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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广东省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

（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人员和单位公布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广东省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机电一体化）

职业技能竞赛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12 日（职工组）和 2017 年 11 月 17 日-18

日（学生组）分两个阶段在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成功举办。大赛组委会坚持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组织竞赛裁判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和流程对选手成绩进行了评

判，依照本次大赛实施方案的奖励办法，确定了本次大赛获奖选手和获奖单位名

单。现公布如下：

（职工组）获得优秀选手名单

获奖选手 工作单位

杨 创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董军昌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陆丰油田作业区

田秀勇 昱科环球存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潘 莹 深圳技师学院

陈增强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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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组）获得团体前三名名单

名 次 参赛单位

第一名 江门市技师学院

第二名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第三名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学生组）获得团体前三名名单

名次 参赛单位

第一名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第二名 东莞市技师学院

第三名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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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组）获奖名单

名次 工作单位 姓名

一等奖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杨创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陆丰油田作业区 董军昌

昱科环球存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田秀勇

深圳技师学院 潘莹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陈增强

江门市技师学院 吴恩来

珠海市技师学院 赖晓琼

二等奖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吴涣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林燕鹏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杨小平

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 赖俊鸿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韦锐豪

广州市技师学院 何家恒

江门市技师学院 张健锋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张士林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潘伟波

深圳市凯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叶俊雄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欧文标

江门市技师学院 刘锐杰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陈德生

三等奖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郭伟勤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 姚景扬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卷烟厂 黄真燃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 沈健

广州市技师学院 刘良森

东莞市技师学院 王行鹏

东莞市技师学院 李瑛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黄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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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工作单位 姓名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彭大槐

汕头市煜丰机械有限公司 王耿涛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周尧鑫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梁晓龙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黄楚斌

深圳技师学院 高文娟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谭泳辉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 杨强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张勇坚

珠海市技师学院 陈泽龙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卷烟厂 江能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黎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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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获得个人前三名名单

名次 获奖姓名 获奖单位

第一名 刘宗吉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第二名 赖孔春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第三名 徐 达 东莞市技师学院

（学生组）获奖名单

名次 获奖单位 获奖选手

一等奖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刘宗吉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赖孔春

东莞市技师学院 徐达

二等奖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花学建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赖树江

江门市技师学院 赖景诚

东莞市技师学院 邱志强

中山市技师学院 房桂涛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何康辉

广州市技师学院 黄光杰

三等奖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丘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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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林少楷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杨雨杭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陈豪辉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纪铭柱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黄宝顺

江门市技师学院 许嘉联

中山市技师学院 叶林华

广州市技师学院 詹德钊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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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练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陈学军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田秀勇 昱科环球存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陈立香 深圳技师学院

杨开国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梁仕腾 江门市技师学院

李带荣 珠海市技师学院

梁民俊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王耿燃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苏嘉健 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

张春鹏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张小珍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鲁储生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李瑛 东莞市技师学院

吴华生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龚爱平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黄栋斐 东莞市技师学院

魏海翔 中山市技师学院

肖正光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何家恒 广州市技师学院

林剑斌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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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裁判员名单

工作单位 姓名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宋 建

广州鹭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梁兆明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黄晓红

华南理工花都 陈锐鸿

广东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邵忠良

广东工业大学 王小涓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申辉阳

广东省城市建设高级技工学校 梁玉叶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职业技术学院 晏华成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部 唐智金

广东省南方高级技工学院校 王奇龄

珠海市职业训练指导服务中心 叶卫国

广州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赵茂林

华南理工大学 邝禹聪

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魏志丽

广东省电子信息技工学校 叶江林

广东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黄 诚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黄进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黄智亮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田凤霞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湘伟

广东省轻工技师学院 莫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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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姓名

广州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叶健滨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蔡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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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名单

工作单位 姓名

肇庆市技师学院 杜燕敏

广州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赖伟华

深圳技师学院 李泽明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凯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李庆亮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廖咏琴

广州市技师学院 刘良森

珠海市技师学院 李带荣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欧文标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田玉瑛

江门市技师学院 梁仕腾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梁晓龙

东莞市技师学院 王行鹏

汕头市煜丰机械有限公司 马初勃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卷烟厂 李继波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王耿燃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李福运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庞崇禄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烟厂 吴涣

华为机器有限公司 王维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张小珍

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 冯启恩

广东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 叶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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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姓名

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刘魁星

河源技师学院 檀业健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赵一生

中山市技师学院 魏海翔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 高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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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名单

单 位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广州市技师学院

江门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湛江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东莞市技师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河源技师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珠海市技师学院

中山市技师学院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韶关卷烟厂

广州市番禺区就业训练中心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华为机器有限公司

汕头市煜丰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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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深圳市凯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卷烟厂

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广东省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

组委会办公室（代章）

2017年 12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