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第 29 期大型游乐设施作业人员考试分

组及安排 

考试注意事项： 

为了顺利开展考试、保障大家的健康，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请参加考试人员出示健康码及行程码。考试期间，考试

人员请全程戴好口罩，自觉做好防疫工作，待考人员请带好

本人身份证按要求在规定地点等待考试，不要聚集、喧闹。  

一、考试安排 

1、时间安排 

组别 理论考试 口试 实操 

1 组 8 月 8 日下午 13:00-14:00 

8 月 8 日 

下午 

8 月 8 日上午 

7:00-11:00 

2 组 8 月 8 日下午 14:00-15:00 

3 组 8 月 8 日上午 15:00-16:00 

5 组 / 

4 组 8 月 8 日上午 10:00-11:30 / 

注：请各位考生根据考试安排按时进行考核。 

2、地点安排 

理论考试地点：济南市历城区华能路 89 号 4 楼理论考场； 

口试考试地点：济南市历城区华能路 89 号 2 楼 205 室； 

实操考试地点：大明湖游乐场，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路 273

号大明湖游乐场。 



二、分组表 

考号 
组

别 
姓名 地区 单位名称 项目 备注 

1 

1 

组 

史琳琳 济宁 济宁济东新城文旅科技有限公司 Y2   

2 丁同燕 济宁 泗水县盛御游乐有限公司 Y2   

3 赖小梅 济宁 泗水县盛御游乐有限公司 Y2   

4 杨玉虎 济宁 泗水县盛御游乐有限公司 Y2   

5 陈洪俊 潍坊 高密市瑶瑶儿童主题乐场 Y2   

6 王芳 潍坊 济南欢动游乐场管理有限公司高密分公司 Y2   

7 王晓娜 潍坊 济南欢动游乐场管理有限公司高密分公司 Y2   

8 史贵阳 潍坊 青州市牛角岭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9 武红玉 潍坊 潍坊白浪明珠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Y2   

10 赵旭 潍坊 潍坊白浪明珠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Y2   

11 耿明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12 韩传义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13 李华雷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14 张红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15 张金发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16 王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17 牟昌宁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18 岳胜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19 吴斌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20 蔡加伟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21 

2

组 

刘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22 宋乐宝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23 杨其海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24 于桂珍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25 岳胜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26 吴斌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27 张红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28 张金发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29 耿明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30 韩传义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两项 

31 李华雷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32 王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33 牟昌宁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两项 

34 王松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35 张广东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36 郑乾坤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37 臧睿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38 刘学芹 德州 德州庞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Y2   

39 季雨 淄博 山东红叶柿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40 刘新磊 淄博 山东红叶柿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41 

3 
刘琳琳 淄博 张店波波游乐园 Y2   

42 闫永业 淄博 张店波波游乐园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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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王雨薇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44 陈浩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45 陈政良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46 郭凤杰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47 姜全博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48 鞠泽东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49 刘海岩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50 刘红岩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51 刘小辉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52 马雅宁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53 苏海涛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54 杨光盼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55 郑传芬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56 周中华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57 朱希园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58 张鑫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59 王松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60 张广东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61 郑乾坤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两项 

62 臧睿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两项 

63 苏志强 济南 济南隆裕泰首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Y2   

64 王振鲁 济南 济南隆裕泰首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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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彬 济南 济南隆裕泰首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66 冯玲敏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67 李娅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68 梁洪丽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69 刘金凤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70 苗任凤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71 赵晔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72 隗洪发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73 张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74 孙孝福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A 理论补考 

75 牛文朕 济南 济南融创汇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A 理论补考 

76 韩路路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77 张安安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78 刘立华 德州 山东兴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79 李少峰 德州 山东兴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0 史成静 德州 山东彤运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1 夏贞鹏 德州 山东聚核科技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2 杜洪升 德州 德州富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3 马珂 德州 山东济华德润燃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4 纪书成 济南 山东中油洁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5 时秀业 济南 山东盛世阳光气体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6 杨洋 济南 山东盛世阳光气体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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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朱志成 济宁 曲阜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8 郑浩 济宁 济宁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89 黄亮 济宁 曲阜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90 韩政 济宁 济宁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曲阜母站 R2 理论补考 

91 邱怀乾 聊城 高唐金时燃气公司 R2 理论补考 

92 张传银 临沂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93 徐秀臣 临沂 山东钢铁集团永锋临港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94 
诸葛军

堂 
临沂 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95 周艺辉 潍坊 青州市宏源燃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96 侯志楷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97 赵壮 泰安 泰安市金通燃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98 高连兴 东营 东营市众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99 仇波 临沂 平邑县浚河氧气站 F 理论补考 

100 杨西瑞 日照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日照分院 F 理论补考 

101 张永磊 日照 日照市特种设备检验科学研究院 F 理论补考 

102 王新新 日照 山东宏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103 秦赫 日照 山东宏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104 孙晨 烟台 山东瑞祥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105 王传民 枣庄 滕州市晨明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106 

5

组 

蔡加伟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07 陈新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08 陈新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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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兆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10 郝兆凯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1 李倩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2 刘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3 宋俊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4 宋乐宝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5 魏梦佳 德州 德州市乾兆花海 Y2 实操补考 

116 徐聪聪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7 杨其海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8 张雯雯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19 张志娜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20 郑美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21 朱忠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22 朱忠智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23 董聪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24 姜冰倩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25 王庆全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26 王庆全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27 吴召芹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28 徐媛媛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29 张华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30 余金付 济宁 济宁市瑞悦经贸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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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岳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32 庞桂红 德州 德州市乾兆实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33 杨风鹏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34 马秀丽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35 王刚 济南 济南精灵世界游乐园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36 王忠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37 梁健 济南 山西比趣乐园文化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Y2 实操补考 

138 马立柱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39 王道坤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40 张景武 济南 山东元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1 蔡晓涵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2 李昌东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3 马存泽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4 王元兴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5 左昌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6 孙志浩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7 赵志强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1 实操补考 

148 孙欣欣 临沂 山东合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149 于晓华 烟台 烟台市鱼鸟河游乐园有限公司 Y2 实操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