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市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面向企业内部职工）

序号 机构名称 评价职业（工种）及等级 地址 联系方式

1
河南开元中小空分设

备有限公司   
（Y000041020001）

气体深冷分离工 5、4、3、2、1

河南省开封市宋城
路宋城大道131号

王劲华
（18003789186）

金属材酸碱洗工（金属材酸洗工） 5、4、3、2、1

金属材酸碱洗工（金属材碱洗工 5、4、3、2、1

车 工 5

车 工（普通车床） 4、3、2、1

车 工（数控车床） 4、3、2、1

铣 工 5

铣 工(普通铣床) 4、3、2、1

铣 工(数控铣床) 4、3、2、1

磨 工(普通磨床磨工) 5、4、3、2、1

磨 工(数控磨床磨工) 5、4、3、2、1

铆 工 5、4、3、2、1

冲压工 5、4、3、2、1

钳 工 5、4、3、2、1

压缩机操作工 5、4、3、2、1

工业气体生产工(气体分离) 5、4、3、2、1

工业气体生产工(液化气体生产) 5、4、3、2、1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叉车司机) 5、4、3、2、1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桥式起重机司机) 5、4、3、2、1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门式起重机司机) 5、4、3、2、1

电 工 5、4、3、2、1

仪器仪表维修工 4、3、2、1

气体深冷分离工 5、4、3、2、1

无损检测员 4、3、2、1

化学检验员 5、4、3、2、1

2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
司（Y000041020002）

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2、1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
封片区宋城路99号

闫祥霞 
（13700782646）

汽车维修工(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2、1

涂装工(涂装预处理工) 5、4、3、2、1

涂装工(涂料调配工) 5、4、3、2、1

涂装工(涂装后处理工) 5、4、3、2、1

涂装工(防锈处理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发动机装调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变速器装调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零部件装调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整车装调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电气装调工) 5、4、3、2、1

汽车生产线操作工(汽车涂装生产线操作工) 5、4、3、2、1

汽车生产线操作工(汽车焊装生产线操作工) 5、4、3、2、1

3
开封市鑫旺棉业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03）

纤维检验员（棉花类纤维检验） 5、4、3、2、1

尉氏县工业园区福
园路路北

李银平
（18530127035）

开清棉工 5、4、3、2、1

纺织纤维梳理工 5、4、3、2

并条工 5、4、3、2

粗纱工 5、4、3、2、1

纺纱工 5、4、3、2、1

磨工（数控磨床磨工) 5、4、3

钳工 5、4、3、2、1

电工 5、4、3、2、1

制冷空调设备装配工 5、4、3

质检员 4、3

4
河南牧宝车居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04）

裁剪工(纺织品裁剪工) 5、4、3
开封市金明大道南
段626号附11号

于  丹
（18837812099）缝纫工（纺织品缝纫工） 5、4、3

5
开封市博信电器安装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05）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5、4、3

开封市金明西街25
号

王  伟
（15517809918）

制冷空调设备装配工 5、4、3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家用空调器维修工） 5、4、3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家用视频产品维修工）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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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封市博信电器安装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05）

电工 5、4、3

开封市金明西街25
号

王  伟
（15517809918）

6
河南建祥木业有限公
司（Y000041020006）

装饰装修工（抹灰工） 5、4、3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
经二路北段西侧

王吉林
（18237112209）

装饰装修工（油漆工） 5、4、3

装饰装修工（镶贴工） 5、4、3

装饰装修工（涂裱工） 5、4、3

装饰装修工（地板铺装工） 5、4、3

装饰装修工（厨卫设备安装维修工） 5、4、3

建筑门窗幕墙安装工（建筑幕墙安装工） 5、4、3

建筑门窗幕墙安装工（建筑门窗安装工） 5、4、3

管工 5、4、3

电气设备安装工 5、4、3

手工木工（室内木装修工） 5、4、3

手工木工（木制家具工） 5、4、3

7
河南中联重科智能农

机有限责任公司
（Y000041020007）

车工 5

河南自贸实验区开
封片区宋城路98号

付永帅
（15093615210） 
（15515437937）

车工（普通车床） 4、3、2、1

车工（数控车床） 4、3、2、1

农机修理工 5、4、3、2、1

拖拉机制造工（拖拉机整机装试工） 5、4、3、2、1

拖拉机制造工（拖拉机电器装试工） 5、4、3、2、1

收获机械制造工 5、4、3、2、1

8
开封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Y000041020008）

燃气储运工（燃气管网运行工） 5、4、3
开封市宋城路90号

王立柱
（17737889966）燃气储运工（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 5、4、3

9
尉氏县久龙橡塑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09）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炼胶工） 5、4、3、2

河南省尉氏县南环
路11号

范景云
（13503487056）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硫化工） 5、4、3、2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半成品生产工） 5、4、3、2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成型工） 5、4、3

质检员 5、4、3

电工 5、4

钳工 5、4、3

10
开封泰邦健康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Y000041020010）

养老护理员 5、4、3
开封市龙亭区复兴
大道圣桦城8号楼

李  洋
（15515887018）

11
河南特耐工程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Y000041020011）

钳工 5、4、3

开封市精细化工产
业集聚区（310 国
道与杭州路交叉

口）

王  巍
（18623785875）

电工 5、4、3

物理性能检验员 5、4、3

化学检验员 5、4、3

试验员 5、4、3

12
开封市万宝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12）

汽车维修工（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2
开封市金明大道 88 

号
刘瑞华

（18568661156）电子商务师 4、3

13
开封市百氏康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
（Y000041020013）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调剂员） 5、4、3
开封市鼓楼区省府

前街53号
栗  彤

（15890992373）

14 开封空分集团有限公
司（Y000041020014）

车工 5

开封市魏都路 189 
号

赵四季
（15736888771）

车工（普通车床） 4、3

车工（数控车床） 4、3

铆工 5、4、3

气体深冷分离工 5、4、3

15
开封明仁药业有限公
司（Y000041020015）

药物检验员（药物分析员） 5、4、3

开封经济开发区黄
龙园区园区路 8 8 

号

楚晶晶
（15565115513）

药物制剂工 5、4、3

医药商品购销员(药品购销员) 5、4

化学合成制药工(药物合成反应工) 5、4、3

化学合成制药工(药物分离纯化工) 5、4、3

化学合成制药工(原料药精制干燥工) 5、4、3、2

化学检验员 5、4、3

16
开封市宏达变速机械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16）

车工 5

开封市祥符区宏达
大道11号

王志霞
（1383996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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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开封市宏达变速机械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16）

车工（数控车床） 4、3

开封市祥符区宏达
大道11号

王志霞
（13839961147）

铣工 5

铣工（数控铣床） 4、3

钳工 5、4、3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叉车司机） 5、4、3

17
河南瑞福祥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17）

养老护理员 5、4、3 开封市尉氏县开港
大道与2s102交叉口

东

谷  慧
（18537827877）健康管理师 3

18
杞县金大源实业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18）

包装工 5、4、3
开封市杞县经三路

中段路西
彭小见

（15237881776）非织造布制造工（非织造布制作工） 5、4、3

19
开封市金盛热力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19）

供热管网系统运行工（热力管网运行工） 5、4、3
开封市开发区集英
街以西周天路以北

吴頔子
（15837897074）

钳工 5、4

电工 5、4

20
开封瑞科阀门有限公
司（Y000041020020）

车工 5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福园路西段

赵伟伟
（13803781496）

车工（数控车床） 4、3、2、1

铣工 5

铣工（数控铣床） 4、3、2、1

金属热处理工 5、4

镗工 5

镗工（普通镗床） 4、3、2、1

21 开封宋皇宴酒厂
（Y000041020021）

白酒酿造工（白酒配酒工） 5、4、3

开封市尉氏县大营
镇三户赵村

潘伟锋
（15737840199）

白酒酿造工（白酒蒸馏串香工） 5、4、3

白酒酿造工（白酒灌装工） 5、4、3

白酒酿造工（白酒贮酒工） 5、4、3

白酒酿造工（白酒发酵工） 5、4、3

白酒酿造工（白酒原料粉碎工） 5、4、3

白酒酿造工（白酒制曲工） 5、4、3

白酒酿造工（白酒酵母工） 5、4、3

白酒酿造工（白酒微生物培菌工） 5、4、3

酿酒师（白酒） 2、1

品酒师（白酒、黄酒、果酒、露酒） 4、3、2、1

22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

建设有限公司
（Y000041020022）

管工 5、4、3、2、1

开封市汴京路53号
张福员

（13700782013）

钳工 5、4、3、2、1

铆工 5、4、3、2、1

电工 5、4、3、2、1

起重工 5、4、3、2

手工木工(木模板工) 5、4、3、2、1

混凝土工(混凝土浇筑工) 5、 4、 3

钢筋工 5、4、3、2、1

架子工 5、4、3、2

23
尉氏县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
（Y000041020023）

医药商品购销员（药品购销员） 5、4、3

尉氏县文化路 10 
号

董二峰
（13663785222）

医药商品购销员（医疗器械购销员） 5、4、3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调剂员） 5、4、3、2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饮片购销员） 5、4、3

24
开封政翰粮油机械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24）

车工 5 杞县宗店乡政府前
街西段路北

王海涛
（18937897397）车工（普通车床） 4、3

25
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Y000041020025）

化工总控工 5、4、3、2、1

开封市祥符区新城
路 1 号

姬忠嘉
（15137829385）

钳工 5、4、3、2、1

电工 5、4、3、2、1

锅炉操作工 5、4、3、2

仪器仪表维修工 4、3、2、1

化学检验员 5、4、3、2、1

26
河南省丽星亿源食品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26）

包装工 5、4、3、2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
解放路北段路西

陈  华
（13598783315）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5、4、3、2

车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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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河南省丽星亿源食品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26） 车工(普通车床) 4、3、2、1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
解放路北段路西

陈  华
（13598783315）

车工(数控车床) 4、3、2、1

电子商务师 4、3、2、1

27
河南本草堂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27）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调剂员) 5、4、3
尉氏县福星大道与
福甬路东100路北

高  州
（18639770655）

28
开封市申通速递服务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28）

快递员 5、4、3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
区铁塔西街5号16号

楼1层东2户

乔  林
（15890373658）快件处理员 5、4、3

29
河南合寿空分设备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29）

铆工 5、4、3
开封市鼓楼区浅河

村村西
张彦俊

（15890305627）

30
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

总公司
（Y000041020030）

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检测工） 5、4、3
开封市宋门关南后

街21号
李亚涛

（13839961850）
汽车维修工(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

31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

司开封分公司
（Y000041020031）

汽车装调工(汽车整车装调工) 5、4、3、2、1

开封市宋城路99号
梁  楠

（18803782177）

汽车装调工(汽车发动机装调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变速器装调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电气装调工) 5、4、3、2、1

汽车装调工(汽车零部件装调工) 5、4、3、2、1

32
尉氏县锦绣大酒店
（Y000041020032）

客房服务员 5、4、3

尉氏县尉州大道中段
翟云亚

（18739980770）

中式烹调师 5、4、3、2、1

中式面点师 5、4、3、2、1

西式面点师 5、4、3、2、1

餐厅服务员 5、4、3、2、1

营养配餐员 4、3、2、1

33
开封市奥科宝特种油

剂有限公司
（Y000041020033）

环境监测员(水环境监测员) 5、4、3

开封市尉氏县新尉
工业园区国兴路

陈  冲
（15249682921）

环境监测员(大气环境监测员) 5、4、3

环境监测员(固体废物监测员) 5、4、3

环境监测员(环境噪音与振动监测员) 5、4、3

环境监测员(辐射环境监测员) 5、4、3

润滑油脂生产工(润滑油调合操作工) 5、4、3

润滑油脂生产工(合成油脂装置操作工) 5、4、3

润滑油脂生产工(润滑脂装置操作工) 5、4、3

润滑油脂生产工(润滑脂灌装制桶工) 5、4、3

润滑油脂生产工(尿素脱蜡装置操作工) 5、4、3

化学检验员 5、4、3

34
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34）

营销员 5、4、3、2、1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
区龙亭西路5号

郑松苗      
（0371-25663822）

商品营业员 5、4、3、2

客房服务员 5、4、3

餐厅服务员 5、4、3、2、1

讲解员 5、4、3

旅游咨询员 5、4、3、2、1

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 5、4、3、2、1

35
开封天河盛时酒店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Y000041020035）

前厅服务员(宾客行李员) 5、4、3

开封市顺河区新宋
路1号

周慧玲
（13801076939）

客房服务员 5、4、3

中式烹调师 5、4、3、2、1

餐厅服务员 5、4、3、2、1

36
开封汴绣厂

（Y000041020036）

抽纱刺绣工(手绣工) 5、4、3、2、1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

穆家桥街88号
王书元

（13937865867）装裱师 5、4、3、2、1

37
开封市三毛便利连锁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37）

理货员(商品理货员) 5、4、3

开封市西坡西街景
都花园1号楼16号

宋  辉
（13837892099）

商品营业员 5、4、3

收银员 5、4、3

仓储管理员(（粮油）仓储管理员)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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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开封市三毛便利连锁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37）

连锁经营管理师 4、3、2、1

开封市西坡西街景
都花园1号楼16号

宋  辉
（13837892099）

38
开封仪表有限公司
（Y000041020038）

涂装工(涂料涂覆工) 5、4、3

开封市汴京路38号
林福成       

（0371-22950896）

车工 5

车工(数控车床) 4、3、2、1

铣工 5

铣工(普通铣床) 4、3、2、1

仪器仪表制造工(仪器仪表装调工) 5、4、3、2、1

仪器仪表制造工(测量与控制系统（单元）装调工) 5、4、3、2、1

39 开封美宝空分医院
（Y000041020039）

养老护理员 5、4、3、2、1 开封市公园路28号
王文芳           

（13937862399）

40
开封市三毛水业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40）

水生产处理工 5、4、3
开封市金明区高屯

村
王运昌

（13673787045）
装卸搬运工 5、4、3

包装工 5、4、3

41
开封市三毛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41）

保洁员(清扫工) 5、4、3
开封市金明区汉兴
路三毛未来大厦12

层

王  璐
（13673785757）

42
开封市金成职业培训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42）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5、4、3

开封市汉兴路西段
130号院内

刘 峥
（13938605186）

道路客运汽车驾驶员(大中型客车司机) 5、4、3、2、1

道路客运汽车驾驶员(公交车司机) 5、4、3、2、1

道路客运汽车驾驶员(出租汽车司机) 5、4、3、2、1

道路货运汽车驾驶员(货运汽车司机) 5、4、3、2、1

危险货物运输作业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员) 5、4、3、2、1

43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Y000041020043）

家畜饲养员(养猪工) 5、4、3、2、1
通许县东工业园经

四路中段西侧
张 博                               

（15515443777）
动物疫病防治员 5、4、3

44
开封市五福养老服务

中心
（Y000041020044）

养老护理员(失智老人照护员) 5、4、3
开封市禹王台区演

武厅西街24号
魏丽华

（13837857969）

45
河南东旺熙朝实业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45）

金属挤压工(有色挤制工) 5、4、3

杞县葛岗镇东空村
北

马守凯
（13213097665）

涂装工(涂料涂覆工) 5、4、3

营销员(外贸营销员) 5、4、3

质检员 5、4、3

46
杞县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Y000041020046）

家畜饲养员(养猪工) 5、4、3
杞县经四路与彭庄
南路交叉口西南侧

夏光辉
（18837873035）动物疫病防治员 5、4、3

47
开封韵达快递服务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47）

快递员 5、4、3、2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
区北郊乡东官庄村
开封市恒祥电机配
套有限公司院内

米凌翔
（15890349899）快件处理员 5、4、3、2

48
鼓楼区龙华老年康复

颐养园
（Y000041020048）

养老护理员 5、4、3
开封市鼓楼区河沿

街34号
杨云君

（18937875180）

49
开封融和创业空间服

务有限公司
（Y000041020049）

餐厅服务员 5、4、3、2、1

开封市第五大街与
职教路交叉口开封
技师学院1号楼1317

室

耿晓晨
（13723297710）

茶艺师 5、4、3、2、1

职业培训师(企业培训师) 3、2、1

工程测量员 5、4、3、2、1

形象设计师 3、2、1

育婴员 5、4、3

保育师 5、4、3

美容师 5、4、3、2、1

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L 5、4、3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5、4、3、2、1

砌筑工(建筑瓦工) 5、4、3、2

钢筋工 5、4、3、2、1

防水工(防渗墙工) 5、4、3、2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4、3、2、1

电子商务师 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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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开封融和创业空间服

务有限公司
（Y000041020049）

物流服务师 3、2、1

开封市第五大街与
职教路交叉口开封
技师学院1号楼1317

室

耿晓晨
（13723297710）

中式烹调师 5、4、3、2、1

中式面点师 5、4、3、2、1

西式烹调师 5、4、3、2、1

西式面点师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车身整形修复工) 5、4、3、2、1

49
开封融和创业空间服

务有限公司
（Y000041020049）

汽车维修工(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 5、4、3、2、1

开封市第五大街与
职教路交叉口开封
技师学院1号楼1317

室

耿晓晨
（13723297710）

计算机维修工(计算机板级维修工) 5、4、3

服装制版师(裁剪服装制版) 4、3、2、1

服装制版师(成型服装制版) 4、3、2、1

车工 5

车工(普通车床) 4、3、2、1

车工(数控车床) 4、3、2、1

铣工 5

铣工(普通铣床) 4、3、2、1

铣工(数控铣床) 4、3、2、1

钳工 5、4、3、2、1

电梯安装维修工 5、4、3、2、1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5、4、3、2、1

电工 5、4、3、2、1

50
河南腾驰运输服务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50）

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

河南开封市通许县
裕丰路中段南侧60

号

厉  林
（13393711691）

汽车维修工(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

道路货运汽车驾驶员(货运汽车司机) 5、4、3

道路货运汽车驾驶员(低速载货汽车司机) 5、4、3

51
开封八景食品有限公
司（Y000041020051）

糕点面包烘焙工(中式糕点制作工) 5、4、3

开封市鼓楼区小汪
屯外贸土产仓库院

内

葛家珲
（18736996996）

糕点面包烘焙工(西式糕点制作工) 5、4、3

糕点面包烘焙工(饼干制作工) 5、4、3

糕点面包烘焙工(面包制作工) 5、4、3

糕点装饰师(蛋糕装饰师) 5、4、3

商品营业员 5、4、3

52
杞县天一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Y000041020052）

保洁员(清扫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经二路北段100号

王  利
（15890996906）

53
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53）

畜禽屠宰加工工(生猪屠宰加工工) 5、4、3 、2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福园路西段-1
黄冠华

（17698055811）肉制品加工工(调理肉制品加工工) 5、4、3、2、1

54
开封市贝尔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54）

塑料制品成型制作工(塑料挤出工) 5、4、3 开封市魏都路九大
街安利达工业园内2

号厂房

朱文博
（17597965129）

塑料制品成型制作工(塑料注塑工) 5、4、3 

55
开封市祥云食品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55）

糕点面包烘焙工(面包制作工) 5、4、3
杞县西工业区经二

路南头东侧
尚俊甫

（18537803799）

56
河南省豫玻特种玻璃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56）

玻璃加工工(玻璃冷加工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葛岗镇产业园区1号

李战武
（18898111524）

玻璃加工工(玻璃热加工工) 5、4、3

玻璃加工工(玻璃复合加工工) 5、4、3

57
富联科技（兰考）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57）

铣工 5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
县济阳大道与兰阳

路交叉口西侧

冯  雁
（13101786331）

铣工(数控铣床) 4、3

58
河南皮阿诺家居有限

责任公司
（Y000041020058）

手工木工(木制家具工) 5、4、3
兰考县产业集聚区

中州路西段
乔  敏

（18937182737）
机械木工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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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河南欧派门业有限责

任公司
（Y000041020059）

手工木工(木门窗工) 5、4、3 河南省兰考县济阳
大道与华梁路交叉

口西南角

曲万军
（18603785006）机械木工 5、4、3

60
河南爱思嘉农业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Y000041020060)

讲解员 5、4、3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
区西姜寨乡商业街

王  飞(13949434894)

旅行社计调 5、4、3

农业技术员(农作物种植技术员) 5、4、3

农业技术员(园艺生产技术员) 5、4、3

农业技术员(肥料配方师) 3

61
开封润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61）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食品检验员) 5、4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
县十八里镇中药材

蜜源植物园

孙四坤
（18738979777）

种苗繁育员(蔬菜种苗工) 5、4、3

经济昆虫养殖员(养蜂员) 5、4、3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叉车司机) 5、4、3

62
河南中州民族乐器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62）

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工（民族弹拨乐器制作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

县产业集聚区
袁洋洋

（15137856005）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工（民族拉弦乐器制作工） 5、4、3

63
河南皓晟食品有限公
司（Y000041020063）

糕点面包烘焙工（中式糕点制作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开尉
公路北段

孟瑞平
（13837854288）

糕点面包烘焙工（西式糕点制作工） 5、4、3

糕点面包烘焙工（饼干制作工） 5、4、3

糕点面包烘焙工（面包制作工） 5、4、3

糕点装饰师（蛋糕装饰师） 5、4、3

商品营业员 5、4、3

收银员 5、4、3

64
开封市通达公路工程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64）

筑路工（压路机操作工） 5、4、3、2

河南省开封市宋城
路93号

李瑞红              
（0371-23866462）

筑路工（平地机操作工） 5、4、3、2

筑路工（摊铺机操作工） 5、4、3、2

筑路工（稳定土拌和设备操作工） 4、3

筑路工（路基路面工） 5、4、3、2、1

筑路工（交通安全设施工） 4、3、2、1

65
河南兰美智慧超市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65）

商品营业员 5、4、3
兰考县城区振兴路

东侧
李欣欣

（18303859962）
理货员（商品理货员） 5、4、3

收银员 5、4、3

66
兰考恒生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66）

医药商品购销员（药品购销员） 5、4、3

兰考县城区裕禄大
道222号

陈莹莹
（18837861197）

医药商品购销员（医疗器械购销员） 5、4、3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材购销员） 5、4、3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饮片购销员） 5、4、3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调剂员） 5、4、3

67
正大食品（开封）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67）

畜禽屠宰加工工（家禽屠宰加工工） 5、4、3
兰考县产业集聚区

赵世英
（18539596729）肉制品加工工（调理肉制品加工工） 5、4、3

68
河南弘辉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68）

缝纫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

县产业集聚区
王小巧

（15937125201）包装工 5、4、3

69
开封市保杰农业技术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69）

农产品经纪人（粮食经纪人） 5、4、3

开封市祥符区青年
路北段

李树朋
（18437824479）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员） 5、4、3

农业技术员（农作物种植技术员） 5、4、3、2

农业技术员（园艺生产技术员） 5、4、3

70 双塔涂料科技有限公
司（Y000041020070）

涂料生产工 5、4、3、2
开封市精细化工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院

内

李  卓      
（0371-23257603）

71
通许红双喜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71）

中式面点师 5、4、3、2

河南省开封市通许
县行政路中段6号

赵春红
（15993375857）

中式烹调师 5、4、3、2、1

客房服务员 5、4、3

餐厅服务员 5、4、3、2

美发师 5、4、3、2

72
河南顿汉家用电器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72）

冲压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
区四大街与魏都路

交叉口

李俊红
（18537850856）

涂装工（涂装后处理工） 5、4、3

模具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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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
（Y000041020073）

保洁员 5、4、3
河南省开封市集英
街中段145号开元华
庭小区内会所二层

吴紫凌
（15890907603）

物业管理员 4、3、2

园林绿化工 5、4、3、2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 4、3

74
杞县康馨老年公寓
（Y000041020074）

养老护理员 5、4、3
杞县东关杞裴路往

东1千米路北
张培变

（13393823236）

75
开封市恒利制衣有限

公司
（Y000041020075）

缝纫工 5、4、3
开封市杞县产业集
聚区经一路南段

窦松中
（13673787730）

缝纫品整型工（服装及纺织品整烫工） 5、4、3

包装工 5、4、3

76
河南润野食品有限公
司（Y000041020076）

罐头食品加工工（罐头杀菌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
县华梁路39号

陈经操
（18638537252）

包装工 5、4、3

冷冻食品制作工（速冻果蔬制作工） 5、4、3

冷冻食品制作工（速冻米面制品制作工） 5、4、3

77
河南索菲亚家居有限

责任公司
（Y000041020077）

家具制作工（木质家具制作工） 5、4、3
河南省兰考县科技

路66号
范晓静

（19966200887）装饰装修工（油漆工） 5、4、3

78
开封威利流量仪表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78）

仪器仪表制造工（仪器仪表装调工） 5、4、3、2、1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
区北郊乡王口舌村

倪正
（15037871930）

仪器仪表维修工 4、3、2、1
营销员（外贸营销员 ） 5、4、3、2、1

79
河南省温馨岛认证管

理有限公司
（Y000041020079）

商品营业员 5、4、3、2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
县城关镇滨河路与
文化路交叉口东南

角30米

孙俊成
（13503487653）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 5、4、3、2、1

80
河南中越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80）

混凝土工（混凝土浇筑工 ） 5、4、3

尉氏县新尉工业园
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院内

王永利
（13373911183）

混凝土工（混凝土模板工） 5、4、3
钢筋工 5、4、3
砌筑工（建筑瓦工） 5、4、3
架子工 5、4、3
防水工（防渗墙工） 5、4、3
电工 5、4、3

81
河南青和实业有限公
司（Y000041020081）

包装工 5、4、3、2
通许县工业大道中

段东侧
张超

（16627887202）
钳工 5、4、3
金属挤压工(有色挤制工) 5、4、3
装卸搬运工 5、4、3

82
河南省百年白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Y000041020082)

包装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
区柳园口乡卜里寨
中心街39号附1号

强泓超(17337898699)
糕点面包烘焙工（中式糕点制作工） 5、4、3、2、1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食品检验员) 5、4、3
肉制品加工工(蒸煮熏烤制品加工工) 5、4、3、2、1
营销员(外贸营销员) 5、4、3

83
开封润康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Y000041020083)

养老护理员 5、4、3、2、1

河南省开封市通许
县城关镇咸平大道

西段003号
芦慧敏(13723230388)

公共营养师 4、3、2、1
营养配餐员 4、3、2
保健按摩师 1
保健按摩师(脊柱按摩师) 5、4、3、2
保健按摩师(足部按摩师) 5、4、3
保健按摩师(反射疗法师) 5、4、3、2
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饮片购销员） 5、4、3、2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 4、3、2、1

84
河南巧耕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84)

农业技术员(农作物种植技术员) 5、4、3、2
河南省开封市通许
县工业园区祥云路

北段
张俊领(13598783699)

园艺工(蔬菜栽培工) 5、4、3、2
种苗繁育员(蔬菜种苗工) 5、4、3、2
农业经理人 4、3、2

85
开封市祥符区嘉翔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Y000041020085)

园林绿化工 5、4、3 开封市祥符区经一
路西与王白路北交

汇处
宋程威(18738966222)

林木种苗工(林木育种工) 5、4、3

86
杞县首宁物流有限公
司(Y000041020086)

电子商务师 4、3
杞县西环路五号 齐鹏飞(15515779737)

快递员 5、4、3

87
开封市舞肆舞蹈培训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87)

群众文化指导员 5、4、3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振兴街北段路西363

号
马宁(15237883637)

88
玖方健康产业开封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88)

保健按摩师(脊柱按摩师) 5、4、3、2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
区开尉路芦花岗转

盘向南1500米
薛绍辉(18739997778)

保健调理师(保健艾灸师) 5、4、3

保健调理师(保健刮痧师) 5、4、3

健康管理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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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玖方健康产业开封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88) 公共营养师 4、3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
区开尉路芦花岗转

盘向南1500米
薛绍辉(18739997778)

化妆品配方师 3

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 5、4、3

连锁经营管理师 4、3

89
河南四源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89)

环境监测员(水环境监测员) 5、4、3、2

开封市鼓楼区向阳
路3号

李媛(13837864780)
环境监测员(环境噪音与振动监测员) 5、4、3

环境监测员(大气环境监测员) 5、4、3

环境监测员(固体废物监测员) 5、4、3

90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Y000041020090)

手工木工(木模板工) 5、4、3、2、1

开封市金明大道与
汉兴路交叉口南300

米
陈虹霞(13303785966)

砌筑工(建筑瓦工) 5、4、3、2

混凝土工(混凝土模板工) 5、4、3

钢筋工 5、4、3、2、1

架子工 5、4、3、2

防水工(防渗墙工) 5、4、3、2

电工 5、4、3、2、1

工程测量员 5、4、3、2、1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2、1

91
金久龙实业有限公司  

(Y000041020091)

有机硅生产工(热硫化硅橡胶生产工) 5、4、3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福甬路9号

张留杰(13403781552)

有机硅生产工(室温硫化硅橡胶生产工) 5、4、3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制品配料工) 5、4、3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炼胶工) 5、4、3、2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半成品生产工) 5、4、3、2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成型工) 5、4、3

橡胶制品生产工(橡胶硫化工) 5、4、3、2

电工 5、4、3、2

92
杞县唐人街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92)

中式烹调师 5、4、3、2

杞县城关镇徐楼村 李粘粘(15537832666)

中式面点师 5、4、3、2

中式面点师 4、3、2

餐厅服务员 5、4、3

前厅服务员(宾客行李员) 5、4、3

93 杞县金城拖拉机驾驶
培训学校

农机驾驶操作员(拖拉机驾驶员) 5、4、3 杞县城关镇西环路
252号

张二红(18739983777)

94
开封市宏图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Y000041020094)

农艺工 5、4、3 杞县裴村店乡曹屯
农场东侧

许俊超(13783418709)
动物疫病防治员 5、4、3

95
开封市家源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示范区分公
司(Y000041020095)

养老护理员 5、4、3、2 河南省开封市示范
区西环路中段30号
开心养城西街道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6楼

601室

郭莉荃(15203780088)营养配餐员 4、3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 4、3

96
开封京宇电力有限公
司(Y000041020096)

电工 5、4、3、2、1 开封市东郊李楼
（火电厂行政办公

楼内）
郭云芳(13783903453)

气体深冷分离工 5、4、3、2

97
河南钻豹车业有限公
司(Y000041020097)

电工 5、4、3
尉氏县新尉工业园

区鑫都路
崔宗源(13083883797)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叉车司机) 5、4、3

冲压工 5、4、3

98
河南省愚公餐饮文化

管理有限公司
(Y000041020098)

中式烹调师 5、4、3、2

开封市集英街开元
华庭E2号楼

苏艳萍(18803780767)

中式面点师 5、4、3、2

西式烹调师 5、4、3、2

西式面点师 5、4、3、2

茶艺师 5、4、3、2、1

99
河南旭田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Y000041020099)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

河南省开封市禹王
台区金梁里街66号

住所集中地
王嘉悦(18569871082)

物业管理员 4、3

保卫管理员 3

保洁员(清扫工) 5、4、3

电子商务师 4、3

100
杞县林业投资有限公
司(Y000041020100)

园林绿化工 5、4、3 杞县城关镇彭庄南
路

刘玉龙(13938636215)
林木种苗工(林木育种工)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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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开封市路达高速公路
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Y000041020102)

公路收费及监控员(车辆通行费收费员) 5、4、3、2 开封市集英街中段
龙成锦绣花园C-1号

楼
许婷婷(13608608565)

公路收费及监控员(路况监控与信息采集发布员) 5、4、3、2

102
河南益群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
(Y000041020104)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
县朱曲镇山魏村六

组
周振龙(18837882351)

电子商务师 4、3

103 河南省星元地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大地测量员 5、4、3

尉氏县福星大道西
段

付国锋(17637809699)

摄影测量员 5、4、3、2

地图绘制员 5、4、3

工程测量员 5、4、3、2、1

不动产测绘员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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