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期大型游乐设施作业人员考试分组表 

序号 组别 姓名 
所属地

区 
单位名称 项目 备注 

1 

1 组 

于晓华 烟台 烟台市鱼鸟河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2 姜冲 烟台 烟台市鱼鸟河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3 孙立赛 烟台 烟台市鱼鸟河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4 田茂滕 淄博 山东万隆游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Y2 两项 

5 周磊 济宁 济宁市瑞悦经贸有限公司 Y2   

6 周广富 济宁 济宁市瑞悦经贸有限公司 Y2   

7 余金付 济宁 济宁市瑞悦经贸有限公司 Y2   

8 黄妍华 烟台 
烟台金质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Y2   

9 魏梦佳 德州 德州市乾兆花海 Y2   

10 庞桂红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11 韩秀云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12 张志娜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13 王蕊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14 苏岳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15 张雯雯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16 曲冰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17 朱忠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18 李丁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19 杨波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20 高天宇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21  

 

 

2 组 

 

 

田茂滕 淄博 山东万隆游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Y1 两项 

22 刘军 济南 山东金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23 王俊皓 淄博 淄博玉带湖生态乡村庄园有限公司 Y2   

24 徐聪聪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25 
 

 

 

 

 

 

 

 

 

 

2 组 

王志豪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26 孟娟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27 甄盼盼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28 李倩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29 孙欣欣 临沂 山东合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Y2   

30 孙传银 临沂 山东合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Y2   

31 庞红领 菏泽 山东惠和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Y2   

32 李贺贺 菏泽 山东惠和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Y2   

33 刘海峰 滨州 山东华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34 鲁伟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德泰堂

国际商务大厦 1711 
Y1   

35 解涛 淄博 山东盛方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Y1   

36 高天宇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37 杨波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38 朱忠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39 李丁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40  

 

 

 

 

 

 

 

3 组 

 

 

 

 

 

 

 

 

 

韩在勇 德州 山东坤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Y2   

41 韩志华 济南 
山东房干帅旗集团天宫人家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Y1   

42 刘军 济南 山东金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43 马运峰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44 赵春林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45 王洪涛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46 陈巧灵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47 王刚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1   

48 王跃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1   

49 张燕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0 郭强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1 
 

 

 

3 组 

段峰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2 张林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3 李飞飞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4 徐焕英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5 郑丽娟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6 甘露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7 陈俊等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58 

4 组 

位代弟 济南 
山东青山绿水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Y2   

59 艾媛媛 济南 
山东青山绿水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Y2   

60 丁玉荣 济南 
山东青山绿水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Y2   

61 马登禄 济南 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 Y2   

62 郝兆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63 蔡加伟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64 刘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65 韩传义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66 陈新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67 宋俊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68 牟昌宁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69 宋乐宝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70 杨风鹏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71 张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72 魏伟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73 杨其海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74 徐士民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75 郑美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76 马秀丽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77 

5 组 

郝兆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78 蔡加伟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79 刘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0 韩传义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1 陈新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2 宋俊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3 牟昌宁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4 宋乐宝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5 杨风鹏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6 张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7 魏伟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8 杨其海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89 

6 组 

董聪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0 马立柱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1 徐凤美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2 王道坤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3 刘涛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4 隗洪发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5 王忠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6 宋波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97 王庆全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98 赵方煜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99 张林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100 张耀文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101 朱晓苏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102  

7 组 

 

董聪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103 马立柱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104 
 

 

 

7 组 

徐凤美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105 王道坤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106 宋波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107 王庆全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108 刘涛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109 隗洪发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110 王忠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补 1   葛秀同 临沂 沂水东方游乐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2   王树 淄博 山东万隆游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3   焦伟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4   何秉官 滨州 滨城区秉官游乐场 Y1 实操补考 

补 5   厉慧贞 滨州 滨城区秉官游乐场 Y1 实操补考 

补 6   王超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7   薛立霞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8   张国庆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9   张振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0   李勇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1   马恒吉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2   陈辉 济宁 
嘉祥县左岸小镇乡村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3   刘立 聊城 聊城市交大科技园实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4   付东卫 聊城 聊城市交大科技园实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5   崔海青 淄博 山东红叶柿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6   马百川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补 17   裴中宽 潍坊 潍坊白浪明珠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8   徐传美 潍坊 潍坊白浪胜景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19   葛延森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0   王文豪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1   赵雷军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2   聂乾云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3   司洪志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4   张文静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5   马泽伟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6   杨金玲 烟台 烟台南山游乐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7   张金诚 潍坊 诸城春林雨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8   葛洪征 潍坊 诸城春林雨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29   刘龙 菏泽 成武财金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30   杨昊谕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31   任立杰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32   张倩倩 济南 济南大明湖 Y2 理论补考 

补 33   付培正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34   赵文杰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35   柏宗宇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36   张传雷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37   刘勇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38   许赛莉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39   王艳艳 菏泽 核桃园镇付庙村 Y2 实操补考 

补 40   范小妮 菏泽 核桃园镇庞庄村 Y2 实操补考 

补 41   刘明明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2   王雪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3   李博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4   常凯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5   庞洪辰 济南 济南龙门山旅游策划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6   周敏 济南 济南龙门山旅游策划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7   刘恩志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8   刘延彪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49   魏金辉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50   刘文涛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51   武世鑫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52   李守擎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53   杨可旺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54   丁薪桥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55   刘倩倩 济南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风景区 Y2 实操补考 

补 56   邓如将 济宁 
嘉祥县左岸小镇乡村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Y1 实操补考 

补 57   陈辉 济宁 
嘉祥县左岸小镇乡村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Y1 实操补考 

补 58   王宪侃 淄博 金麒旅游开发（山东）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补 59   曲文斌 淄博 金麒旅游开发（山东）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60   吴楚岳 济南 千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服务中心 Y1 实操补考 

补 61   王玉娟 菏泽 山东锦创旅游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62   黄立文 菏泽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白虎山动物园 Y2 实操补考 

补 63   李集权 菏泽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白虎山动物园 Y2 实操补考 

补 64   孙航 潍坊 潍坊弘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补 65   曹振 淄博 淄博京粤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