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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2023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首届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应用决赛

须知及名单

一、决赛时间和地点

1.选手报到时间：2023 年 3 月 29 日 12:00 前

2.裁判（含裁教一体裁判）报到时间：2023 年 3 月 28 日

3.开幕式及比赛时间：2023 年 3 月 29 日—4月 1日

4.闭幕时间：2023 年 4 月 2 日上午

5.比赛地点：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科教城校区）（广东省

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科德大道 198 号）

二、报到地点及联系人

报到地点：嘉腾大酒店（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朱村大道

西 80 号）

酒店联系人：李诗博 18826112235

报到联系人：张菊红 13824448065

三、食宿缴费安排

决赛期间组委会对参赛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及比赛期间的

交通、住宿、餐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为提前安排食宿，请参加决赛单位于 3 月 10 日前将《智能制造

工程技术应用赛项回执单》（附件 1）发送至 358433670@qq.com 邮

箱，联系人张菊红老师（1382444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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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彰与奖励

1.以参赛队最终比赛成绩为依据: 一等奖为每所院校最佳成绩

排名，名额为参赛队伍的 10%，分别颁发金牌及证书: 二等奖为除

等奖外所有参赛队成绩排名，名额为参赛队伍的 20%，分别颁发银

牌及证书; 三等奖为除一等奖、二等奖外所有参赛队成绩排名，名

额为参赛队伍的 30%,分别颁发铜牌及证书: 其它选手颁发优秀奖

证书。

2.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学生组队伍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

师证书。

3.获得一等奖的参赛单位颁发最佳组织奖证书及奖牌；获得二

等奖的参赛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及奖牌。

4.另设竞赛支持奖、突出贡献奖若干名，颁发给各竞赛平台支

持单位、竞赛承办单位，按类别颁发证书、奖牌。

5.参赛队比赛总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颁发 C级技能护照证书。

6.国内赛获得前 2 名的学生组队伍可以优先出国参加国外赛区

相应赛项的比赛。

五、注意事项

1.大赛动态和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广州赛区、智能制造赛项官

方报名交流 QQ 群：472969630。

2.参加赛事的教师和选手，自行购买意外保险，确保竞赛操作

和往返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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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组选手需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参赛，教师组选手需携带

身份证和教师证。若证件不齐全，禁止参赛，提醒各位选手提前办

理相关证件手续（身份证证件丢失需提供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学生

证丢失需提供本校教务部门开具的证明）；

4.其他相关信息报到时详见《竞赛指南》。

六、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应用决赛名单

1.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应用高校组决赛名单

序号 单位 选手 1 选手 2

1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任天格 沙晨飞

2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宗泽 高鑫杰

3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郭天成 陈利君

4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林乾峰 刁泽文

5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耿世豪 张伟毅

6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雨浩 贺正奇

7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白滔涛 李明祖

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曾俊洁 洪佳鑫

9 兰州城市学院 郭丹 郭笔

10 兰州城市学院 梅泽超 高博

11 兰州城市学院 宋鑫 邱伟

12 文华学院 明望盛 骆琳丽

13 文华学院 从筝 陈钰鹏

14 文华学院 王一丞 刘艺杰

15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贺显亮 杨获淇

16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路桥工程系 陈虹 李昊

17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汪俊宏 李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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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田佳伟 杨双林

19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张一帆 覃成有

2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钟华进 许树帆

21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紫腾 刘帅兵

22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耀森 邹志明

23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戴明旺 张兴明

24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李家豪 胡林强

25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于钦 李建东

26 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刘瑞 柳智慧

27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陈桂清 莫梓隆

28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汪奥城 龚落成

29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张锦超 石斌

30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李顿 冯旭

31 淄博市技师学院 方元杰 刘凌志

3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刘振华 曹嘉伟

3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张业健 安佳鑫

34 武昌工学院 陈创 徐文杰

35 武昌工学院 叶利青 杨怡

36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李嘉轩 曾雨豪

37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李浩良 吴健毅

38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孙苗青 张健杰

39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薛净林 李悦琪

40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岳耀宗 成诚

41 中山市技师学院 曾林 林伟锦

42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李金阳 秦兴烨

43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潘世杰 刘洋

44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伍日荣 黄国伟

45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谭宁 陈武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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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山市技师学院 李晓聪 梁伟贤

47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 徐日勇 王宇辰

48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刚 胡译

49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向智强 赵涛

50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王运林 郭君豪

51 沈阳工学院 高钰山 刘洪帅

5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王俊鹏 许凯明

53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白玉 王龙飞

54 天津商业大学 王淮明 佟城翰

55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谢文杰 林晓杭

56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周世燕 谢晨曦

57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朱靖 何伟标

58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李瑞峰 孙晓杰

59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佘长志 于泽

60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李士润 刘睿

61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仲浩研 齐鸿飞

6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方良艳 汤啟健

6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谭金佳 江炫

64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魏小龙 杨鑫城

6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婷红 王宇航

2.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应用中职组决赛名单

序号 单位 选手 1 选手 2

1 淄博市技师学院 王广宇 刘津懿

2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王星宇 谭佳旭

3 陆丰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温家烨 陈润炜

4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吴艺炫 刘英权

5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李杰恒 伍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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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沈起源 袁丕成

7 长治技师学院 马郭豪 禹可

8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曾海峰 李丙焱

9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徐健锋 黄炜翔

3.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应用教师组决赛名单

序号 单位 选手 1 选手 2

1 唐山市曹妃甸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杨帅 李海山

2 陆丰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李胜杭 欧振参

3 兰州城市学院 杨柳 杨晓英

4 唐山市曹妃甸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王志群 柳麟洁

5 黑龙江职业学院 刘峰 任利群

6 文华学院 陈文涛 席雯

7 菏泽技师学院 刘腾飞 陈观胜

8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正阳 张朝阳

9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郭嘉伟 黄健生

10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何海斌 冯骏

1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万学春 刘灏霖

12 陇东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王龙 刘银菊

13 陇东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司玉杰 秦永伟

14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亓晓彬 苏丹

15 东乡高级技工学校 徐志鹏 郑文杰

16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吕国太 张飞飞

17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伟 吴传权

18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杨进 刘怡飞

19 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郭奕文 唐涛

20 武昌工学院 王卉军 李皓

21 辽宁机电职业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远涛 夏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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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刘云飞 杨鹏

23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莹 刘晓杰

24 中山市技师学院 王鹏鹏 郑洁鹏

25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杨绘弘 杨学智

26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霍志伟 马阳

27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潘朝 关春天

28 钟祥市职业教育中心 余新涛 刘波

29 菏泽职业学院 李俊江 陈战

30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夏云才 张学东

31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涛 袁盛华

32 长治技师学院 马文斌 薛文斌

33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机械与交通

工程系
王虎 张帅

34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蒋梦鸽 陈军源

35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谢祥 张郭

36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杨雄 曾欢

37
重庆市工业高级技工学校（重庆市工

业技师学院）
廖美林 王羽

38 固始县世纪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广威 胡海龙

39
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重庆工贸

技师学院）
欧汉福 王继明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广州赛区（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组委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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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2-2023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首届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应用决赛报到回执单

省市：

代表队（学校）名称： 组别：

人员类别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参赛服装号码 房间数

领队

标准间 间

单人间 间

指导教师

裁判

（裁教一体）

选手 1

选手 2

饮食特

殊禁忌

注：参加裁教一体裁判培训且抵达现场的参赛队指导教师填“裁判（裁教一体）”信息中。

指导教师字段不够可增加。

1.回执表需在 2023 年 3 月 10 日之前回复邮箱 358433670@qq.com。若不回复，参赛服装号

码默认均码。参赛服装号码： M/160-170cm 60-70kg L/170-180cm 70-80kg

2. 交通路线（入住酒店）：

（1）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乘坐地铁 3 号线机场南（1号航站楼）→嘉禾望岗换乘 14 号线→

新和地铁站换乘 14 号支线（知识城线）→镇龙地铁站换乘 21 号线→凤岗地铁站 B 出口，步

行 1.1 公里即到。

（2）广州南站：乘坐地铁 7号线广州南站地铁站 F口→大学城南换乘 4号线→黄村地铁站换

乘 21 号线→凤岗地铁站 B出口，步行 1.1 公里即到。

（3）广州北站：乘坐地铁 9号线广州北站地铁站 C口→高增地铁站换乘 3号线→嘉禾望岗地

铁站换乘 14 号线→新和地铁站换乘 14号支线（知识城线）→镇龙地铁站换乘 21 号线→凤岗

地铁站 B出口，步行 1.1 公里即到。

3.食宿安排：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具体食宿安排详见竞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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