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学徒名册

年度：2022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名称
（盖章）：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填报人：胡敏杰        联系电话： 15138009969                             填表日
期： 2022年8月4日

序号 姓名 户籍地 性别 年龄 学历
培训职业
（工种）

培训技
能等级

培训期限 备注

1 璩森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6 本科 铸造工 中级 1年

2 郝文虎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3 李永滨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4 本科 铸造工 中级 1年

4 程鹏博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8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5 乔普选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2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 王建军 河南省新安县 男 45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 李生辉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6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8 赵延武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 乔普吉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0 王新平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1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1 王伟利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2 刘延东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2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13 刘金锋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4 张永刚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2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5 高乐凯 河南省济源市 男 38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6 刘广发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2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7 耿中政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18 高迎峰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学徒名册

年度：2022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名称
（盖章）：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填报人：胡敏杰        联系电话： 15138009969                             填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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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户籍地 性别 年龄 学历
培训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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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技
能等级

培训期限 备注

19 张天立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20 刘文东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21 尚社周 河南省沁阳市 男 35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22 刘建辉 河南省上蔡县 男 36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23 杨立周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24 方小虎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2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25 曹兴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6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26 张震宇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27 张志良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6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28 高小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5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29 李执泉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4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0 孙宝童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1 郭克民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8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32 马久华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7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3 邢福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1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4 薛太平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5 姚秋声 河南省济源市 男 42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6 王建中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7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学徒名册

年度：2022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名称
（盖章）：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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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张龙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8 何前进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39 刘宁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0 李鹏飞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1 张海涛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9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2 廉孟昊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0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3 宋志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7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4 常永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5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5 程贝贝 河南省获嘉县 男 3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6 乔羽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47 张森森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8 樊文斌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49 张会丰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0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50 王保航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1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51 刘小棒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0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52 方超超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0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53 杨希超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54 张世龙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学徒名册

年度：2022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名称
（盖章）：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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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022年8月4日

序号 姓名 户籍地 性别 年龄 学历
培训职业
（工种）

培训技
能等级

培训期限 备注

55 徐帅磊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7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56 刘龙生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57 程明乐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6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58 张平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1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59 杨团团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0 薛亮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0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1 陈振祥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7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2 乔延飞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3 杨正兴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1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4 郭永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65 倪天涯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66 李迎辉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5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7 乔兵兵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6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8 黄炳成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9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69 刘璞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4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70 程相钹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6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71 刘良迁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2 师千千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6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学徒名册

年度：2022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名称
（盖章）：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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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职业
（工种）

培训技
能等级

培训期限 备注

73 许洪周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4 汤增辉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5 张金虎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6 李贺龙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7 刘华兴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8 师艳飞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79 党亚杰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8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80 姚守辈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9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81 程传彬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6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82 贾自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4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83 张永辉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6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84 党惊晶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85 张五洋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6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86 杜建鹏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5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87 乔立慧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中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88 蔡磊磊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7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89 乔望杰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7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0 耿则祥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学徒名册

年度：2022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名称
（盖章）：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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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期限 备注

91 陈阳阳 河南省孟州市 男 27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2 樊增增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1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3 牛金隆 河南省孟州市 男 44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4 张小建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5 杨新新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3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6 韩孟孟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1 高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7 关李磊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5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8 郝卢生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初中 铸造工 中级 1年

99 李严明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2 本科 铸造工 中级 1年

100 范康康 河南省孟州市 男 30 大专 铸造工 中级 1年

                                         审批部门（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