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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急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 2022 年佛山市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22 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的通知》的工作安排，全市共 1161 名学生参

加了 29 个赛项的比赛。现将拟获奖名单予以公示（附件 1）。公

示期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至 12 月 6 日止。

公示期间若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市教育局职成

科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并留下联

系电话；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否则不予受理。

联系人：李泳仪 联系电话：0757-22327136，13760913231。

邮箱地址：dzzzjk@163.com。

附件：2022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拟获奖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2 年 11 月 29 日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附件

2022 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专业技能

大赛拟获奖名单

（一）赛项名称：建筑CAD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周敬洋，冼祖天 朱橙楠，李满

一等奖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吴致汝，幸嘉欣 郑小娟，彭静

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黎俊洋，罗军豪 邓贞涛，成鹏飞

二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杨路路，李锦华 陈桂兴，阮永宝

二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后振，李志辉 陈桂兴，阮永宝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伍嘉毅，劳文成 朱橙楠，陈春娜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嘉羽，邓志毅 李庆明，金克宁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佳豪，史方腾 成鹏飞，邓贞涛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潘鹏，潘晓霖 梁红英

三等奖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黄杰钊，朱钊虎 郑小娟，彭静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黎洁雯，何丽冰 李庆明，何秀仪

（二）赛项名称：零部件测绘与 CAD 成图技术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何志健 曹骏冬

一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吴伟烽 黎亚军

一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陆梓洋 王丽丽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睿豪 曾凡亮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夏小翠 苏娇艳

二等奖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林泳尧 邓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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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伍健荣 邓贞涛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霍瑞鹏 封漭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刘宇星 曹骏冬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民罡 杨家敏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黄贵川 唐丽君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谭先琪 罗建新

三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郭信希 曹骏冬

三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阮业雄 李佳文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许冠锋 郭朋飞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亮燃 张大伟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涂乐涵 张红梅

（三）赛项名称：机器人技术应用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袁浩熙，莫杰译 蔡钧，陈兆铭

一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吴卓熙，林显祥 陈兆铭，梁秋霞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钟礼贤，刘俊峰 梁秋霞，蔡钧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黄宇涛，吴煜楠 蔡晓芷，程志刚

二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晓理，黎嘉俊 梁泰来，郭楚俊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钟艺能，樊立富 张群英，麦嘉伟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王聪结，余永豪 肖文杰，熊浩龙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罗伟峰，韦永骞 杨会攀，余秋明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招炜俊，徐钜华 蔡康强，李风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杨大熠，钟斌 梁泰来，郭楚俊

（四）赛项名称：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周华烽，周炜杰 司家弘，张光耀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圳锋，辜鸿凯 杨一丰，邓峻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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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梁毅滨，邓景聪 张光耀，司家弘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钟展辉，卢冠明 郑重，陈红豆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欧芝杨，李贵龙 方荣华，谭秋芳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军然，卢志聪 方荣华，黄秉东

（五）赛项名称：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龚俊浩，郭永涛，李俊杰 刘集群，王博为，刘南海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朗涛，陈浚财，李政熹 贾超飞，苗伟

二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黄嘉俊，赵俊杰，伦泳昌 丘志青，李杰腾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邓运聪，舒羽，吴尊楠 刘南海，刘集群，王博为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梁逸涛，刘子兴，谭顺文 贾超飞，苗伟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刘天佑，彭俊博，陈培涛 王博为，刘集群，刘南海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蒋年瑞，莫广诚，童德祥 石启成，曾家杰，黎光华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叶彬，唐鸿林，谢嘉辉 黎光华，石启成，曾家杰

（六）赛项名称：现代模具制造技术·注塑模具技术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邱金良，欧阳广 苏晋致，晏美凤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肖智坤，叶青欢 晏美凤，刘莉莉

二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费贝乐，蔡俊宝 李召，范念豪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肖海明，黄桂明 刘莉莉，苏晋致

三等奖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梁炽威，赵锐涛 周列，张国锋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梁子烽，朱政枫 梁国标，贾超飞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刘硕，莫家荣 黎相湖，杨南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古展威，李俊淏 许志雄，罗金

（七）赛项名称：制造装备数字孪生技术应用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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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梁伟豪，吴汉昭 李妍，徐登峰

二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黄文健，涂光悦 李妍，李瑞

二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顺恒，何泓享 李妍，徐登峰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李汶灿，罗志锐 蔡二梦，左锋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黎方羽，邝振宇 夏雪仪，李少仪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韩世颖，曾俊超 肖文杰，王辉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刘宏毅，李炆聪 刘浩波，苏蒲

（八）赛项名称：电气安装与维修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陈志荣，倪旺鸿 方显礼，谢兴冠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张鹏，高梓尹 方显礼，谢兴冠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沈文杰，沈学胜 何绍信，黄振辉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潘浩鹏，严炜皓 罗动强，龚文全

（九）赛项名称：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宋琳智，孔祥贺 李旭，吴雪莲

一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韦斌，蔡志伟 屈鑫，郭思伟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杨烁升，吴俊辉 古佳楠，李自蹊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董世鸿，王宏磊 张凯凯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李龙江，卢俊华 赵汝胜，梁兵

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应龙，陈志强 许大试，陈晓荣

二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符星海，何乐文 黎伟，卢美金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伟林，张建华 汪洁，老志文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龚名常，王兆达 李自蹊，古佳楠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梓婷，孔维佳 李旭，吴雪莲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键希，尤嘉谦 张凯凯

三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刘帅，李承锋 赵汝胜，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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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吴镜辉，邝佳俊 李旭，黄亮彬

三等奖 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陈浩轩，李诚杰 曹炬钊，黄启鹏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谢智岚，姚翔宇 王贤，何炫燊

三等奖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张广龙，郭浩伦 邓永健，林泓延

（十）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邓凯文，蔡晓键 罗健章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维伦，梁展博 罗健章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陈耀东，关肇星 钟连花，马剑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吴灿林，李裕钦 郑建强，罗凯

三等奖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陈嘉伟，麦文聪 王利伟，李洪站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林达远，黄鹏 张紫妮，陈东海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梁续耀，陈英豪 郑建强，罗凯

（十一）赛项名称：汽车机电维修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彭耀辉 郑永贤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郭家楠 李秋漫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郭铭贤 冯阳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郑俊杜 郑永贤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邬国斌 冯阳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高泽彬 孙书峰

（十二）赛项名称：WEB前端开发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叶世权，邹智生，马嘉乐 张勇，苏玉雄

二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彭志伟，劳俊森，郭青阳 张勇，周恩恩

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黎文豪，骆俊威，张强 曾俊文，陈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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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铭棋，赖光伟，陈永浩 曾俊文，柯华坤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祝嘉乐，吴泽华，莫咏林 刁梦依，杨宇璐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宁毅宏，黄灿辉，梁颖琪 王贤全，温胤乐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曾美怡，关佩岚，覃俊发 苏玉雄，周恩恩

（十三）赛项名称：移动应用开发与服务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修谊，鲁艺杰 张治平，邹贵财

二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李卓仪，苏颖欣 胡方，余霞

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李兴政，王证炀 杨智浩，邹贵财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宁毅宏，黄灿辉 王贤全，温胤乐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何伟俊，杨传俊 邹贵财，张治平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吴文杰，张琪炎 张勇，余霞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徐婧怡，杨慧怡 邹贵财，杨智浩

（十四）赛项名称：短视频技术与应用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明炜 严锡恒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周振豪 谭子财

一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玖霖 欧阳颖妍

一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津铭 严锡恒

一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梁晓怡 吴嘉颖

二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叶伟坚 谭桂华

二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冯绮琳 石丽芳

二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杨帅 李鸿宇

二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谭斯涛 叶子豪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徐少敏 朱琳

二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李嘉朗 吴嘉颖

二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梁志康 邓颖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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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邱小慧 叶镜波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朗 孙莹超

二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叶可盈 麦耀豪

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梁颖烽 李鸿宇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徐广燃 吴常斌

三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梁颖欣 梁文丰

三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谢智蔚 叶镜波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嘉诺 孙莹超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曾焯轩 孙莹超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胡略锋 陈春瑛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覃明豪 麦瑞兰

三等奖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吴泳仪 郭志杨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东汉 吴文杰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蔡嘉怡 陈炫燕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颍锶 伍尚祺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黄俊伟 吕文龙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杨汶仪 陈洁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卢志杨 李林晓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林欣欣 邓伟超

（十五）赛项名称：广告设计与制作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杨昌辉 王萌萌

一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曾雯丽 陈沙

一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辉 李唐昭

一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婉莹 区平安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冯薪 雷仲宜

二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邓睿航 赵立和

二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诗茵 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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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梁思婷 李剑飞

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黎冰清 岳奇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谭茗潼 陈嘉茵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黄靖焰 吴海欣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葛东莉 何靖怡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刘珺 蒋益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赵婧芸 区国贤

二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朱福永 何伟霖

三等奖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蔡炜杰 曾颖欣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吴伟银 彭端仪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文丽 周彬

三等奖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温子杰 谭敏诗

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邹郭筱慧 陈玮琪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湘 武青帅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傅靖汶 陈沙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黎晓霖 蒋益

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李沛言 蔡颖妍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仲文 李唐昭

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胡依蔓 吴强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家健 叶家良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陆子晴 冯燕

三等奖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黄嘉旺 谭敏诗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杨成熙 雷楠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梁诗琪 黄雁玲

（十六）赛项名称：全矩阵数字内容制作及运营技术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周淳茵 饶帆

一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庄小钡 陈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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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招佩琪 谢翠芬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卢志杨 李明志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蔡嘉怡 徐慧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周振豪 谭子财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张嘉慧 谢翠芬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白琪鲟 曾颖欣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张芷蓝 邓俊英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周湘琳 陈培英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梁洁滢 钟正林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唐雨琦 吴嘉颖

三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徐皓滢 曾颖欣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兰宁 钟正林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梁芷淇 钟正林

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陈芷晴 杨嘉辉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胡略锋 陈春瑛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凯琳 饶帆

三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王文举 劳玉玲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刘洁仪 李颖琳

（十七）赛项名称：融媒体内容制作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苏翊僮 李启业

一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锦鹏 徐阳

一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黎德森 张勇

二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何发銮 李启业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陈俊希 黄为

二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罗振瑞 徐阳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智华 程晓锦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莫颖熙 黄艳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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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熊和桂 黄昌团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冯梓浩 辛翠娥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伍凯晴 黄艳茵

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梁炳年 李鸿宇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冯浩诚 黄为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招展博 朱琳

三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甘栩怡 黄叶儿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徐美坚 朱琳

（十八）赛项名称：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陈力泓 邱其汉

一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何剑汶 何金花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温文毅 范水英

二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梁泳辉 姚巧玲

二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麦展健 刘杰辉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韦世杰 刘建波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柳诲宜 肖学波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梁贺诚 刘杰辉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彭泽楷 李红冰

（十九）赛项名称：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冯烨城，彭炜轩，林境耀 杨子杰，郭倩玲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吴浩铭，陈攀龙，林伟杰 杨子杰，郭倩玲

二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邵展宏，朱杰，辛耀祥 李珏玲，区铭鸿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邓兆威，梁尚晖，李卓谦 杨子杰，郭倩玲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龙子健，范清源，莫勋龙 汪亚飞，陈建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韩涛，陈天朗，冯佩锴 杨宇璐，涂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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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凌晓阳，罗建辉，杨志华 黄雁玲，钟正林

（二十）赛项名称：无人机应用技能与创新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俊毅，朱俊轩 黎国玉，顾兴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赵博，甘伟祥 胡国勇，胡国勇

二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佳欣，孙昱宁 顾兴，杨斯惠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劳家杰，朱俊贤 顾兴，杨斯惠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廖铭鸿，萧伟健 张伟强，孙康康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俊杰，陈焯坚 孙康康，张伟强

三等奖 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易煦晖，麦天贤 区玉姬，杨丽华

（二十一）赛项名称：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孙龙 康摇生

一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黄荣 冯煜棋

一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马晓誉 王晨

一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董家安 黄及新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刘俊汐 陈刚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梁俊杰 王晨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阮荣耀 郑宇城

二等奖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田顺 梁嘉添

二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黄亚潼 董俊权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梁子新 冯煜棋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刘俊 冯煜棋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杜文豪 喇海龙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李伟彪 洪展钦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岑锐祥 杨诚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游祥 余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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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骆锦翔 杨凌忠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刘杰贤 黄银笑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陈洪全 董俊权

三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朱佳豪 陈家武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伟燊 李自蹊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卢盛基 曹琪

（二十二）赛项名称：财金综合技能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罗婉雯，钟泳诗，黄敬河，卢颖茵 柯婷，刘颖莉，万丽娟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刘嘉淇，吴咏言，何铭莉，黄钰琪 刘颖莉，万丽娟，柯婷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邓英姿，洪嘉莹，梁婷婷，陈淑君 李黎，张金菊，王智莲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潘晓雯，陆才惠，邓颖诗，甘静霞 张金菊，李黎，王智莲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苏熙雯，潘芍希，陈梓淇，陈钰盈 李黎，张金菊，王智莲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蒲凡，潘自然，何韵婷，梁婉妍 范欣，黄伙区，吕爱玲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芳琪，曾萤纱，汤晓华，董芷泳 杨嘉怡，林晓凤，刘琳滢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杨晓曦，吴钊怡，邓淋华，麦伟国 万丽娟，柯婷，刘颖莉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嘉慧，廖雨婷，龚道烨，韦润鑫 范欣，黄伙区，吕爱玲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经丹霞，徐嘉瑶，李军霖，徐婧涵 杨嘉怡，林晓凤，刘琳滢

（二十三）赛项名称：会计技能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邓于洁，冯紫媚 吴立华，陈韦君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张语涵，谢玉莹 吴立华，梁倩嘉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罗子康，白朝高 朱琼华，刘礼菊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洪绮倩，冼佩琳 欧少霞，黄淑芬

三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孔智恩，朱颖欣 黄淑芬，欧少霞

三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江成宗，陈碧如 朱琼华，刘礼菊

三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邓颖雯，陈欣 刘礼菊，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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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赛项名称：税务技能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谭咏诗，何韵沂，孔海堂 张瑜，廖颖欣，梁铭逊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芷颍，黄如意，韦晓怡 张瑜，廖颖欣，梁铭逊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昊然，龚敏婷，马乐瑶 王智莲，黄莉萍，张金菊

三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黄楚诗，刘婉莹，何欣晋 黄莉萍，王智莲，张金菊

三等奖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严淑霞，严志强，吴秋利 佘翠芬，符娜

三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岑浩文，冯子域，梁欣琪 王智莲，黄莉萍，张金菊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邓敏俐，黎诺言，袁桢 吴立华，陈韦君，梁倩嘉

（二十五）赛项名称：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霍颖怡，周慧玲，黄靖蓝，黄泽桂 麦海森，程海泉

二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钟惠麒，杨清儿，吴思睿，严浩 麦海森，程海泉

二等奖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朱炀，杨锋光，林署彤，陈鑫 黄奕，李思泳，何洋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麦舒亭，林耿凤，梁文谦，蔡伊婷 潘锦辉，石玉，王颖娜

三等奖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阮子杰，杨泳标，李嘉毅，马增洋 李思泳，黄奕，何洋

三等奖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董安琪，黄华昌，李漫，李惠华 张冬瑜，刘琳滢，杨嘉怡

三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姚梓轩，吴俊熹，岑润添，潘景锋 林晓玲，郭建，曹艳琴

三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蔡颖曦，李嘉诚，邓向明，钟宏强 陈淑清，甘梓莹

（二十六）赛项名称：电子商务技能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罗丹宜，陈俊杰，杨文滔，黄妍纯 冷凌云，梁肖霞，林池键

一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莫林楷，李上涛，黄文涛，刘丹虹 黄耀灿，陈烨怡，何坚强

一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苏琪婷，何逸朗，陈健昕，崔泳琳 冷凌云，梁肖霞，林池键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叶铭亮，陈剑鹏，郭煜俊，彭珍 苏伟丽，罗亚军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彭文涛，李世杰，杨婷婷，梁颖欣 罗亚军，苏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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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廖欣桐，谭文宇，陈玮莹，崔燕楣 冷凌云，梁肖霞，林池键

二等奖 三水区理工学校 张伟凌，梁杰轩，黄耀鹏，杨杨 刘奕丽，萧燕秋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冯柏力，麦秋桐，周思怡，何洛谊 刘波，刘峰，梅敏仪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王发斌，梁欣欣，蔡俊健，陈钰淇 陈烨怡，黄耀灿，何坚强

三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曾驿，胡俊杰，庄芷欣，郭晓欣 林尤吉，杨嘉辉，陈晓莉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谢福雯，何展轩，王穗华，饶佳丽 李文娜，赵立和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何岱谦，欧烁元，赵熙，叶晓奕 李洁芳，孙海龙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蔡雪，黄俊雄，苏凯彤，颜晴 区国贤，陈刚，冯燕

三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苏毅，陈文桂，陈善雅，杨昊 戎旭森，钟燕珍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陈秀淇，何紫颖，黎珊，余金凤 李洁芳，孙海龙

三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欧阳丽，黄晓文，何艺韵，李文俊 戎旭森，钟燕珍

（二十七）赛项名称：互联网营销直播技能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周欣彤，梁彩琳，粱嘉乐，王孝灿 卢咏怡，徐帆，欧阳逸琼

一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董碧玉，叶诗彤，江欣桐，张利鑫 陈丽丽，伍臻，黄静斐

一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静，莫凯滔，何锦，何鼎 朱君，章媛媛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黄莉，吕雨欣，苏岚馨，蒋宗宪 曾颖欣，陈培英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陈佩雯，王子熙，韦大炳，胡立添 赖涛，许飞燕，曾林勇

二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马秋渝，卢靖彤，杨晓明，李欣欣 陈培英，曾颖欣

二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罗心怡，龙绮琳，李文静，谢诗彤 曾海均，何仕彪，潘婉冰

二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卢培玲，林欣欣，李颖欣，卢婉婷 伍尚祺，邓伟超，陈银娣

二等奖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曾咏琳，陈卓妍，黄影华，霍培文 何珊，何桂珠，黄惠雯

二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何岱鲜，吴梓豪，钟字美，颜语孜 朱君，章媛媛

三等奖 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卢健鸿，帅圣娜，雷丝皓，叶静怡 卢咏怡，徐帆，欧阳逸琼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刘瑞芝，陆伊伊，吴宇烽，彭颖 关莹莹，吴惠梅，谢小梅

三等奖 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黄泽颖，杨海琪，陈金兰，郑时鹏 卢咏怡，徐帆，欧阳逸琼

三等奖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赵盈盈，彭晓颖，梁文超，杜瀚滨 曾海均，何仕彪，潘婉冰

三等奖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何鸿秋，钟允悠，徐翠霞，韦井线 陈晓冰，何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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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周文聪，黄慧如，梁婧怡，谭晓垌 陈琦，肖瑞睿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邓姿铧，冯炬诚，郭雨阳，张智诚 钟泽宇，黄凤群，张罗杏灏

三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黄浚初，李海铧，梁佩榆，张雪仪 钟泽宇，黄凤群，张罗杏灏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朱炜，梁颍锶，吴瑞俐，潘梓铷 邓伟超，陈银娣，伍尚祺

三等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安琪，黄津津，王心悦，林泽鸿 吴惠梅，关莹莹，谢小梅

（二十八）赛项名称：英语通用技能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杨思淇，马晓欣 邹俊，黄磊

一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陈乐妍，陈嘉欢 黄磊，邱花卉

一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麦颖岚，邓锦灏 李宜璇，刘惠珏

一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李明颢，邱梓轩 梁婵娟，罗京

二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李国炜，马伊莉 邹俊，黄磊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陈宇波，黄沛杰 梁婵娟，罗京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蒋艾伶，麦子浩 胡碧琼，李宜璇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钟嘉慧，张卓玉 李立，李衍飞

二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黄依林，郑惠瑜 梁惠琼，潘木佳

二等奖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梁朗健，陈思盈 梁婵娟，罗京

二等奖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胡梓豪，黎泳怡 刘惠珏，胡碧琼

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黄胜喜，韦雯静 吴月霞，卢佩敏

三等奖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王宇琪，高梦熙 邹俊，黄磊

三等奖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郑输利，李茵榆 徐晶，周静源

三等奖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卢靖媚，李炫豪 谢碧玲

三等奖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曹玉洁，黄嘉怡 梁惠琼，潘木佳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胡嘉琦，杨迎曦 张柳红，罗杰华

三等奖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陈静瑜，鲁茵悦 江活婷，林佳妮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冯培文，王静 欧碧雅，苏健仪

三等奖 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欧健，杨圣杰 苏健仪，唐衡姣

三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叶茵彤，黄湛均 李华，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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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周雯曦，张凯盈 张柳红，罗杰华

三等奖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何佳美，李亿顺 李华，唐洁

三等奖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秋华，欧阳蕴晴 张柳红，罗杰华

（二十九）赛项名称：酒店服务

奖项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一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陈俊熙，陈妙洁 龙欣怡，黄芷筠

二等奖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梁文爽，冯盈莹 陆绮雯，龙欣怡

二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陈凯胜，池天奇 许静琴，余俊香

三等奖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程楠，刘正浩 甘梅，余俊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