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泉杯”第七届全国铸造行业摄影大赛 

评选结果公告 

 
由铸造杂志社（沈阳）有限公司主办、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圣泉杯”

第七届全国铸造行业摄影大赛自 2007 年起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得到了国内外铸造行业

摄影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通过摄影比赛增强铸造工作者对摄影艺术的理解，

提高审美水平，更多展示铸造工作者的艺术风采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届活动自 2020 年 1 月启动以来，共征集到相机组摄影作品 300 多幅，手机组摄

影作品 200 多幅。评审会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在沈阳召开，经过专家评审组的认真评选，

在保证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活动征稿要求，围绕主题、行业特性等原

则进行了评选。共评选出相机组：一等奖 3个，二等奖 6个，三等奖 9个，优秀奖 10

个；手机组：一等奖 3个，二等奖 10 个，三等奖 17 个，优秀奖 10 个，人气奖 3个。

人气奖于 2020 年 9 月 25 -30 日在“铸造杂志”微信平台上投票产生。参加投票作品共

计 39 个，累计投票数 14518 票，访问量 86937 人次。 

本届活动颁奖仪式将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在合肥“2020 中国铸造活动周”期间举

行。同期还将举办优秀摄影作品展，欢迎业内人士莅临参观欣赏。 

现将评选结果通报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相机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点太阳 魏炜 四川德阳二重装备铸锻公司铸造厂 

复工炉火旺 胡敦煌 江西铜业集团德兴铜矿 

一等奖 

 

以我之“尘”换无尘

（组照） 

魏永广 天津天铁公司 

丝毫必究 丁俊 铸峰特殊合金有限公司 

火苗 马晓 内蒙古一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 

群英会 杨雪婷 四川德阳二重装备铸锻公司铸造厂 

抢修进行时 石晓风 安钢集团附企公司 

浴火重生 王骏康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赴汤蹈火 羊光焘 江西铃格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三等奖 浴火 李玉平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复产复工(组照） 刘超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铸造二厂 

焠烧见纯青 盛铁军 江铜集团（德兴）铸造有限公司 

炉前工 陈跃先 河南省舞钢市毕畅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战疫绿小铸 岳松 昆山安高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如火如荼 李琦 济南二机床铸造有限公司 

检测 李金华 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铸造公司铸造二厂 

铸造 王延川 河南省安阳钢铁集团公司 

 

精品匠造 刘士民 豪顿华工程有限公司 

自动铸造线 赵大江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浇注 王世良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钢花飞舞 魏子杰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铸锻研究院 

安全点检 金光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与火共舞 吕延罡 东风锻造公司铸造二厂 

红日 祝强 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精雕细琢 张树祥 山东汇金股份有限公司 

铁人 寇永军 天津铁厂有限公司 

拼技能 胡敦煌 江西铜业集团德兴铜矿 

优秀奖 

 

铸造礼赞 李玉平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手机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标题 姓名 单位 

浇注 张辉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雕琢 刘士民 山东威海市豪顿华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奖 

 

补天 魏永广 天津天铁公司 

切磋琢磨 孙晓东 河北北方铸业有限公司 

吹割 俞啸龙 芜湖市容川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炉前卫士 寇永军 天津铁厂有限公司炼钢厂 

清理工 陈跃先 河南省舞钢市毕畅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流光溢彩 盛铁军 江铜集团（德兴）铸造有限公司 

浇铸 王大永 景县诚信铸造模具有限公司 

有序 羊光焘 江西铃格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血性汉子 李绪敬 天津宝信铸造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讨论 王骏康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晨曲 丁俊 铸峰特殊合金有限公司 

疫情下的女工 轩世成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铸锻厂 

繁星 任伟波 石家庄凯斯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炉工 丁军伟 联合矿产（天津）有限公司 

炉底奋战 王延川 河南省安阳钢铁集团公司 

三等奖 

 

抗疫生产女员工 李玉平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晨浣 胡敦煌 江西铜业集团德兴铜矿 

钢之绚丽 管树元 济南二机床铸造有限公司 

汗背 胡兴旺 山东金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洞观白铁 张安亮 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热处理车间 宋量 安徽省机械科学研究所 

匠心 岳松 昆山安高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浴火奋战 李琦 济南二机床铸造有限公司 

铸钢工人 魏子杰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铸锻研究院 

火舌飞舞 陈兆杰 洛阳凯林铸材有限公司 

排砂捡金 李震 济南二机床铸造有限公司 

矢志不渝 王青亮 济南二机床铸造有限公司 

双包铸梦 何义雄 安徽广德珂瑞机械有限公司 

现场 钱学军 湖北金呈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铸魂 李学仕 沈阳六和机械有限公司 

重质量 高鑫 内蒙古圣泉科利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掀起你的盖头来 徐翠华 晋城市鑫恒瑞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下的生命力 徐叶青 南京恒瑞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舞动的旋律 吴春苗 华南理工大学 

醉美匠心 张福多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绽放 谭培松 河北安吉宏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钢铁的风采 郭家杰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济南泉标 焦婕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舞动的旋律 吴春苗 华南理工大学 

汗背 胡兴旺 山东金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气奖 

晨曲 丁俊 铸峰特殊合金有限公司 

 

 

 

             

铸造杂志社（沈阳）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