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一览表

统计部门：教务处                                                  统计日期：2021年12月31日

序号 级别 二级学院 赛项名称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省级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工程测量 陈泽鹏,林晓鹏,吴荣健,文乐园 喻怀义,王战 一等奖

2 省级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能与创新 陈嘉豪,王河 吴献文,祖为国 一等奖

3 省级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能与创新 招崇焕,陈锦达 谭金石,刘丽 一等奖

4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互联网直播营销 陈晓锋,许炜楠,吕嘉浩,陈贝妮 倪春丽,崔聿 一等奖

5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金融科技应用技能 李晓贤,李佳耀,张雨婷,刘上占 叶方方,戴思婷 一等奖

6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税务技能 许泽丹,郑晓真,钟志坚 冯旭东,杨慧 一等奖

7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CAD机械设计 林哲基,张硕彥 阎汉生,肖正涛 一等奖

8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机器人系统集成 方竞彬,李梓润 宋显文,王锐斌 一等奖

9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

造
刘烽艺,李宇,刘珂 孔令叶,邱腾雄 一等奖

10 省级 经济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技能 温立志,郑霓,庄壮鑫,魏育斌 谷少永,孙静 一等奖

11 省级 经济贸易学院
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

能
关樊阳,何婷婷,李玉梅,林晓利 蒋晶,张莉 一等奖

12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李仕佳,万翌锴,庄伟新 侯益坤,李亚琴 一等奖

13 省级 应用外语学院 英语口语-英语专业组 李安其 聂雪芬 一等奖

14 省级
应用外语学院（指导老
师）、经济贸易学院

（参赛选手）

英语口语-非英语专业组 吴彬彬 廖淑梅 一等奖

15 省级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园艺 尹鹭洋,李增辉 徐兴彬,张新源 二等奖

16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技能 张桂霞,潘思思,李静,邹燕雯 杨慧,龙志伟 二等奖

17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技能 李泳文,谢莹莹,巫欣欣,熊惠培 冯旭东,邹德军 二等奖

18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关务技能 王小燕,姚棉纯,何金平,李思华 祝丽杰,倪利 二等奖

19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关务技能 陈志强,陈嘉婷,杜咏恩,苏童恩 倪利,祝丽杰 二等奖

20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技能 林楚婷,吕梦娜,陈喜华,林滨峰 龙志伟,杨慧 二等奖

21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金融科技应用技能 丘禧霖,罗梓茵,曾祥俊,黄琪珊 江暮红,冯旭东 二等奖

22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技能 高舒烘,郭浩萍,张仕海,李晓霞 丘俏玲,朱艳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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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钟彩琳,钟嘉柠,罗贵永 代月平,黄淑雯 二等奖

24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中文信息处理 陈芷敏,谭绮琪,庄晓云 马小娟,朱艳敏 二等奖

25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方竞彬,李梓润 王锐斌,宋显文 二等奖

26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数字孪生仿真与调试技

术
连财勇,邱瑞阳 曾洁琼,傅仁轩 二等奖

27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

与调试
黄佳鹏,吴鉴煜 傅仁轩,王朝辉 二等奖

28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

集成技术
杨允海,汪俊,严家镇 孙涛,王朝辉 二等奖

29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

集成技术
郑永炜,梁星培,孔清周 王朝辉,周佳杰 二等奖

30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沈中楚,黄秋艳 蔡雪莲,鲁庆 二等奖

31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融媒体内容制作 涂文俊,黄智守,李丽 刘思远 二等奖

32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测试 吴伟强,丘炜燊,陈文贤 张小兰,杨莹 二等奖

33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小程序设计与开发 卢泽龙 伍杰华 二等奖

34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小程序设计与开发 陈进权 黄培泉 二等奖

35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智能硬件应用开发 徐岳龙,袁凯骏,徐伟铭 张萍,程亚惟 二等奖

36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基站新技术及网络切片

应用
詹怡大,林松濠 王琪,李佳威 二等奖

37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技术 赖浩杰,赖卓军 钟玉灵,王锋 二等奖

38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智能机器全景应用技术

开发
万翌锴,李仕佳 赵晓敏,王艳芬 二等奖

39 省级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建筑工程识图 叶惠杰,许春阳 张伟,吴笛 三等奖

40 省级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 建筑工程识图 陈国权,许洲豪 方辉,吴露露 三等奖

41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薛荣伟,陈光耀,黄惠雾,林嘉莹 江暮红,冯旭东 三等奖

42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陈洛敏,李凤媚,邹小燕,麦家红 戴思婷,叶方方 三等奖

43 省级 工商管理学院
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

与实施
林晓晴,胡妙如,陈嘉楷,邓星宇 杨嘉伟,连茜平 三等奖

44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CAD机械设计 傅培豪,曾尚伟 赵娟,易慧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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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 孔德怀 周渝明 三等奖

46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 余箫箫 周红云 三等奖

47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复杂部件数控多轴联动

加工技术
徐荣正,吴世杰 吴秀杰,黄丽 三等奖

48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技术 吴宏强 曾锋 三等奖

49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花艺 郑丹萍 陈丹蓉 三等奖

50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花艺 许雨佳 陈丹蓉 三等奖

51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项目 严家镇,黄佳鹏 王朝辉,傅仁轩 三等奖

52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装饰技术应用 罗梓龙,庄标源,李家乐 袁新生 三等奖

53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装饰技术应用 黄永平,梁振铭,李世达 袁新生,游凯 三等奖

54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工艺
黄秋摄,李卓涛,谢俊伟 陈娟,邱仔洋 三等奖

55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郭峻熙,林欣,李东茂 张晓亚,董文浩 三等奖

56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

与调试
肖天行,陈忠朋 王朝辉,傅仁轩 三等奖

57 省级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机器全景应用技术

开发
黄楷瀚,梁焕君 董文浩,张晓亚 三等奖

58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Web应用软件开发 林维浩,肖俊森,林润 郭建东,邹瑞芝 三等奖

59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李健斌,蔡秀铭 杨莹,张小兰 三等奖

60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全矩阵数字内容制作及

运营技术
龙秋梅 张冬兰 三等奖

61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系统管理 谭正,陈晓鹏 石文龙,吕雪 三等奖

62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技术应用 张四发,郑鹏焜,赖世忠 王茜,王春平 三等奖

63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李星海,郑志威,甘伟杰 沈静,刘福明 三等奖

64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虚拟现实（VR）设计与

制作
陈力熊,刘荣亮,李素敏 程智锋,张坡 三等奖

65 省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李映霞 孔宇彦 三等奖

66 省级 经济贸易学院 市场营销技能 马鸿鑫,刘淑婷,陈梓含,陆洁仪 廖文芳,严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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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省级 荔湾校区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潘卓坛,廖可儿,相巧凤 王丽丽,唐硕 三等奖

68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4G全网建设技术 林佳斌,邹嘉鹏 王琪,侯益坤 三等奖

69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 詹晓金,李仕佳,庄伟新 刘艳萍,黄丽英 三等奖

70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设计与应用
詹晓金,于俊,叶俊逸 刘艳萍,黄丽英 三等奖

71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基站新技术及网络切片

应用
黄泽森,毛彤翔 侯益坤,李亚琴 三等奖

72 省级 汽车工程学院 智慧网联技术与应用 刘昌铖,郑永奎,吴海鑫 欧英雷,彭鹏峰 三等奖

73 省级 应用外语学院 导游服务 戴舒 禹琴 三等奖

74 省级 应用外语学院 导游服务 陈祖欣 罗春科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