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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通信学会文件
青通学字〔2020〕第 26 号

关于青海省信息通信新技术知识竞赛结果的通报

各单位：

为调动青海省通信学会全体会员的积极性，做好会员单

位服务工作，提高我省信息通信科技工作者能力，青海省通

信学会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举了办青海省信息通信新技

术知识竞赛活动。现将活动结果通报如下：

一、各单位活动组织及参与情况

活动开始后，总体上各单位均按要求积极组织并参与了

活动，各单位参与人数统计如下（按人数由多至少排列）：

单位 人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74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281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277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139

中移铁通青海分公司 113

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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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盛信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45

青海师范大学 31

青海省邮政公司 17

青海大学 8

青海倍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6

青海省邮政管理局 1

青海省气象信息中心 1

活动共计 1897 人参加，根据组织工作表现、参与人数

及基层单位参与度，并考虑企业规模，授予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青海

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五家单位为优秀组织单

位，颁发“优秀组织奖”奖状，并各奖励 1000 元。

其中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作为基层单

位，参加人数 221 人，表现特别突出，特此提出表扬。

二、答题成绩及个人奖项

获奖个人将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根据活动规则，须写

明单位名称，每人只能答题一次，具体获奖人员如下：

一等奖 10 名，各奖 300 元：

李维平 青海倍徳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薛 利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王 瑞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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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兵 青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杨晓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网络运行

维护事业部

朱卫东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李湘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李立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苏慧霞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都兰分公司

王晨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果洛分公司

二等奖 20 名，各奖 200 元：

程俊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湟源分公司

薛长彦 青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刘 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黄南分公司

马彦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郭 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王晓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卫强强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数通分公司

韩梅娟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

牟 奕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李有贇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郭 晶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北州分公司

童 玲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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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海东分公司

杨超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赵芬兰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胡延芳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北州分公司

刘红英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薛睿婕 青海师范大学

海建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袁有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治多分公司

三等奖 36 名,各奖 100 元：

马晓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黄南分公司

同仁营业部

张 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分公司

王 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杨发根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俞发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城中营销部

李永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网络运行

维护事业部

张明辉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韩晓龙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许彤晖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数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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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凯 中移铁通青海分公司

闫洪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姚春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互助分公司

朱 静 青海师范大学

王富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政企交付

运营中心

马雪琴 青海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互助分公司

汪美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马正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网络运维中心

赵 曜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马吉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赵 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鲁宗泉 中移铁通西宁分公司湟源支撑中心

潘成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交付运维中心

李 睿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黄继珍 青海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网络运行

维护事业部

齐 琦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数通分公司

陶 鹏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马国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王岩琦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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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书桓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西宁信维分公司

马志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果洛分公司

再乃白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网络运行

维护事业部

黄 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赵 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谢连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传输应急

事业部

单海鹏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线路维护

中心

付 鹏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维分公司

山成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玉树称多县分公司

请有关单位收到本通报后，以省公司为单位，统一到青

海省通信学会领取证书与奖金。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 93 号

电话：17797180706

联系人：冯时良

青海省通信学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抄报：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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