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集团首届职工运动会获奖名单 

一、田径 100 米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田径 100米男子中年组 

冠军 庞凯 省医药集团 

亚军 刘轶 地税局印刷厂 

季军 李莉刚 地税局印刷厂 

优胜奖 胡郁 旭日文化 

优胜奖 周大勤 教育社 

优胜奖 仲朝峰 少儿社 

田径 100米男子青年组 

冠军 史良弼 时代物资 

亚军 施哲 天鹅湖大酒店 

季军 李涛 时代科技 

优胜奖 昌磊 时代新媒体 

优胜奖 刘小安 安泰股份 

优胜奖 王春山 少儿社 

优胜奖 姚衎 文艺社 

优胜奖 吴涛 少儿社 

优胜奖 刘委 时光流影 

优胜奖 沈永刚 时代发行 

优胜奖 杨康 少儿社 

优胜奖 钱昆 时代华印 

田径 100米女子中年组 

冠军 王琳 教育社 

亚军 肖豫茜 科技社 

季军 唐勤英 天鹅湖大酒店 

田径 100米女子青年组 

冠军 张雯 科技社 

亚军 王婷婷 时代新媒体 

季军 方姝媛 人民社 

季军 仰孝欢 安泰股份 

优胜奖 何梦婷 时代发行 

优胜奖 徐冉 文旅集团 

优胜奖 刘谨瑄 安泰股份 

优胜奖 鲍静 时代科技 

优胜奖 曹晓萌 时代华印 

优胜奖 吉利 教育社 

优胜奖 吴静文 文艺社 

优胜奖 沙晨璐 旭日文化 



 

二、田径女子 800 米、田径男子 1000 米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田径 800米女子中年组 

冠军 苗彩玲 省医药集团 

亚军 胡锦玲 时代科技 

季军 洪红 天鹅湖大酒店 

田径 800米女子青年组 

冠军 徐松 时代科技 

亚军 何梦婷 时代发行 

季军 吴丽娟 少儿社 

优胜奖 李俊 时代出版本部 

优胜奖 于彩丽 星报传媒 

优胜奖 何丹丹 时代科技 

优胜奖 饶丹 安泰股份 

优胜奖 赵静 21少儿社 

田径 1000米男子中年组 

冠军 庞凯 省医药集团 

亚军 陆鹏 天鹅湖大酒店 

季军 刘太松 天鹅湖大酒店 

优胜奖 吴玉军 地税局印刷厂 

优胜奖 吴中友 人民社 

优胜奖 张凌生 省中旅 

田径 1000米男子青年组 

冠军 沙松 时代发行 

亚军 姚衎 文艺社 

季军 郭贵君 集团物业 

优胜奖 胡锦钊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杨善金 天鹅湖大酒店 

优胜奖 张磊 文艺社 

优胜奖 戴大清 时光流影 

优胜奖 章丙祥 旭日文化 

优胜奖 程华石 时代新媒体 

优胜奖 高瞰 时代新媒体 

优胜奖 颜传东 华丰印务 

优胜奖 方岳华 时代科技 

 

 

 



三、羽毛球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男子 

冠军 李存祥 新华印刷 

亚军 胥超 新华印刷 

季军 李俊 少儿社 

优胜奖 李仕兵 华文创投 

优胜奖 陈绍刚 星报传媒 

优胜奖 倪向东 时光流影 

优胜奖 余啸锋 华丰印务 

优胜奖 徐欣文 旭日文化 

优胜奖 黄志军 时代华印 

优胜奖 张勇 教育社 

优胜奖 刘皓 时代新媒体 

优胜奖 许海波 教育社 

优胜奖 周大勤 教育社 

优胜奖 陈明 时代科技 

优胜奖 杨子海 时代科技 

优胜奖 李春 科技社 

女子 

冠军 房西子 华文国际 

亚军 朱婧 科技社 

季军 李俊 时代出版本部 

优胜奖 钱湘林 科技社 

优胜奖 丁云枝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王雪 普兰德 

优胜奖 王思旖 天鹅湖大酒店 

优胜奖 王艳 科技社 

优胜奖 唐兆云 时代华印 

优胜奖 江沁华 新华印刷 

优胜奖 汤佳玲 时代华印 

优胜奖 江舒帆 时光流影 

优胜奖 刘田甜 时代科技 

优胜奖 丁馨 美术社 

优胜奖 侯宏妹 文艺社 

优胜奖 张莉 新华印刷 



四、乒乓球单打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男子 

冠军 郑飞 智慧时代 

亚军 张浩 教育社 

季军 胡正义 时代出版本部 

优胜奖 王贤松 星报传媒 

优胜奖 高翔 华文国际 

优胜奖 黄书权 教育社 

优胜奖 武忠平 美术社 

优胜奖 潘振球 芜湖新华 

优胜奖 倪毅 美术社 

优胜奖 李华 少儿社 

优胜奖 刘金保 华文国际 

优胜奖 吴玉军 地税局印刷厂 

优胜奖 林清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叶兆恺 科技社 

优胜奖 李明杰 地税局印刷厂 

优胜奖 李弘毅 时代发行 

女子 

冠军 沙红 新华印刷 

亚军 赵军荣 新华印刷 

季军 胡莉 文艺社 

优胜奖 杨小红 科技社 

优胜奖 李天兵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陈慧丽 安泰股份 

优胜奖 沈丽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吴筠 人民社 

 

 

 

 

 

 



五、立定跳远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立定跳远女子组 

冠军 何丹丹 时代科技 

亚军 张雯 科技社 

季军 江舒帆 时光流影 

优胜奖 刘燕 天鹅湖大酒店 

优胜奖 刘畅 文艺社 

优胜奖 吉利 教育社 

优胜奖 肖玲 华丰印务 

优胜奖 王艳 科技社 

立定跳远男子组 

冠军 史良弼 时代物资 

亚军 单兆国 安泰股份 

季军 周莹凯 时光流影 

优胜奖 王春山 少儿社 

优胜奖 袁野 少儿社 

优胜奖 杨之杰 安泰股份 

优胜奖 张俊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丁晓吟 旭日文化 

优胜奖 卢磊 普兰德 

优胜奖 李欣 时代发行 

优胜奖 周红华 科大立安 

优胜奖 杨旭 时代出版本部 

 

 

 

 

 

 

 

 

 



六、跳绳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跳绳男子组 

冠军 李存祥 新华印刷 

亚军 周红华 科大立安 

季军 黄晓峰 财政厅印刷厂 

优胜奖 孔一闻 安泰股份 

优胜奖 王宗琦 教育社 

优胜奖 李俊 少儿社 

跳绳女子组 

冠军 周曦晶 普兰德 

亚军 唐婕 普兰德 

季军 朱婧 科技社 

优胜奖 王陶然 时代少儿 

优胜奖 盛玥 时代少儿 

优胜奖 倪建华 时代出版本部 

优胜奖 龚丽君 美术社 

优胜奖 张莉 新华印刷 

优胜奖 王雪 普兰德 

优胜奖 洪武云 科技社 

优胜奖 吴雅妮 时代科技 

优胜奖 唐茂琴 省医药集团 

 

 

 

 

 

 

 

 

 

 



七、自行车慢骑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自行车慢骑男子组 

冠军 马超 时代少儿 

亚军 郑森 时代科技 

季军 李春 科技社 

优胜奖 李雨 星报传媒 

优胜奖 邱家前 华丰印务 

优胜奖 周红华 科大立安 

优胜奖 郑亚 新华印刷 

优胜奖 焦长勇 时代新媒体 

优胜奖 戴永斌 新华印刷 

优胜奖 王海涛 集团物业 

优胜奖 李莉刚 地税局印刷厂 

优胜奖 陈绍刚 星报传媒 

自行车慢骑女子组 

冠军 周曦晶 普兰德 

亚军 郑璐璐 华丰印务 

季军 房西子 华文国际 

优胜奖 唐婕 普兰德 

优胜奖 刘军玲 文艺社 

优胜奖 金前文 美术社 

优胜奖 韩露露 少儿社 

优胜奖 桂鹏 文艺社 

优胜奖 朱丽萍 集团物业 

优胜奖 李燕燕 华文国际 

优胜奖 张境宁 星报传媒 

优胜奖 洪伟 少儿社 

 

 

 

 

 

 



八、飞镖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飞镖男子组 

冠军 李听听 科技社 

冠军 朱一之 少儿社 

亚军 牛苏皖 省医药集团 

亚军 郑可 教育社 

季军 赵帅 美好时代 

优胜奖 李洁松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包云鸠 时代出版本部 

优胜奖 闾勇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孔群 集团物业 

优胜奖 李明杰 地税局印刷厂 

优胜奖 孙建德 地税局印刷厂 

优胜奖 鲁春松 新华印刷 

飞镖女子组 

冠军 徐天婕 时代出版本部 

亚军 常诗慧 时光流影 

季军 陈慧丽 安泰股份 

优胜奖 桂勤 科技社 

优胜奖 李瑞瑞 时代科技 

优胜奖 曾冰 文艺社 

优胜奖 成璐璐 时光流影 

优胜奖 崔雯雯 时代发行 

 

 

 

 

 

 

 

 

 



九、女子立定投篮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女子立定投篮 

冠军 钱湘林 科技社 

亚军 黄群 时代新媒体 

季军 刘丽丽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李雪颖 文艺社 

优胜奖 刘田甜 时代科技 

优胜奖 倪建华 时代出版本部 

优胜奖 王艳 科技社 

优胜奖 高清艳 科技社 

优胜奖 沈丽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王蕊 省医药集团 

优胜奖 陈红 星报传媒 

优胜奖 张睿 科大立安 

 

 

 

十、象棋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象棋比赛 

冠军 张少峰 新华印刷 

亚军 周灵 时代发行 

季军 黄光胜 少儿社 

优胜奖 刘刚 华丰印务 

优胜奖 程大海 少儿社 

优胜奖 苗春晖 安泰股份 

优胜奖 王邦彩 普兰德 

优胜奖 周燕 新华印刷 

 

 

 

 



十一、田径 4 X 100 米接力 

项目 成绩 队名 

田径 4*100米接力男子组 

冠军 少儿社 

亚军 科技社 

季军 时代科技 

田径 4*100米接力女子组 

冠军 科技社 

亚军 时代发行 

季军 时光流影 

 

十二、拔河 

项目 成绩 队名 

拔河比赛 

冠军 省医药集团 

亚军 时代科技 

季军 天鹅湖大酒店 

优胜奖 时代新媒体 

优胜奖 文艺社 

 

十三、男子足球 

项目 成绩 队名 

男子足球 冠军 主业二队 

 

十四、男子篮球 

项目 成绩 队名 

男子篮球 

冠军 时光流影 

亚军 时代发行 

季军 科大立安 

优胜奖 时代新媒体 

 

 



十五、四人五足 

项目 成绩 队名 

四人五足比赛 

冠军 华丰印务 

亚军 美术社 

季军 财政厅印刷厂 

优胜奖 科大立安 

优胜奖 时代新媒体 

 

十六、乒乓球团体 

项目 成绩 队名 

乒乓球女子团体 

冠军 科技社 

亚军 文艺社 

季军 省医药集团 

乒乓球男子团体 

冠军 地税局印刷厂 

亚军 时代出版总部 

季军 医药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