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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全省移动互联技术与应用创新大赛
成绩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

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

东省总工会、共青团山东省委主办，山东省国防机械电子工会、

山东电子学会承办的“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2019

年第四届山东省电子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省移动互联技

术与应用创新大赛”于 11月 15日在济南科技金融大厦成功举办。

本次大赛前期征集项目 260 余个，经过 16 个地市的推荐和

东西两个分赛区的举办，共有 200 多位参赛选手进入总决赛。通

过总决赛现场路演，经总决赛评审小组一致审定，大赛共决出特

等奖 1 名，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组

织奖 3 家。

山东电子学会文件



现将获奖项目名单予以公布。希望获奖单位和选手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争取新的提高与突破。

附件：全省移动互联技术与应用创新大赛获奖名单

山东电子学会

2019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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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移动互联技术与应用创新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团队成员

特等奖

1 信用卡大数据营销系统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刘增文、王卫、任衡喆、连加俊、刘岩、王文东

一等奖

1 96005656 服务平台 山东天风软件有限公司
高亮、胡毅、马永敏、韩齐上、王雪、葛鲁肖、肖

芳玢、张工、周亭亭

2 医护资格医学教育平台 山东微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王执祥、杨传彬、匡亚洲、王宁宁、尹冲

3 数据库调优专家云 山东笛倍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吕霄峰、张春领、何健

4 联信万物互通泛社交联盟平台 青岛联合汇信科技有限公司 鲍桂乾、王广银、于向博、管乐乐、李春雨

5 农业病虫害物联网测控信息平台 济南祥辰科技有限公司
王圣楠、孙洪涛、刘元宝、岳增山、王凯、郭妍妍、

李瑞程、王延堂

6 钢丝绳激光强磁无损探伤系统 济宁康华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陈端庭、涂兴子、常增光、郝传海、李宁宁

7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餐厅增效数据

平台
山东和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占强、王冠明、齐永刚、蒿金凤

8 警银类罪资金监测与分析系统 山东煜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韩杰、于前、苑峰、王德霞、宫滨、李嘉祺

9 重点项目可视化指挥平台 山东政信大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郭洋、罗梅红、刘礽、马伟剑、王菲

10 手店 山东集采易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李辉、韩秀花、诸葛祥彬、冯遵天

二等奖

1 小白人·餐桌智媒体项目 山东宜诺威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丁茹

2 图背单词 山东瓜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王楠楠、赵春全、吕海民、朱凯鹏、邹燕

3 基本公卫 APP 临沂市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李东晖、王建宗、王相富、于凤健

4 新型信息化智能水泵 山东心传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沈勇、潘波、潘红英、屈兵、王萌、潘芬

5 稻米综合利用项目 济宁市邦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闫庆祥、闫庆宝、王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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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济南太阳娃语言艺术 济南市天桥区太阳娃文化艺术咨询工作室 宋向阳

7 山大慧尚书院 山东慧至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付琳

8 工业机器人的系列化研发与制造 山东宋新楼机器人有限公司 宋宏法、马崇彩、刘继海、冯平、郝英敏、宋红斌

9 基于大数据的 ERP 库存优化解决方案 山东怡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家献、王海英、李先帅

10 众包众创联盟平台 山东齐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孙强 ，黄景旗，赵志良，董延鹏

11 点点工 山东点点工科技有限公司 顾轩华、李敏、马圣全、黄琼

12 高杨程大功率潜水泵 济宁安泰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张宁宁、李萌萌、 郭玉朋、 郭倩、李志远

13 智能楼宇云控系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指导老师:马根

团队成员:乔元健、孙玉霖、李文鑫、辛同亮、柳叶、

张增光、王青浩

14 基于大数据的书剧影音融媒体平台 山东新网影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杜月海、闫恒生 、韩旭 、周琳凯 、郑星昊、 范

德利、 姜琳琳

15 影行班车如影随形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指导老师：郭冬冬、范一媚

成员：王玉忠、牛晗旭、吕梦佳、孙晋、王玉玉

16 时光不老互助养老项目 山东大数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李本然、 于恩沐、 张雅静 、王凯、 丁菊

17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场景 智慧客服

赋能平台
烟台市艾珀尔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庆宇、董京霖、孙玉霞

18 导声 App 智能语音熟人社交软件 满满科技有限公司 张忠恒、邵明坤、胡谭龙

19 自动化安全检测平台 山东仰望星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桑阳

20 妙语语言艺术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指导老师：张思玺

成员：王郝、王鲁浩、徐晨阳

三等奖

1 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山东知库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郭子文、刘振杰、赵云峰

2 新型油田电动作业设备研制与应用 滨州学院

指导教师：张冉、许明清、贾荣丛

项目成员：王绪洋、王庆坤、孙文杰、黄朝凯、闫

成博、迟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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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谷多优选 山东谷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敬军淇、汪泰宇

4 济南市寄递安全网格化管理系统 济南市快递协会 徐静东、马天

5 枣庄康桥 枣庄友诚商贸有限公司 顾军利、马亚莉

6 创业新型盈利系统 历城区萌叔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 刘堂永

7 重伤设备动态管理系统 山东大莱龙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周宗贺、王梓福

8 口腔标准练习模型 济宁星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张养荣、陈玲

9
基于无线充电技术的 AI 智能家庭教育

机器人
中谦至合（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李雪刚、张福元、李沙沙、乔增贤

10 校园文化管家 山东省实验中学 程依诺

11 高效节能智能果蔬脱水设备 烟台思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王中帅 、姜忠潮

12 媒体一键发 山东翰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曹轩玮、李明辉

13 爱哩呜 山东惠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李虎、李勇、刘婷、韩平、郝振、王子寒

14
基于云和大数据技术的母婴供应链运

营平台
山东一加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忠亮 、马怀海、 翁晓青

15 汪言喵语 山东有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李家乐

16 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新发展 山东智盛未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珍、王鹏

17 基层医疗兔小币 his 云平台 烟台浩园软件有限公司 李本然、 周昊、 高飞、 张鹏程、 吴志超

18 云教育慕课 山东亿斯特教育有限公司 王子祯、刘清华、沙宗泰

19 移动互联影视开发 非电影工作室 李小非

20 合派微教育平台-3 平方 山东合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候宗明

优秀组织奖

济南科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金融科技企业孵化平台

鱼台海创汇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