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赛项编号 竞赛项目 组队方式 拟参赛单位 拟参赛选手姓名 所在市

1 GZ-2021001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2人/组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伟洁、刘青青 苏州市

2 GZ-2021002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 2人/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宋兆峰、时子凯 镇江市

3 GZ-2021003 花艺 个人赛项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喻晓睿 镇江市

4 GZ-2021004 园艺 2人/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薛亮亮、陈定涛 镇江市

5 GZ-2021005 珠宝玉石鉴定 3人/组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一队 黄柏润、胡晓康、董信征 南京市

6 GZ-2021006 矿井灾害应急救援技术 4人/组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常茜源、常进展、李杰、孙鑫 徐州市

7 GZ-2021007 工程测量 4人/组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程筱驰、石文杰、王毅、赵艺薇 常州市

8 GZ-2021008 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个人赛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袁芾 徐州市

9 GZ-2021009 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装与调试 3人/组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朱愉恒、张林、许硕 南京市

10 GZ-2021011 建筑装饰技术应用 2人/组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孙玉环、许妍 徐州市

11 GZ-2021012 建筑工程识图 2人/组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冯珏彤、徐国庆 南通市

12 GZ-2021013 复杂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 2人/组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龚琰、张傲 常州市

13 GZ-2021014 机电一体化 2人/组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张诚、席嵩 南京市

14 GZ-2021015 工业设计技术 个人赛项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星衡 常州市

15 GZ-2021016 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造 2人/组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侍会声、张熙臻 徐州市

16 GZ-2021017 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艺 2人/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秦成、朱允驰 无锡市

17 GZ-2021018 机器人系统集成 2人/组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一队 吴少龙、朱浩然 南京市

18 GZ-2021019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2人/组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许冠杰、赵旺洲 南京市

19 GZ-2021020 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2人/组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殷俊明、杨宏扬 淮安市

20 GZ-2021021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2人/组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程意然、王风光 常州市

21 GZ-2021022 汽车技术 个人赛项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洋 扬州市

22 GZ-2021023 船舶主机和轴系安装 3人/组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印金民、黄远议、袁小磊 南京市

23 GZ-2021024 机器视觉系统应用 2人/组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良进、刘本森 常州市

24 GZ-2021025 化工生产技术 3人/组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唐炜、乙丁、陈秀 常州市

25 GZ-2021026 化学实验技术 个人赛项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唐川 南京市

26 GZ-2021027 服装设计与工艺 2人/组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陶莹、钱陈晶 南通市

27 GZ-2021028 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 3人/组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石祥乐、周方勇、张浩 南京市

28 GZ-2021029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 3人/组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洪鉴、倪财龙、陈贵飞 常州市

29 GZ-2021030 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 3人/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子寒、陈  广、吴文韬 无锡市

30 GZ-2021031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3人/组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杨远亮、魏徐晗、孙晟 淮安市

31 GZ-2021032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2人/组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戴青、王克函 苏州市

32 GZ-2021033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3人/组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彭宏喜、黄云华、时杰 南京市

33 GZ-2021034 物联网技术应用 2人/组 南通职业大学 殷明宇、于韶嵩 南通市

34 GZ-2021035 网络系统管理 个人赛项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孙浩峰 苏州市

35 GZ-2021036 软件测试 2人/组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郑俊棚、王涵 常州市

36 GZ-2021037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3人/组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黄伟东、戴文俊、杨志千 南京市

37 GZ-2021038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3人/组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智源、王睿、王昊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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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GZ-2021039 移动应用开发 个人赛项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唐晗 常州市

39 GZ-2021040 云计算 个人赛项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邱海晨 苏州市

40 GZ-2021041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人/组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勇兵、冯禹斐、黄龙飞 南京市

41 GZ-2021042 5G全网建设技术 2人/组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思纯、李文勇 南京市

42 GZ-2021043 护理技能 个人赛项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彭明惠 盐城市

43 GZ-2021044 中药传统技能 个人赛项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王园鑫 南京市

44 GZ-2021045 会计技能 4人/组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顾煜婷、周一凡、张思琴、刘盟 南通市

45 GZ-2021046 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4人/组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雷新伟、邢斌、王立彬、徐海垟 无锡市

46 GZ-2021047 关务技能 3人/组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爽、李旋旋、陶雨奕 南京市

47 GZ-2021048 市场营销技能 4人/组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黄玥、刘鑫荣、杜少川、高涵 无锡市

48 GZ-2021049 电子商务技能 4人/组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媛媛、陈军兆、李志伟、马传辉 徐州市

49 GZ-2021050 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 4人/组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思佳、包旭、王成伟、张天禄 南京市

50 GZ-2021051 货运代理 个人赛项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周颖 南京市

51 GZ-2021052 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4人/组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尹海霞、沈莎莎、曾婷、郭怡清 淮安市

52 GZ-2021053 创新创业 5人/组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守昌、寇旨言、庄蕊、范慧慧、姚佳 扬州市

53 GZ-2021054 智能财税 4人/组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王士敏、刘文婷、张丹丹、柏璐瑶 南京市

54 GZ-2021055 导游服务 个人赛项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耿紫嫣 南京市

55 GZ-2021056 烹饪 4人/组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迈希、耿榆荃、顾安奇、杜永康 无锡市

56 GZ-2021057 餐厅服务 2人/组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陆亚南、刘泱杉 南京市

57 GZ-2021058 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 个人赛项 苏州市职业大学 张雨婷 苏州市

58 GZ-2021059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3人/组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芦云、朱轶晗、耿燕 盐城市

59 GZ-2021060 英语口语 个人赛项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一队 李柯欣 南京市

60 GZ-2021061 养老服务技能 个人赛项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玥涵 南京市

61 GZ-2021062 健康与社会照护 个人赛项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徐薇 苏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