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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2019 年全省医药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获奖名单 

 

一、 团体奖 

（一）职工组 

1、中药调剂员 

一等奖 山东聊城利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三等奖 烟台中医世家医药连药有限公司 

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中药炮制工 

一等奖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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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三等奖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3、食品检验工 

一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二等奖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阿阿胶集团保健品有限公司 

三等奖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东营职业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药物制剂工 

一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二等奖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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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三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5、生物制药工 

一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二等奖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6、有机合成工 

一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二等奖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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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三等奖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二）学生组 

1、中药调剂员 

一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二等奖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三等奖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2、中药炮制工 

一等奖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二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三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3、食品检验工 

一等奖  淄博职业学院 

二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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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4、药物制剂工 

一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二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三等奖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生物制药工 

一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二等奖  威海职业学院  

三等奖  淄博职业学院 

滨州职业学院 

6、有机合成工 

一等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二等奖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二、 组织奖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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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三、 个人奖 

（一）职工组 

1、中药调剂员 

一等奖 

辛艳梅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李  林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路立峰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李永全  山东聊城利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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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董  娟  山东聊城利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  玲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刘  君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肖淑霞  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刘洪淑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傅巧真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崔建伟 烟台中医世家医药连药有限公司 

于佳庚  烟台中医世家医药连药有限公司 

刘  飞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三等奖 

黄欲立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郭玉敏  山东聊城利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秦红玉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孙景静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崔  文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臧绪坤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杨  艳  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王  敏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孙盛国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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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超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瑞彩  临沂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孙逢芹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刘元平  临沂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中药炮制工 

一等奖 

宋  磊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刘晓倩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张国印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房玲燕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车  勇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二等奖 

李  怡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王丽萍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  亮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王  宁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李  明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张立庆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郭玲玲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高雅静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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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福平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三等奖 

邵明辉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赵利新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秦红双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孔凡华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刘庆丰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张含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龙  萍  淄博职业学院 

王后强  泰安市合仁堂百草大药房 

杨  捷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李艳梅  东营职业学院 

寇腾腾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赵  春  东营职业学院 

宁  伟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丽丽  山东省济南市医药公司 

3、食品检验工 

一等奖 

李俊卿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于  晓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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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雯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二等奖 

黄丽媛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李  玲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杨晓健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王  钊  山东东阿阿胶集团保健品有限公司 

刘  芳  东营职业学院 

孙倩倩  山东东阿阿胶集团保健品有限公司 

三等奖 

宋艳萍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任召珍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常玉梅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罗秀明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于娓娉  东营职业学院 

张春辉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张雅楠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张玮玮  淄博职业学院 

柴明艳  淄博职业学院 

4、药物制剂工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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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蔚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张发余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郑  蔚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郭洪涛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二等奖 

谢  祯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叶庆军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杨佃志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贾俊芳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王雪莲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维波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郭甜甜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冯玉静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三等奖 

张为杰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杨守娟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吴  倩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刘士玉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杜子坤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王蕾蕾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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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绍贺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崔延林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孙  萌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王芝春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安  芸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韩  凯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李明哲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生物制药工 

一等奖  

孙艳宾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孟凡平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史龙飞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二等奖  

范立嵩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孙翔乾  山东新华制药 

徐园林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郭晓静  山东新华制药  

巩浩然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三等奖 

陈琳琳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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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  菲  山东新华制药  

宋冬雪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雷平平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潘成利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夏  峥  淄博职业学院 

孟凡虎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苏  艳  淄博职业学院  

6、有机合成工 

一等奖 

李光跃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崔成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许莹莹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闫路林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二等奖 

黄  超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闫沛沛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孟凡领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朱安国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于  康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司书伟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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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武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单  展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三等奖  

李锡勇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朱建益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高学霞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刘成厚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秦立民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孙文广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陈雪亮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申万意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马  浩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刘振林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王福强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李  勇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二）学生组 

1、中药调剂员 

一等奖  

韦晓玲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于学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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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丹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陈国华 

刘鑫岩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张立庆 

二等奖  

李  萍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辛艳梅 

崔  悦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李越 

李  敏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武冬雪 

高熠坤  淄博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马伟辰 

王恒薇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傅巧真 

三等奖  

付美月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崔文 

田  辉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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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文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黄欲立 

房  蕾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邵明辉 

郭伟宗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张庆英 

迟  娜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孙景静 

胡金霞  淄博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龙萍 

2、中药炮制工 

一等奖 

宗  玉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李娜 

马  璇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赵利新 

二等奖 

刘素莹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李文志 

王  佳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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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王聪聪 

肖允岚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车勇 

展露源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路立峰 

三等奖 

王  瑾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赵云霞 

周红菊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孟国良 

洪永健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张福鑫 

刘金国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孙建平 

林文玉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李华斌 

3、食品检验工 

一等奖 

张方芹  淄博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柴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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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王艳宏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刘雯 

亓丽阳  淄博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李庆云 

严文慧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范剑 

三等奖 

王可心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石鹏亮 

徐佳业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杨晓健 

殷  娟  淄博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张玮玮 

孙倩倩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刘飞 

4、药物制剂工 

一等奖 

石家琪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马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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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尧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贾俊芳 

刘兆磊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郭甜甜 

二等奖 

何佶喆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陈蔚蔚 

程振博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戴晓侠 

王新惠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杨佃志 

三等奖 

巩家江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周朝桂 

张英杰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赵晶 

张相珍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李明 

张志阳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王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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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鑫鑫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孙萌 

5、生物制药工 

一等奖   

殷  鹏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张慧婧  

二等奖   

董昕雨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李宁 

李  鑫  淄博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苏艳 

刘庆如  威海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范琳 

三等奖  

李婧丽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梁君玲 

王欣薇  滨州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许杰 

曾祥凤  滨州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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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鹏茜  威海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王可美 

樊士胜  威海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范琳 

6、有机合成工 

一等奖  

李文佳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王静 

二等奖  

杨尚超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杨俊玲 

单炜鉴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指导教师：李淑敏 

三等奖  

柏世荣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闫沛沛 

付成冉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张京武 

张  岩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指导教师：王福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