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 6：学生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序号 学生姓名 所学专业 大赛名称 大赛级别 获奖时间 获奖级别 指导教师 

1 刘柄辰 旅游管理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山东选拔赛酒店接待项

目 

省一类 2019.1 二等奖 

赵洪宁 

王飞飞 

刘宝婷 

2 刘梦瑶 旅游管理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山东选拔赛酒店接待项

目 

省一类 2019.1 三等奖 

赵洪宁 

王飞飞 

刘宝婷 

3 刘柄辰 旅游管理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山东选拔赛酒店接待项

目 

省一类 2020.1 二等奖 
赵洪宁 

王飞飞 

4 曲丹丹 旅游管理 

“鼎盛诺蓝杯”第十一

届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

能（饭店服务）大赛 

省二类 2019.5 三等奖 

王绚丽 

宋爱辉 

赵洪宁 

5 

 

王晓宇 

 

导游 
第四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2．5 一等奖 

李丹 

张云萍 

6 

 

刘洋 

 

导游 
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

（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2．5 二等奖 

张云萍 

李丹 

7 鞠秀坤 旅游管理 
第六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4．5 一等奖 

张云萍 

李丹 

刘仲雨 

8 古沣瑶 旅游管理 
第六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4．5 一等奖 

李丹 

张云萍 

刘仲雨 

9 赵鑫蕾 导游 
第八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6．5 一等奖 

邢伟凤 

刘仲雨 

10 初玫静 导游 
第八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6．5 一等奖 

刘仲雨 

邢伟凤 

11 程龙飞 旅游管理 
第十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8．5 一等奖 

宋丽 

张超 

邢伟凤 

12 李建伟 导游 
第十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8．5 一等奖 

邢伟凤 

刘余业 

刘仲雨 

13 刘柄辰 旅游管理 
第十届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导游服务） 
省二类 2018．5 一等奖 

刘仲雨 

刘余业 

宋丽 

14 宋昕 邮轮乘务 
第七届全国旅游院校饭

店服务技能大赛 
省二类 2015.5 一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赵洪宁 

15 马鑫渊 旅游管理 
第七届全国旅游院校饭

店服务技能大赛 
省二类 2015.5 一等奖 

王绚丽 

宋爱辉 

赵洪宁 



16 栾少颖 旅游管理 
第九届全国旅游院校饭

店服务技能大赛 
省二类 2017.5 一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赵洪宁 

17 张晓霞 旅游管理 
第九届全国旅游院校饭

店服务技能大赛 
省二类 2017.5 三等奖 

王绚丽 

宋爱辉 

赵洪宁 

18 班小涵 邮轮乘务 
第十一届全国旅游院校

饭店服务技能大赛 
省二类 2019.5 二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赵洪宁 

19 姜雅楠 旅游管理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省赛 
省一类 2019.10 三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赵洪宁 

20 胡子威 空乘服务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省赛 
省一类 2018.10 三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赵洪宁 

21 矫玲钰 空乘服务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省赛 
省一类 2018.10 三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赵洪宁 

22 闫沙沙 旅游管理 
第五届全国旅游院校饭

店服务技能大赛 
省二类 2013.5 二等奖 

宋爱辉 

赵洪宁 

23 戚蕾 旅游管理 
第五届全国旅游院校饭

店服务技能大赛 
省二类 2013.5 三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24 孙晓梅 旅游乘务 烟台市第一届茶艺大赛 市一类 2017.10 一等奖 
宋爱辉 

刘余业 

25 宋昕 邮轮乘务 
烟台市凤凰山杯饭店服

务技能大赛 
市一类 2016.10 一等奖 

宋爱辉 

王绚丽 

26 班小涵 邮轮乘务 
技能兴鲁饭店服务技能

大赛 
市二类 2020.10 一等奖 王绚丽 

27 姜雅楠 旅游管理 
技能兴鲁饭店服务技能

大赛 
市二类 2020.10 一等奖 宋爱辉 

28 班小涵 邮轮乘务 
技能兴鲁饭店服务技能

大赛 
省二类 2020.11 一等奖 王绚丽 

29 姜雅楠 旅游管理 
技能兴鲁饭店服务技能

大赛 
省二类 2020.11 二等奖 宋爱辉 

30 赵凯迪 空中乘务 
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导

游赛项 
省一类 2020.12 三等奖 刘仲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