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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选拔赛组委会

主 任：冯为远（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院长）

副主任：李 胡（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书记）

王建平（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副调研员）

叶 磊（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副主任 ）

成 员：谢晓红（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刘新林（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李作专（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王吉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院长助理）

李志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院长助理 办公室主任）

李 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技能竞赛与师资培训科科长）

（二）选拔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谢晓红（兼）

副主任：李 明、张 振、陈建立

成 员：陈锐群、樊力荣、马庆涛、欧运娟、林晓玲、彭旭辉、

黄晓梅、吴 咏、康霞、邱志荣、张 梅、吕书璨

（三）竞赛工作组

1、裁判组：由大赛组委会聘请专家及各参赛代表队推荐专家组成，

以体现大赛的公平、公正。负责选拔赛相关技术文件、

竞赛试题的制定、执裁和检测工作。

数控车项目裁判长：宋放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级工程师）

数控铣项目裁判长：鲁宏勋（中航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 高级技师）

2、监督组：竞赛监督人员由大赛组委会派遣，负责整个大赛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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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组 长：王建平（兼）

组 员：李庆光 宋小春 漆 军

3、仲裁组：竞赛监督人员由大赛组委会派遣，负责受理各代表队的

申诉，并及时提出处理意见。

组 长：叶 磊（兼）

成 员：吴 权 黄伟白

4、场地组：负责全省选拔赛场地建设、设备检修及竞赛材料的准

备工作。

组 长：张 振

成 员：李 明、陈建立、陈小明、刘文利、全体教练组成员及

企业技术人员

5、赛务组：负责选拔赛相关赛务资料的准备；负责各参赛代表队的报

名、赛前预备会议、抽签等工作；协助专家组在选拔赛期间的竞赛抽

签、赛件收发等工作；负责专家裁判组成员的交通、食宿和劳务费的

制表、申报、发放及报销。

组 长：李 明

成 员：马庆涛、邱泽伟、陈令平、宋爱华、黄晓梅、张 振、

陈建立、康霞、曾海波、张 梅、吕书璨、窦磊

6、宣传接待组：负责各参赛人员的接待、食宿、车辆安排；负责

上级领导与新闻报道单位的接待工作；负责预备会议、开闭幕式会场、

照相摄影及宣传报道等；负责参赛队领队教练的休息室准备；负责竞

赛资料的印刷等工作。

组 长：李志强

成 员：樊力荣、黄晓梅、周裕举、吴 咏、盛国荣、邱志荣、钟姝

华、巫晓圳、方玉兰、李冬妮、陈江、刘娟、梁健才、叶俊鹏

7、后勤组：协助竞赛场地的建设及竞赛设备物资的采购；负责设备用

电、用气的安装与检修；负责选拔赛期间的校内用餐、饮水等保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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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组 长：陈锐群

成 员：何国康、冯志成、陈锐龙、刘政杰、赵利军、秦炬军

8、财务组：负责选拔赛期间的车辆保障；专家裁判组交通、食宿及

劳务费的审核及相关费用结算等。

组 长：欧运娟

成 员：方龙慧、苏 丽、吴文佳、林柔华

9、保卫组：负责选拔赛期间校园卫生、秩序维持，来校车辆指挥，

赛场医护人员的配备，院校师生、社会公众的赛场观摩组织、安全工

作。

组 长：林晓玲

保卫成员：汤耀明、马 利、孔祥肖、杨平规、王克文、舒锡章

保洁成员：宗明灯、欧余倬、文明、黄安挺

医务成员：巫钦鸿、冯文、黄燕纯、黎崇浩、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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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须知

欢迎参加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

控铣项目广东省选拔赛。为保证本次大赛的有序进行，请您在比赛期间注

意下列事项：

一、认真阅读《大赛秩序册》，赛事活动安排如有变动，赛务组将

及时通知。

二、自觉按照赛事安排进行活动，遵守赛事作息时间和宾馆入住须知。

三、出入竞赛场所，在学校就餐时，必须佩戴有效证件。

四、注意保管好个人物品，出入宾馆房间要随手锁门。

五、裁判员、领队、教练员及参赛选手，在报到登记处办理各种手续。

六、竞赛组委会为参赛代表队配备工作人员。各代表队在参赛期间如

有问题，请与工作人员协助解决。

七、参赛选手严格遵守竞赛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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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规则

（一）选手竞赛需知

1、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并佩戴大赛组委会签发的参赛证参加比

赛。

2、参赛选手必须按比赛时间，提前 30分钟检录进入赛场，并按抽签

工位号参加比赛。迟到 15分钟者不得参加比赛。离开赛场后不得在赛场周

围高声谈论、逗留。

3、参赛选手应按照要求穿戴个人劳保用品，并严格遵照操作规程进行

竞赛，符合安全、文明生产要求。操作中如有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4、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所有的通讯工具和摄像工具不得带

入比赛现场。

5、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评

审人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6、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问，选手之

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

7、当听到大赛结束命令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

由拖延比赛时间。离开比赛场地时，不得将与比赛有关的物品带离现场。

8、参赛选手结束竞赛时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由裁判员记录比赛结束

时间。并完成现场清洁清理工作，经裁判员确认选手签名后方可进入下一

环节作业。

（二）赛场规则

1、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关证件，着装整

齐。

2、本次竞赛与世界大赛接轨，对社会开放，各参观人员可进入赛场观

摩，但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在规定区域观摩竞赛，不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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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手操作区域以影响比赛进行。

3、成绩评判参照世界大赛的评判方式，由裁判员现场评判，评判过程

和评判结果采取开放模式。

（三）裁判组织

由各项目专家组成员与各参赛单位推荐一名专家组成本次大赛裁判

组，负责大赛的现场执判和评判工作。

（四）申诉与仲裁

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保证比赛结果公平公正，组委会下设赛项监督

和仲裁工作组，由大赛组委会派遣，负责整个大赛的监督及受理大赛中出

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

①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工具和设备，有失公正的评审、计分，

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②选手申诉均须在规定时限内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工作组提出。仲裁工

作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尽快反馈当事人。

③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

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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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场纪律

1．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及安全文明生产操作规程，服从裁判

员和竞赛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自觉维护赛场秩序。在竞赛过程中选手违

反赛场规则或不服从监考人员劝阻者，由组委会或裁判长视情况处理，严

重的取消比赛资格。

2．选手必须佩戴参赛证件及穿戴规范的劳动防护用品，按时到达指定

竞赛场地参赛，并接受裁判员的检查。

3．参赛选手进入赛场检录时，所有工具箱或车需全部打开，交裁判员

进行检录。所有通讯工具一律不得带入竞赛场地。

4．竞赛过程中出现设备问题，应请裁判长到工位确认原因。如果确实

是因为设备故障原因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竞赛，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作出

决定。

5．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竞赛场地，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

判员同意后特殊处理。

6．竞赛在规定时间结束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

由拖延竞赛时间。随后进行工位的相关清理工作，经裁判员检查许可后，

参赛选手方可离开竞赛场地。

7．参赛人员应爱护竞赛场所的仪器设备，并自觉维护竞赛场所的环境

卫生，操作设备应谨慎，不得触动非竞赛用仪器设备。

8．为保障选手的合法权利，参赛单位应为参赛选手购买人身安全保险，

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而造成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与

竞赛组织者无关，并按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9．保持赛场安静，不能大声喧哗或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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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控车项目赛程安排

说明：

1、6 月 25—28 日赛场免费提供专家、裁判及选手的工作餐，其余

参赛人员和选手、裁判不在赛场的用餐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2、6 月 24 下午，25、26、27、28 日早上及下午，免费提供车辆接

送专家、裁判及选手往返酒店和赛场。

时 间 内 容 负 责 地 点 备注

6 月 24 日

（C-2）

8:00-15:00

报到

赛务组

曾海波

13824499813
37 号车间

存放工具
窦磊

13760648772
乒乓球室

16:00-16:30 抽签 专家
37 号车间

数控车赛场

所

全体选手

6 月 25 日

（C-1）

8:00-12:00 第一场选手试切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37 号车间

数控车赛场

第一场选手

13:00-17:00 第二场选手试切 第二场选手

15:00-16:30 裁判员培训 行政楼四楼 全体裁判员

6 月 26 日

（C1）

7:50-8:30 抽工位签、检录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37 号车间

数控车赛场
第一场选手

8:30-12:30 加工模块 1

12:50-13:30 抽工位签、检录
37 号车间

数控车赛场
第二场选手

13:30-17:30 加工模块 1

待定 公开录入成绩 37 号车间 全体成员

6 月 27 日

（C1）

9:20 -10:00 检录、抽工位签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37 号车间

数控车赛场

晋级第二阶

段选手
10:00-14:00 加工模块 2

6 月 28 日

（C3）

8:00-8:30 检录、抽工位签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37 号车间

数控车赛场

晋级第二阶

段选手
8:30-12:30 加工模块 3

待定 公开录入成绩 37 号车间 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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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控铣项目赛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负 责 地 点 备 注

6月 24日

（C-2）

8:00-15:00

报到

赛务组

张梅

13724015260
47 号车间

存放工具
窦磊

13760648772
乒乓球活动室

16:00-16:30 抽签 专家
47 号车间

数控铣赛场所

6月 25日

（C-1）

8:00-12:00 第一场选手试切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47 号车间

数控铣赛场

第一场选手

12:00-16:00 第二场选手试切 第二场选手

16:00-20：00 第三场选手试切 第三场选手

15:00-16:30 裁判员培训
行政楼五楼会

议室
全体裁判员

6月 26日

（C1）

7:15-7:45 检录、抽签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47 号车间

数控铣赛场

第一场选手7:45-8:00 选手与教练交流

8:00-12:15 加工模块 1

12:15-12:45 检录、抽签

第二场选手12:45-13:00 选手与教练交流

13:00-17:15 加工模块 1

17:15-17:45 检录、抽签

第三场选手17:45-18:00 选手与教练交流

18:00-22:15 加工模块 1

待定 公开录入成绩 46 号车间 全体成员

6月 27日

（C2）

9:15-9:30
抽场次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47 号车间

数控铣赛场

晋级第二阶段
选手

工位签

晋级第一场
选手

9:30-10:00 检录

10:00-10:15 选手与教练交流

10:15-12:45 模块 2 编程

12:45-13:00 刀具准备

13:00-16:30 模块 2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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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6 月 25—28 日赛场免费提供专家、裁判及选手的中午工作餐，

其余参赛人员和选手、裁判不在赛场的用餐自行安排，费用自

理。

2、6 月 24 下午，25、26、27、28 日早上及下午，免费提供车辆接

送专家、裁判及选手往返酒店和赛场。

时 间 内 容 负 责 地 点 备注

6 月 27 日

（C2）

13:15-13:45 抽工位签、检录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47 号车间

数控铣赛场

晋级第二场

选手

13:45-14:00 选手与教练交流

14:00-16:30 模块 2编程

16：30-16:45 刀具准备

16:45-20:15 模块 2加工

6 月 28 日

（C3）

8:00-8:30 抽工位签、检录

赛务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组

47 号车间

数控铣赛场

晋级第一场

选手

8:30-8:45 选手与教练交流

8:45-11:45 模块 3编程

11:45-12:00 刀具准备

12:00-16:15 模块 3加工

12:30-13:00 抽工位签、检录

晋级第二场

选手

13:00-13:15 选手与教练交流

13:15-16:15 模块 3编程

16:15-16:30 刀具准备

16:30-20:45 模块 3加工

待定 公开录入成绩 46 号车间 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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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选拔赛主要服务地点一览表

地 点 具体位置

领导接待、休息室 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领队接待、休息室 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教练员、工作人员休息室 46 号车间

参赛选手休息室 46 号车间

现场指挥部办公室 45 号楼技能竞赛与师资培训科

赛务工作办公室 45 号楼技能竞赛与师资培训科

医务室 37 号车间、47 号车间

监督仲裁组 45 号楼技能竞赛与师资培训科

问询处 学校大门“四自教育”岗位

会议室 行政楼四、七楼会议室

赛场负责人：

数控车项目：陈建立（13434388456）

数控铣项目：张 振（13544394951）

赛场服务微信群平台：第 44届世赛数车数铣广东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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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竞赛违纪处理规定

为严肃本次大赛纪律，保证大赛进程的公开、公平、公正，对违反

大赛纪律的人员作如下处理:

一、发现参赛选手不符合报名规定条件的、冒名顶替和弄虚作假的，

报经大赛组委会核实批准后，一律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追究有关领导

责任并通报批评。

二、参赛选手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将会取消比赛资格:

（一）比赛期间使用通讯工具与他人联系者。

（二）裁判根据大赛要求宣布比赛结束后，仍强行操作者。

（三）不服从裁判员的裁决，扰乱竞赛秩序，影响比赛进程，情节

恶劣者。

（四）其他违反比赛规则不听劝告者。

三、参赛选手如造成仪器设备损坏，由当事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视

情节而定）；不得触动非竞赛用仪器设备，如造成仪器设备损坏，由当

事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并通报批评；参赛选手若出现恶意破坏仪器设备

等情节严重者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对于违反大赛纪律的各代表队非参赛人员，将视情节轻重给予

警告或通报批评。

五、对违反大赛纪律的裁判员、工作人员，各工种裁判长报经组委

会核实批准后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取消其裁判资格。

六、非大赛工作人员、参赛选手一律不得进入赛场指定的安全范围

内，不听劝阻造成后果者，追究其责任，并对其所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七、选手参加实际操作比赛前，应穿戴好防护用品进行安全检查，

如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及时向裁判员报告，裁判员

视情况予以判定，并协调处理。对选手未发现的安全隐患或违章操作行

为，裁判员应及时指出并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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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选手安全协议书

为给参赛者选手创造一个良好、安全的比赛环境，加强对选手的安

全教育和管理，增强安全意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比赛中的伤害事故，

特签订以下安全协议；

1、参赛选手进入操作比赛现场，须听从并尊重裁判人员的管理，

文明参赛。

2、参赛选手必须遵守竞赛规则、操作规程及赛场设备、计算机及

软件使用守则。

3、参赛选手严禁在赛场区域内吸烟和动用明火，严禁携带易燃易

爆物品。

4、参赛选手对参赛设备等物品，应爱护、保养、保管、防止损坏。

5、参赛选手必须在确保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前提下开始竞赛，

发现或发生有关安全问题，应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理。

6、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照试题要求进行操作，若出现比较严重的

安全事故，裁判组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取消参赛资格。如违反相关操作规

程造成设备，其他人员伤害等安全事故，由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7、参赛选手在竞赛结束后，由工作人员现场清点设备，损坏的物

品要照价赔偿。

参赛选手：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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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安保工作安排

安全工作安排及应急处理预案

(一)指导思想

确保竞赛期间交通、财物、火灾、食品、饮水、用电、防汛安全，

切实化解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为竞赛工作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

安全环境。

(二)领导小组：

组 长：李作专

副组长：林晓玲

成 员：汤耀明、宗明灯、马利、孔祥肖、杨平规、王克文、舒锡

章、欧余倬、文明、黄安挺、巫钦鸿，冯文、黄燕纯、黎崇浩、廖静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学生保卫科负责。

(三)时间安排

从竞赛准备工作开始，至竞赛结束。

(四)工作目标

1、严防无关人员进入校园扰乱竞赛秩序；

2、严防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

3、严防法轮功等邪教、恐怖组织破坏捣乱活动；

4、严防发生重大恶性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

5、严防交通、财物、火灾、饮食、饮水等公共安全事故。

(五)工作步骤

1、动员部署

召开会议，制定方案，对竞赛安保工作进行广泛动员，精心组织，

严密部署。对于重点要害部门派遣监督人员实施监护，安保人员或义务

消防人员加强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制止不安全行为。

2、排查化解阶段

对校园内存在的可能影响安全稳定的矛盾、问题和隐患进行全面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广东省选拔赛

—15—

排查，不留死角。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整治突出问题，加强治安管

理，消除安全隐患。

(六)工作要求

1、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竞赛安全保卫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全面做好竞赛的消防、交通等各项安全保卫工作。

2、严明工作措施，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各部门要按

照各自安全工作职责，对承担大赛任务的辖区逐一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能当场整改的要督促当场整改，对不能当场整改

的要督促部门落实整改责任人、整改期限和整改措施，并登记在案。

3、全力做好安保人员执勤备战，强化灭火救援各项准备工作。安

保人员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装备上、训练上认真做好灭火救援的各项

准备，合理调配现有人员，维护保养好消防装备、器材和个人防护装备，

确保完整好用。

4、严格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

准备。

(七)竞赛现场应急处理预案

1、组织机构

现场总指挥：冯为远

现场副总指挥：谢晓红、李作专

成员：李志强、李 明、张振、陈建立、汤耀明、巫钦鸿、宗明灯

应急办公地点：学生保卫科办公室

2、现场安全工作要求：

(1)竞赛安保人员要加强安全管理，责任到人，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2)赛务工作人员要对赛场布置、组织等进行周密安排，严密组织。

(3)赛场内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提前 1 小时到达赛场，确保所有安全

疏散出口畅通，用电安全。

3、任务分工及要求

消防设施、紧急疏散责任人：巫钦鸿

大赛现场安全管理责任人：李 明、张 振

校门出入秩序安全责任人：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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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人员、车辆安全巡查：汤耀明

医护责任人：巫钦鸿

参赛人员接送、车辆安全管理责任人：张海洋

食品卫生、饮水卫生、防汛责任人：陈锐群

用电安全责任人：何国康

4、处置程序：

（1）第一发现人立即处置并及时上报情况；

（2）当第一发现人无法处置时，应第一时间报告相应责任人，由

责任人确定处置方式；

（3）当遇重大情况时，发现人应立即向总指挥报告，由总指挥确

定处置方式；

（4）应急分队、消防、医务、水电人员随时待命。

机动车交通指挥疏导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有效实施进入校园机动车辆的有序停放，确保大赛期间校园交通秩

序良好，不发生严重交通拥堵，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为大赛的顺利举

办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时间安排

6 月 24 日一 29 日除学院、参赛、领导车辆外，其他车辆应严格核

实身份后方可进入校园。

(三)车辆停放安排：

进入校园所有车辆按指定位置统一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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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用餐安排

时间 用餐形式 用餐人员 地点 备注

6 月

24 日
18:00 晚餐 专家、赛项监督 酒店

每天参赛人员用餐

由各项目统计人数

后提前上报总务科

赛场用餐人数统计

负责人:

张梅 13724015260

（数铣）

吕书璨 13924293528

（数车）

6 月
25 日

12:00 中餐 专家、现场工作人员 赛场

18:00 晚餐 现场工作人员、数铣选手等 赛场

19:00 晚餐 专家、赛项监督 酒店

6 月

26 日

12:00 中餐
专家、裁判、技术支持、

全体工作人员及选手
赛场

18:00 晚餐
数铣项目专家、技术支持、

裁判、现场工作人员及选手
赛场

19:00 晚餐 专家、赛项监督 酒店

6 月

27 日

12:00 中餐
专家、裁判、

全体工作人员及选手
赛场

18:00 晚餐
数铣项目专家、技术支持、

裁判、现场工作人员及选手
赛场

19:00 晚餐 专家、赛项监督 酒店

6 月

28 日

12:00 中餐
专家、裁判、技术支持、全

体工作人员及参赛选手
赛场

18:00 晚餐
数铣项目专家、技术支持、

裁判、现场工作人员及选手
赛场

19:00 晚餐 专家、赛项监督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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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用车安排

发车时间 行车路线 主要乘坐人员 乘车地点 备注 跟车员

6 月
24 日

17:10 学院--酒店 全体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2 台
方玉兰

李冬妮

6 月
25 日

7:30 酒店--学院
数控车、数控铣

第一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1 台

中巴 1 台（备）

方玉兰

李冬妮

11：30 酒店--学院
数控车、数控铣

第二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1 台

中巴 1 台（备）

方玉兰

李冬妮

15：00 酒店--学院
数控铣

第三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中巴 1 台
方玉兰

李冬妮

16：40 学院--酒店
数控车、数控铣

第一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中巴 1 台

陈江

叶俊鹏

17:45 学院--酒店
数控车、数控铣

第二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陈江

叶俊鹏

20:30 学院--酒店 完成工作相关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中巴 1 台
陈江

叶俊鹏

6 月
26 月

7:00 酒店--学院
数控车、数控铣

第一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1 台

中巴 1 台（备）

陈江

叶俊鹏

11:30 酒店--学院
数控车、数控铣

第二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1 台

中巴 1 台（备）

陈江

叶俊鹏

13:30 学院--酒店
数控车、数控铣

第一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陈江

叶俊鹏

16:00

“000

酒店--学院
数控铣

第三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1 台
陈江

叶俊鹏

18:20 学院--酒店
数控车、数控铣

第二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陈江

叶俊鹏

22:40 学院--酒店 完成工作相关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中巴 1 台
陈江

叶俊鹏

6 月
27 日

9:00 酒店--学院 全体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2 台

中巴 1 台（备）

陈江

叶俊鹏

15:00 学院--酒店
数控车选手及完成相关

工作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2 台
邱志荣

梁健才

17:10 学院--酒店
数控铣第一场选手及完
成相关工作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邱志荣

梁健才

21:00 学院--酒店
数控铣第二场选手及完
成相关工作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邱志荣

梁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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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酒店及乘车联系人和电话:
李冬妮 13802750977
方玉兰 15920327456
陈 江 15889919810
邱志荣 13760887299
梁健才 13711669938
叶俊鹏 15112188998

说明：需总务科备一台小巴机动，用于专家来校及返程的接

送机和赛场临时用车。

发车时间 行车路线 主要乘坐人员 乘车地点 备注
跟车员

6 月

28

日

7:15 酒店--学院
数控车选手、数控铣
第一场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1 台

中巴 1 台（备）

邱志荣

梁健才

11:3

0

酒店--学院
数控铣

第二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酒店大堂 大巴 1 台
邱志荣

梁健才

17:0

0

学院--酒店
数控车选手、数控铣
第一场及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邱志荣

梁健才

21:3

0

学院--酒店
数控铣

第二场选手及参赛人员 47号车间门口 大巴 1 台
邱志荣

梁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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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技术支持单位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冠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HA1pBjn2HwdcjjdQ_0qbKdamDUNaIzJ3I-3ygN8V3q&wd=&eqid=c61e41460001dd2000000006573ac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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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酒店、学院交通平面图

住宿信息

住宿人员 住宿地点 酒店联系人

所有参赛人员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滨湖路 1号

格林东方酒店（前台：020-66323999）

钟丽

1371046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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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参赛人员汇总表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数控车项目总报名表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学校 职务 手机 领队 省机械联络员

1
河源市

代表队

曹俐朋

河源技师学院

选手 17875175323
龙卫军

13827806380

李冬妮

13802750977

2 袁萌堂 选手 15876224620

3 白李平 裁判 13827870033

4 佛山市

代表队

郭广海 佛山市南海

技师学院

选手 13018574882 孟庆东

139272760605 谢海波 裁判 18088830097

6
顺德代

表队

刘集群 佛山市顺德区

郑敬诒职业技

术学校

选手 13112715317
陈海标

136126200517 封漭 裁判 18988503552

8

广州市

代表队

赖梓豪

广州市机电

技师学院

选手 13725221681

石常隽

13728066689

9 汤 未 选手 13539423932

10 熊文广 选手 13612281707

11 滕超 裁判 18022877612

12 何海生 广州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7875536782

13 余焕强 裁判 15920499194

14

惠州市

代表队

林川茗
惠州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5766950495
丘建雄

13692818522

陈江

15889919810

15 刘聪 选手 13437652342

16 张亚龙 裁判 13719630800

17 黄嘉隆
广东省

技师学院

选手 15017471018
赵冬晚

13928393365
18 张宇航 选手 13422908770

19 曾福辉 裁判 13531716089

20
中山市

代表队

马俊朗
中山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3112991893
高升

1340059128
21 李枝源 选手 13242238257

22 陈实 裁判 1338044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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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表队 姓名 学校 职务 手机 领队 省机械联络员

23

深圳市

代表队

李嘉根

深圳第二高级

技工学校

选手 13246549715 余新军

13713869813

温水房

15814032230

陈江

15889919810

24 罗豫 选手 13145910896

25 余新军 裁判 13713869813

26
东莞市

代表队

周世标
东莞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8926803938
朱逸忠

13532868723

邱志荣

13760887299

27 黄钟湛 选手 15015240161

28 薛明 裁判 18038310712

29
江门市

代表队

陈永康
江门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8022959889
李子森

18924682910
30 韦朝雄 选手 13126285276

31 马琰谋 裁判 13828035815

32

韶关市

代表队

廖鹏亮 广东省工商高

级技工学校

选手 18675179795

蔡林

18807518599

王宇

15816515269

33 许分双 裁判 18675179795

34 刘童 广东省核工业

华南高级技工

学校

选手 18318466218

35 王宇 裁判 15816515269

36

广州地

区省部

属代表

队

刘湃伟 广东省轻工业

技师学院

选手 13104888358 刘依星

1382605698537 张仕愿 裁判 13580319677

38 查毓杰

广东省机械技

师学院

选手 13266683457

余远杰

15920115804

39 陈智民 选手 15011960989

40 梁名逸 选手 13286387982

41 廖润彬 选手 15626218367

42 王进凤 选手 13068119786

43 余远杰 裁判 1592011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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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表队 姓名 学校 职务 手机 领队 省机械联络员

1
河源市

代表队

刘家成

河源技师学院

选手 14718186241
龙卫军

13827806380

方玉兰

15920327456

2 严洪锐 选手 13360994182

3 徐勇军 裁判 13435545240

4

广州市

代表队

李健南
广州市机电

技师学院

选手 13242856722

石常隽

13728066689

5 张杰辉 选手 15975525158

6 梁琪 裁判 18022877612

7 刘肖楠 广州市工贸

技师学院

选手 13966814714

8 郑顺深 裁判 13423612130

9 陈振航 广州市轻工职

业学校

选手 13411272094

10 杜森青 裁判 15710878658

11

惠州市

代表队

冯志强
惠州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5812567249
金正宾

13725007621
12 李永周 选手 15767819488

13 观贵泉 裁判 15820705551

14 陈梓铭
广东省

技师学院

选手 18802657158
赵冬晚

13928393365
15 谢启栋 选手 13642428321

16 曹勇 裁判 13923613087

17
茂名市

代表队

黄耀豪

茂名技师学院

选手 13929771077
莫志豪

13535921525

梁健才

13711669938

18 苏燕武 选手 18319161060

19 李雪峰 裁判 13686736690

20
汕头市

代表队

余泽民
广东省粤东

技师学院

选手 13750451454
郑洪贤

15815010142
21 郑博佳 选手 13670714450

22 张添孝 裁判 13353096336

23
中山市

代表队

梁俊星
中山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3543807346
高升

13420059128
24 罗棋文 选手 15807607972

25 李英民 裁判 13726026783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广东省选拔赛

—25—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数控铣项目总报名表

序号 代表队 姓名 学校 职务 手机 领队 省机械联络员

26

顺德代

表队

郭思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选手 15625408287 李文辉

18928696745 梁健才

13711669938

27 李文辉 裁判 18928696745

28 梁钟文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

诒职业技术学校

选手 13630105871 陈海标

1361262005129 吴景良 裁判 13630105871

30
深圳市

代表队

黎家成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

学校

选手 13641459579
金廷威

13640952404

叶俊鹏

15112188998

31 罗绵斯 选手 13411874176

32 金廷威 裁判 13640952404

33
江门市

代表队

吴晏宗
江门市

技师学院

选手 13672853136
李子森

18924682910
34 寇晨曦 选手 13068154751

35 邝幸胜 裁判 18924682996

36

广州地

区省部

属代表

队

苏桂新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

师学院

选手 13425332622 陈海舟

1390307367737 孔德铿 裁判 18998450008

38 邹晨辉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

学院

选手 15918604801 刘依星

1382605698539 张大雁 裁判 13725239390

40 黄德华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

一技师学院

选手 13630124061 张宋文

1392277515041 唐毓佳 裁判 13710374195

42 陈鑫鹏

广东省机械

技师学院

选手 13533820430

林金盛

13610319671

43 邱仔洋 选手 15626296494

44 杨登辉 选手 13926894542

45 林金盛 裁判 1361031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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