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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的公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2021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

及国赛遴选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经专家评审，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共评出拟获奖作品761件。现将拟获奖名单予以

附件）。

　　公示期自2021年7月27日起至8月2日止。公示期内，如对拟获奖名单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反映

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否则不予受理。

　　联系人：刘家良、郑佳；电话：18924840481（刘）、020-37627439（郑）；邮寄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23号广东省教育厅职终处9

　　附件：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拟获奖名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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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拟获奖名单

一、中等职业教育组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序号 奖项 地市 院校名称 教学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省属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林超、庄楷玲、蔡梓淇、李斯莹
服务用语在交通旅游中的运用(I'm delighted

to serve in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2 一等奖 广州市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伍海颖、李伟军、列梓玲、孔梓俊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实事求是树理想，辩

证人生促发展

3 一等奖 广州市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冯静、王丽莎、张谊姝、黄晓珊
Learning Chinese Culture Providing Travel

Service 学习中国文化 提供旅游服务

4 一等奖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陈丽、宾文心、雷黎、黄泽均 云端赏美术 百年正风华

5 一等奖 深圳市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蔡巧敏、张立峰、萧筠儒、梁璐琪 统计初步

6 一等奖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

学校
林小玲、梁淑仪、毛小珊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7 一等奖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杨旻、杜周雅、何绮雯、陆学 青春因奋斗而闪光

8 一等奖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 陈雪华、利艳兴、何佩仪、龚成 品读促写，悟法塑人——“读写共融”小说专



序号 奖项 院校名称 教学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421 三等奖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李琳、杨亚、王润萍、祁涛 《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青春梦想》

422 三等奖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肖影玲、曾慧芳、余青云、肖凤嫦 传承红色经典 引领青春梦想

423 三等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梅、董娟娟、樊湘军 幼儿园典型日常活动

424 三等奖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黄婵娟、洪佳磊、李小女、郑倩雯 奋进新时代，助力“十四五”，同筑中国梦

425 三等奖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区楚君、徐金菊、杨梅、林楚贝 Online Business

426 三等奖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唐慧盈、吴冬琦、谭叶 不忘初心绘就中国梦 Career Planning

427 三等奖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吴玉环、张闯艳、徐宁、童燕 Unit 2 Friendship-建职场友谊之桥

428 三等奖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曾溅、李晓清、何紫韵、陈楚莹 生态为本，文化为魂，旅游富民--Travels

429 三等奖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李姗、赖珍珍、吕燕宏、王思阳 就业宝典助你医路勇往职前

430 三等奖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陈嘉杰、杨越明、张振弟、文迪 谱人生华章，担青春使命

(二）专业课程一组

序号 奖项 院校名称 教学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431 一等奖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罗娉、罗勇、李峰、顾鼎之 旗袍整体服饰设计与制作

432 一等奖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伟、贺文锦、齐群、骆强 轨道车辆转向架检修及维护

433 一等奖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刘汾涛、吕海霞、李薇、任楚超 基于 BIM 的叠合板·预制剪力墙识图与深化设计

434 一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魏彦、连国云、彭艳、管明雷 黑客攻防训练营——黑客常用技术与防御措施



序号 奖项 院校名称 教学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435 一等奖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曾卉、任碧峰、王心如、邹韵 区块链金融支付

436 一等奖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裴小妮、郝雯芳、黄丽丽、李福 大数据视角下的智能财务分析

437 一等奖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段娜、陈慧慧、玄颖双、卢磊 健康童鞋的数字化开发

438 一等奖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刘贞平、李燕、刘婷、熊嘉逸 新房销售五步成交

439 一等奖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乖利、莫琳、伍岳连、江芸 说写做练战，打造金牌理财顾问

440 一等奖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金晗、任欣颖、罗琼玮、黄继华 党史展馆智慧化设计与构建

441 一等奖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王华、黄冬梅、林愉青、易勇 英语为本、数字赋能：打造新外贸工匠

442 一等奖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刘嘉熹、邓伟民、段敬毅、冯方友 跨境电商商品发布与营销推广

443 一等奖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卢淑萍、刘海、李彬、赖小卿 使用 Vue 框架开发智能垃圾分类 APP

444 一等奖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曹婷、熊义淇、陈萌梦、赵亚杰 “图文+短视频+直播”新媒体营销实施

445 一等奖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郭慧、刘颖、徐文瑞、夏梦 视觉营销，精准触达

446 一等奖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李贞晶、周苗、文智、石晓莉 乒乓球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

447 一等奖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翁方珠、向阳、董丽华、钟建珍 后疫情时代会前策划与准备

448 一等奖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谭剑、王彩芳、黎花、刘凯 机器视觉智能垃圾分拣

449 一等奖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蔡晓红、房杉、李宏、吴倍贝 老年人助浴产品设计

450 一等奖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薛国伟、黄锐军、吴瑜、程东升 航空数据智能爬取与分析



序号 奖项 院校名称 教学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451 一等奖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嫄、陈亮、高玉婷、胡樱凡 思政铸魂、科技赋能、畅游金融

452 一等奖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朴红梅、刘卫宇、姜莹、徐磊 创”岭南舞蹈佳作“，育”未来美育之师“

453 一等奖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官燕燕、付文亭、邱妍、高艳飞
传承茶叶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粽茶”包装盒设计与制

作

454 一等奖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姜源、邱小群、刘玉洁、郎波 智慧厨房系统设计

455 一等奖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卢兰凤、杜敏、吴舒姗、李永玖 自然主题研学活动设计

456 一等奖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康妮、何红、杨珂、姬秀春 厚德载运，强技利行——地铁车站行车组织

457 一等奖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李蜜、闫娟、禹婷婷、陈婷婷 （云上）展会营销：中国制造 e行记

458 一等奖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吴华群、王婷婷、杨超、黄菡 六大茶类代表茗茶茶艺

459 一等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樊萱、邓韵雅、肖琴、罗桂玉 借他人之力成就自我——数字化融资战略

460 一等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覃钰斐、蒋海霞、陈惠华 助农特产包装设计

461 一等奖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何司彦、丘燕芬、王莺璇、王丽娟 服务乡村，美化家园——农村公共厕所设计

462 一等奖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白华艳、柯戈、尹冬梅、蔡恒儿 “匠人匠心，传承非遗”短视频与直播营销技巧

463 一等奖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陈春兰、孟盈、陈晓婷、王桂凤 乐在其中、以美育人——奥尔夫音乐教育

464 二等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泳璋、董青、潘向研、周丽庆 大国贸易：订单管理与客服沟通

465 二等奖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黄敏、朱晓立、张媛媛、刘晓蓉
后疫情时代话进口对虾之安全——食品仪器分析技术保

驾护航

466 二等奖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黄笑、石磊、谢嘉琳、孙雪娇 随“肌”应变 成就大美——彩妆产品配方设计与制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