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教办〔2021〕25 号

关于 2021 年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
技能大赛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县（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市直

中职学校：

按照《关于举办 2021 年黄冈市中职学校技能大赛的通知》

（黄教函〔2021〕11 号）精神，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市财政局联合举办了 2021 年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12 所学校的 457 名学生参加 7 个大类 17 个赛项比赛。此

次大赛充分展示了我市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激

发了广大职业学校学生学习技能的积极性。经各赛项裁判委员会

评判，大赛组委会审定公示，共评出团体奖 37 个，其中团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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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 12 个，二等奖 11 个，三等奖 14 个；参赛学生单项奖 310

人次，其中一等奖 90 人次，二等奖 88 人次，三等奖 132 人次；

优秀指导教师 112 人次；优秀组织奖 3 个。现将竞赛获奖名单予

以通报。

希望各学校以本次大赛为契机，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定

期开展技能展示和交流，提高学生技能水平，努力提升教学质量，

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附件：2021 年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黄冈市教育局 黄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黄冈市财政局

2021 年 6 月 17 日

黄冈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17日印发

http://www.sy.e21.edu.cn/upload_files/files/201006/10061008354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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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一、参赛团体获奖名单

专 业 参赛单位 获奖等次

现代农艺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机械类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信息技术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信息技术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学前教育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学前教育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酒店服务管理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酒店服务管理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护理技术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护理技术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现代农艺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机械类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机械类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信息技术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信息技术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学前教育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学前教育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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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酒店服务管理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护理技术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现代农艺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现代农艺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机械类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机械类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机械类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信息技术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信息技术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学前教育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学前教育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学前教育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酒店服务管理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护理技术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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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学生获奖名单

比赛项目 姓名 学校 获奖等次

（一）农林牧渔类

现代农艺 张焰颖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现代农艺 胡译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现代农艺 陈洁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现代农艺 曾晓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现代农艺 付梁梅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现代农艺 钟涵娇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一等奖

现代农艺 王志文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现代农艺 陈少东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现代农艺 沈劲锋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现代农艺 张志雄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现代农艺 马博闻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现代农艺 朱涵曦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现代农艺 周燕钊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现代农艺 陈麒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现代农艺 常美红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现代农艺 邓英豪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现代农艺 叶钊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现代农艺 吴缙洋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现代农艺 金炽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二）机械类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周浩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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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叶辉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高强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胡锦照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谭明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张君豪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吴书昊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张松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陈鑫广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罗子卿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樊荣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孙佳辉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夏航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刘海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何洋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佘广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叶江洋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郑中智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梅锋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李灿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郭新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石洋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刘润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张珑强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秦清玲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胡伟国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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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 CAD 成图技术 李晋安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丁力强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周存友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王伟辉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杨国栋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翟伟明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闵凡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张锐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吴昊轩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严宝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徐博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周桐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王闯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苏伟华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余镇江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钳工 （抽测组） 胡俊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钳工 （抽测组） 梅惊涛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钳工 （抽测组） 江东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一等奖

钳工 （抽测组） 来晋维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钳工 （抽测组） 李苏成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钳工 （抽测组） 杨仁钢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钳工 （抽测组） 王锦鸿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钳工 （抽测组） 魏颜颜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钳工 （抽测组） 任赢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钳工 （抽测组） 周振旺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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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 （抽测组） 李志豪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方嘉晖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兰诗戈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金文昊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黄齐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梅旭华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王银皓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钳工 （抽测组） 赵承博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陈磊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高炜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彭鑫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陈华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项启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易阳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冯磊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熊晓飞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汤贤健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李鑫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数控应用技术 胡博炜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聂小龙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商伟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王志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李杜华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方贻强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一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陈星焱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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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钱币币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彭剑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汤锦华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杨涛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欧阳益锋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肖骁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王景润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三）信息技术类

网络布线 周灿 周伟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网络布线 徐灿锋 夏斌权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网络布线 胡安 查凯文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网络布线 陈一凡 孙佳佳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网络布线 占磊 何晨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网络搭建与应用 王江南 王炎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网络搭建与应用 王艺 颜杰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一等奖

网络搭建与应用 杜飞 余恩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网络搭建与应用 吴泉源 李昊然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彭瑞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吴吉阳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吴兴帅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陶志豪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郭勇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程磊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雷乐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张友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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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张潮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龙宽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张凯瑞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王涵玉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张磊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袁聪聪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林升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邹永星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姚根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肖逸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余勇铮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匡金鑫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廖文畅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高昊正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张冰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叶熙平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詹鸿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韩嘉愉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王荣岚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张昌明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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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占皓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董爽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黎真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王恒畅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王俊杰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赵熙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叶鹏林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段传相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汪 祥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舒 滔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彭 欣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何铭珂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董硕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陈高高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汤健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动画片制作 刘思博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动画片制作 张璟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动画片制作 夏煜呈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动画片制作 张昭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动画片制作 黄瑞侨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动画片制作 李好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动画片制作 孙萌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动画片制作 江佳豪 黄冈科技职院中专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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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制作 杨焕敏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黄泽进 黄梅兴华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郭晶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郑勇基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陶俊 黄梅兴华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张志强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熊清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秦媛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严梁春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张灿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余喜珠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动画片制作 胡博 黄冈科技职院中专部 三等奖

（四）学前教育类

学前教育（全能） 王欣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胡赛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向钰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吴妍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郑婷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一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严敏洁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韩鑫宇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李莹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刘鏐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张怡欣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郭益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余昕雨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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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全能） 宋帅霏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朱爽婷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冯蕊馨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易婷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陈如虹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张海梅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林 立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彭子纯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韩颖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石金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王言珅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翟豪恋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刘伟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学前教育（全能） 吴杨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硕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於弛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斯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田紫妍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欣雨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巧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江云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李宗贵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一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程琪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周春燕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姜若涵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14

绘画技能（抽测组） 鲍梦鸽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邓果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朱杜似锦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袁媛 黄冈艺术学校 二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乐金霖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陈佳璟 黄冈艺术学校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金送玲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周颖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童秀丽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杨晓璇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秦怀玉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李晨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李钡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郭聪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王琪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李徽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绘画技能（抽测组） 杨鑫蕊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五）财经财贸类

会计电算化 段彩云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朱学佳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张思钦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蔡朝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郑立群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胡佳宝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何静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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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 陶佳宏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 陈凤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李欣慰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李成华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张春丽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郭腊春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刘康静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王慧敏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 丁晓君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严柯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王蕾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可馨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郑静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李鑫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彭蔚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石伟源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曾敏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李林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 周谊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冯云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黄贝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董嘉茜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陈依萍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干慧琳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胡情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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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抽测） 胡雅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毛谦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朱辉洋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董子涵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杜秋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罗翠丽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二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徐凤霞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汪银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林周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刘梓焓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彭玉珍 浠水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童洁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张彬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吴蓓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黄左梅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孟亚芳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会计电算化(抽测） 王玟杰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六）酒店服务与管理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张钰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肖杭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王彬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林洁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李建成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耿婷芳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余小楼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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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郭芳萍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陈天亮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江鑫传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董汝鑫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桂文花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胡佳宝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邹秦浩 红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七）医药卫生类

护理技术 徐宜熙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护理技术 田飞朗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护理技术 王琼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护理技术 郭苗苗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护理技术 冯硕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护理技术 林博雯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护理技术 吴锦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护理技术 贺静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护理技术 张玉英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护理技术 程雯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护理技术 王悦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二等奖

护理技术 袁慕嫦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护理技术 王沪兰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三等奖

护理技术 陈方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护理技术 邱宇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护理技术 周珺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护理技术 张洋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护理技术 徐红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护理技术 华志灵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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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比赛项目 指导学生姓名 参赛学校 指导教师

（一）农林牧渔类

现代农艺 张焰颖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徐观明

现代农艺 胡译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张帆

现代农艺 陈洁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张帆

现代农艺 曾晓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程炼

现代农艺 付梁梅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熊光全

现代农艺 钟涵娇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余炳良

现代农艺 王志文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陈海峰

（二）机械类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周浩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方朗坤 黄晗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叶辉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王赏 许炼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高强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汪齐 缪聪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胡锦照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王强 方正德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谭明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刘欢 王强

普通车工 CAD 成图技术 张君豪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雄斌 袁丽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李灿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王强 刘欢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郭新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方朗坤 黄晗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石洋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刘欢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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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刘润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王赏 许炼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张珑强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陈俊 缪聪

钳工 CAD 成图技术 秦清玲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陈俊 吕妮

钳工 （抽测组） 余镇江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王强

钳工 （抽测组） 胡俊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田在德

钳工 （抽测组） 梅惊涛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田在德

钳工 （抽测组） 江东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余力

数控应用技术 陈磊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史文芬

数控应用技术 高炜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高铸

数控应用技术 彭鑫 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李坤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聂小龙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匡险峰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商伟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杨红刚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王志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裴华英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李杜华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童伟

机电一体化组装调试 方贻强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张红忠

（三）信息技术类

网络布线 周灿 周伟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汪自忠

网络布线 徐灿锋 夏斌权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高健 周君

网络搭建与应用 王江南 王 炎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何成胜

网络搭建与应用 王艺 颜杰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彭峰 戴文晶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彭瑞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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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吴吉阳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方清华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吴兴帅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姜帆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陶志豪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吴冬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姚根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万丛章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肖逸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万丛章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余勇铮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方清华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匡金鑫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方清华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廖文畅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姜帆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高昊正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姜帆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抽测组） 张冰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彭晓亮

动画片制作 段传相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吴亚刚

动画片制作 汪 祥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程松

动画片制作 舒 滔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程松

动画片制作 彭 欣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杨明

动画片制作 何铭珂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何理

动画片制作 董硕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何理

动画片制作 陈高高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袁银花

动画片制作 汤健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陶兴琦

（四）学前教育类

学前教育（全能） 王欣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黄小红 张秋

姜友玲

学前教育（全能） 胡赛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黄开练 刘婷

吴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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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全能） 向钰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王碧辉

学前教育（全能） 吴妍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彭新 殷函莉

张锐

学前教育（全能） 郑婷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叶和平 董玲

陈晨

学前教育（全能） 严敏洁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桂瑞宏 董建鹏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硕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吴悠

绘画技能（抽测组） 於弛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赵兰鑫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斯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董建鹏

绘画技能（抽测组） 田紫妍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张波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欣雨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吴悠

绘画技能（抽测组） 胡巧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吴悠

绘画技能（抽测组） 江云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吴悠

绘画技能（抽测组） 李宗贵 麻城市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王伟华

（五）财经财贸类

会计电算化 段彩云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胡馨兰

会计电算化 朱学佳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胡馨兰

会计电算化 张思钦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吴顺娟

会计电算化 蔡朝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彭强

会计电算化 郑立群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安国强

会计电算化 胡佳宝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彭丽

会计电算化 何静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陈莉

会计电算化 陶佳宏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刘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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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抽测） 冯云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安国强

会计电算化(抽测） 黄贝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彭强

会计电算化(抽测） 董嘉茜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彭丽

会计电算化(抽测） 陈依萍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集团） 陈莉

会计电算化(抽测） 干慧琳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安国强

（六）酒店服务与管理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张钰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曾诗晓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肖杭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张佳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王彬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刘辉

酒店服务与管理（全能） 林洁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何越

（七）医药卫生类

护理技术 徐宜熙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徐丽

护理技术 田飞朗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肖亚

护理技术 王琼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胡金婷

护理技术 郭苗苗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胡三春

护理技术 冯硕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帅爱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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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秀组织奖

英山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武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