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第一届“三好-卓衡杯”建筑施工仿真应用技能大赛
个人三等奖

中职组（16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19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洪居朔

20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黄优俊

21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何嘉俊

22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陈教斌

23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冯俊艺

24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施泽基

25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杨子锋

26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厉金翔

27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詹驰

28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姚泽扬

29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梁咏欣

30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叶志辉

31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林怡峰

32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黄金萍

33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林国辉

34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肖玮松

高职组（29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30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林佳璇

31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黄卓

3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蒋文娟

33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梁勇斌

34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潞潞

35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彭少锋

36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张培洽

37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林子雄

38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彭波涛

3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李敏怡

4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姚金凤



41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杨文鸿

42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周子涵

4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范嘉仪

44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陶健萍

45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阮家奕

46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邹宗翰

47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树发

48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叶君豪

49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黄祥何

50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陈宇宁

5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廖梓文

52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詹竣崴

53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詹竣杰

54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李治威

55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乾东

5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郑浩钦

57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黄尚明

58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崔铭滔

本科组（29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3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卓纯香

3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曾翠薇

32 惠州学院 梁秋生

33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缪熹钰

34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陈泰聪

35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郑晓彤

3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何松莲

37 惠州学院 陈景涛

38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黄浩铨

3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钟英乐

40 惠州学院 陈菊桂

41 惠州学院 张湧彬

4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巫小倩



43 惠州学院 陈嘉铭

44 惠州学院 邓润彬

4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叶茜茜

4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潘俊羽

47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郑鸿泰

48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王雪

49 惠州学院 何嘉伟

50 惠州学院 陈童敏

5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吴林欢

5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曾婉菲

5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刘先城

5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余衡衡

5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陈旭佳

56 广州大学 林泽锴

57 广州大学 杨乐添

58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陈永达



广东省第一届“三好-卓衡杯”建筑施工仿真应用技能大赛
个人二等奖

中职组（10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9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赵彦镔

10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徐锦熙

11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王子龙

12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林杰

13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汤嘉

14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李谱

15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刘彦宏

16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阮土辉

17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张财千

18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谢家明

高职组（18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13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邓明波

14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方浩楠

15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华日旺

1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邝锦泉

17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伟都

18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唐兴挺

1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朱新明

20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黄发成

21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陈泽杰

22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高浩生

23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谢文浩

24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郑定涛

25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陈逸志

26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廖梓坤

27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高泽锋

28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陈文广

29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陈坤



30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陈俊毅

本科组（17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13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麦贤乐

14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林沛玲

15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陈茗鑫

16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何发泳

17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江浩

18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黄宏晗

19 惠州学院 王燕妹

20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彭佳乐

2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李建国

22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欧培勇

23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赖小豪

24 惠州学院 李小龙

25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方俊寿

2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骆堪辉

27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刘译仁

28 惠州学院 关明君

2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潘宏树



广东省第一届“三好-卓衡杯”建筑施工仿真应用技能大赛
个人一等奖

中职组（7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2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苏江

3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李熙泽

4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曾佳诚

5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黄鸿彬

6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徐梓俊

7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李耀燊

8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岑练峰

高职组（11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蔡曼婷

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温智健

4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龙金水

5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蒋武翰

6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曾国喜

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覃海宾

8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黄梽禧

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林紫扬

10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洪煜江

11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陈欣欣

12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吴尚鸿

本科组（11人）

成绩排名 学校 姓名

2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邓仲豪

3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廖昱勋

4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刘明浩

5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郑国威

6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梁祖鑫

7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李文隆

8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伍剑鹏



9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陈锡开

10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张益豪

1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吴华锋

12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张志瑜



广东省第一届“三好-卓衡杯”建筑施工仿真应用技能大赛
个人总冠军

组别 所属学校 姓名

中职组（第一名）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谢嘉龙

高职组（第一名）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李秀玲

本科组（第一名）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刘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