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2022 年度湛江市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获奖情况表
序

号
赛项编号 赛项名称 参赛学校名称

参赛方

式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次

1
ZZ-05 建筑 CAD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团体赛

雷杰雄、苏俊豪 庄雅敏 一等奖

2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肖俊威、莫智州 卓景尚 一等奖

3

ZZ-07
零件测绘与 CAD 成图技

术

湛江机电学校

个人赛

朱恒楷 黄卫珍 一等奖

4 湛江机电学校 陈宪嘉 梁烈 二等奖

5 湛江机电学校 卓家驹 黄卫珍 三等奖

6 湛江机电学校 陈俊成 梁烈 三等奖

7

ZZ-08 机器人技术应用

湛江机电学校

团体赛

胡春优、叶来福 薛晓艺、徐祥云 一等奖

8 湛江市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黄煜、叶家伟 朱美谕 一等奖

9 湛江机电学校 鲁秋恒、黄光锐 黄宗将 二等奖

10
ZZ-14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

维护

湛江机电学校
个人赛

陈永强 李建静 一等奖

11 湛江机电学校 吴子健 李建静 二等奖

12

ZZ-15 焊接技术

湛江机电学校

个人赛

苏颂彦 吕家洲 一等奖

13 徐闻县职业高级中学 潘建敏 符德 二等奖

14 湛江机电学校 潘子城 余泉冲 二等奖

15 徐闻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太丹 张春妹 三等奖

16 徐闻县职业高级中学 姚德智 张春妹 三等奖

17 徐闻县职业高级中学 许志恒 符德 三等奖



序

号
赛项编号 赛项名称 参赛学校名称

参赛方

式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次

18
ZZ-16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

调试

湛江机电学校
个人赛

陈凤涛 陈乃聪 一等奖

19 湛江机电学校 周成霖 陈乃聪 二等奖

20

ZZ-18 3D 打印应用综合技术

湛江机电学校

团体赛

陈文俊、刘军 李观锋、杨程 一等奖

21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洪川、李家昌 李培烜、韩鹏 二等奖

22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林祉先、吴斯远 黄梓枫 二等奖

23 ZZ-20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湛江机电学校 团体赛 胡文涛、苏宇瑾 陈昌钦、朱凤赛 一等奖

24

ZZ-24 汽车机电维修

湛江机电学校

个人赛

林博浩 钟继仁 一等奖

25 湛江机电学校 龙华文 江信广 二等奖

26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梁祥凯 戴伟杰 二等奖

27 湛江市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梁乾芹 麦章富 三等奖

28 湛江市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戚观湘 王子强 三等奖

29

ZZ-25 车身修理

湛江机电学校

个人赛

陈泽晃 余泉冲 一等奖

30 湛江机电学校 谭淇仁 刘创西 二等奖

31 湛江机电学校 林煌东 余泉冲 三等奖

32

ZZ-27 网络空间安全

湛江机电学校

团体赛

何海澄、叶子华 陈升权、罗健宇 一等奖

33 湛江机电学校 黎昭、文境锐 陈升权、吴冬晨 二等奖

34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陈俊、李东澎 方丽君 三等奖

35
ZZ-28 网络搭建

湛江机电学校 陈炫达、钟成昶 陈升权、吴冬晨 一等奖

36 湛江机电学校 方奕猛、宁文涛 陈升权、高啟清 二等奖



序号 赛项编号 赛项名称 参赛学校名称 参赛方式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次

37 ZZ-29 WEB 前端开发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团体赛 许李荣、许恩琪、林思宇 苏志周、叶仕灏 一等奖

38

ZZ-31 短视频技术与应用

湛江机电学校

个人赛

邱耀铭 黄志鹏 一等奖

39 湛江机电学校 叶尔涛 苏益冰 二等奖

40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孙文辉 李春兰 二等奖

41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梁汝尉 胡锡翰 二等奖

42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李国焱 林丽源 三等奖

43 湛江市华南职业技术学校 陈吴杰 罗镇岷 三等奖

44 湛江市华南职业技术学校 莫贵花 罗镇岷 三等奖

45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陈百强 胡锡翰 三等奖

46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谢萤萤 冯芳梅 三等奖

47 ZZ-32
广告设计与制作

雷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个人赛

郑玮琦 梁小密 一等奖

48 湛江机电学校 黄思远 梁超 二等奖

49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杨达康 林思程 二等奖

50 湛江机电学校 钟穗鸿 刘洋先 二等奖

51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李雅非 朱冰冰 三等奖

52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陈有清 李婉茹 三等奖

53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曾珍珍 李婉茹 三等奖



序号 赛项编号 赛项名称 参赛学校名称 参赛方式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次

54

ZZ-32
广告设计与制作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个人赛

李伟色 何杰 三等奖

55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廖雨欣 李婉茹 三等奖

56 湛江市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吴剑辉 陈海浪 三等奖

57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龙阳彬 吕施婷 三等奖

58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黄家东 何杰 三等奖

59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李文茵 何杰 三等奖

60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梁衍烨 庞安利 三等奖

61 雷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符瑞满 李世丽 三等奖

62 湛江市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王国豪 陈少端 三等奖

63 湛江市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何杰衡 全景善 三等奖

64
ZZ-34 云计算服务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个人赛

钟俊杰 罗进杰 一等奖

65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苏启智 梁晓劼 二等奖

66 ZZ-38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雷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符峰瑞 周妙玲 一等奖

67

ZZ-49 会计技能

湛江机电学校

团体赛

何韵仪、陈宇琪 劳汉平、陈群娣 一等奖

68 湛江机电学校 张蕾、袁欣 劳汉平、陈群娣 二等奖

69 湛江机电学校 李文怡、陈青青 劳汉平、陈群娣 三等奖

70 ZZ-50 税务技能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团体赛 庞颜冰、欧可欣、奉彩翎 奉秋香、周月霞 一等奖



序号 赛项编号 赛项名称 参赛学校名称 参赛方式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次

71

ZZ-51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团体赛

曹树广、林金连、黄菲、冯玉莹 陈舒静、骆丽娜 一等奖

72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周凯雅、陈艳飞、陈海明、陈境艳 陈舒静、骆丽娜 一等奖

73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黄家愉、何幸欣、唐儒霖、陈丽娴 陈舒静、骆丽娜 二等奖

74 湛江机电学校 文志锐、钟美婷、李静、占雨娴 李文静 二等奖

75 湛江机电学校 郑小芬、黄思欣、袁欣、陈宇琪 李文静 三等奖

76 湛江市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肖燕珊 林可 李玉婵 林绮恩 林钜垌 三等奖

77

ZZ-52 电子商务技能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团体赛

梁可盈、黄诗琪、苏怡欣、梁锦霞 吴玉娜 一等奖

78 湛江机电学校 梁泽家、李观玉、吴雅丽、袁文烯 钟承球、林晶贞 一等奖

79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梁咏娴、陈琪琪、陈波浩、周月迪 吴玉娜 二等奖

80 湛江机电学校 苏瑞鑫、林世浩、刘观凤、陈锦溪 钟承球、林晶贞 二等奖

81 湛江机电学校 梁其盛、杨铠源、杨火云、陈萧瑟 钟承球、林晶贞 三等奖

82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陈日桐 、 韩承国 、钟其省、刘骏辉 黄燕秋、李淑莲 三等奖

83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李彬彬、李娟诗、陈晓娣、庄彩婷 黄燕秋、李淑莲 三等奖

84 ZZ-53 现代物流综合作业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团体赛 梁紫琪、陈燕燕、蔡洪铃、李彬彬 张文涛 二等奖

85
ZZ-54 互联网营销直播技能

湛江市华南职业技术学校
团体赛

陈业勋、林嘉坤、李亚珍、许小妹 温尚奇 二等奖

86 湛江理工职业学校 揭佳敏、徐彬、林家怡、李晴儿 吴精宝、詹文灏 二等奖

87

ZZ-56 护理技能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

个人赛

黄月凤 黄益苗 一等奖

88 湛江中医学校 黄雅静 林翅 二等奖

89 廉江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刘茵茵 龚彩云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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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ZZ-58 烹饪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团体赛

林国鑫、梁健、林韦杰、

杨秋慧

陈水霞、莫茹茵、郑旸光、

杨方光
一等奖

91 湛江市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符嘉聪、罗海聪、林小娇、

梁银通

钟锋、郑华梓、苏怀仙、

何华勇
二等奖

92 ZZ-59 酒店服务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团体赛 罗绮雯、曹美玲 孙嘉璐、陈伟晶 一等奖

93
ZZ-61 模特表演

湛江市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个人赛

陈玉芳 陈燕婷 二等奖

94 湛江市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陈春连 陈燕婷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