人才 为“加快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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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副市长袁

超宣布开幕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蒋勇致辞

市 政 府 副 秘 书 长 王

能讲话

省 人 社 厅 鉴 定 中 心

主任张开荣讲话

市人社局党组书记、

局长梁勤玲主持

中式烹调师项目比赛中，选手对作品“精雕细作”

在裁判组的现场监督下，比赛公平公正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