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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等学校：  

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广西赛区选拔赛暨广西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已顺利结束。经专家组现场测试与评审，本次

竞赛共评出广西赛区本科组一等奖 44 队、二等奖 72 队、三等奖

113 队，专科组一等奖 12 队、二等奖 14 队、三等奖 28 队。赛

区共向全国推荐 61 支优秀参赛队，经综合测评和复测，赛区共

获全国一等奖 13队、二等奖 34队，其中，本科组全国一等奖 10

队、二等奖 29 队，专科组全国一等奖 3 队、二等奖 5 队。现将

竞赛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1—4）。 

希望各高校以竞赛为抓手推动教学改革，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加强电子设计类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的

培养，不断提高我区电子设计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1．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广西赛区选拔赛 

暨广西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本科组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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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广西赛区选拔赛 

暨广西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高职高专组获奖名单 

         3．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广西赛区获全国 

奖名单 

         4．优秀组织奖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9 年 10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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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一、本科组一等奖（44 队，同等级排名不分先后，下同） 

序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1 64 百色学院 彭龙华 李天然 韦达 宁建光 何祖乾 

2 75 北部湾大学 李富旺 欧飞扬 黄念明 李红星 谢积锦 

3 523 广西大学 程博文 龚强 黎冬磊 韦善革 宋春宁 

4 351 广西大学 王东麟 梁健方 黄哲文 张学军 何华光 

5 44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陈新立 陈俊良 蒙宇 杨昌亿 杨彦 

6 340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罗松华 莫振浩 卢浩燃 赵玲峰 黄江 

7 249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黎宗禧 利焕鑫 林德荣 李广兴 罗捷 

8 107 广西科技大学 韦明峥 凌加平 周俊男 杨叙 覃启锦 

9 28 广西科技大学 黄尚英 汤永有 全韦健 黄庆南 覃觅觅 

10 55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龙昌秀 黄月霞 刘重佑 赖家胜 陈中胜 

11 197 广西民族大学 丘奕海 张志大 李建衡 文春明   

12 59 广西民族大学 甘鑫濠 陆玉娟 杨家伟 李映超   

13 311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张世坤 卜子泉 艾美鹃 杨保海 吴超琼 

14 81 广西师范大学 梁诗凯 朱鑫 胡杰源 廖志贤 黄国现 

15 507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巫辅斌 董科楠 林宇翔 罗丹 马宗毅 

16 364 广西外国语学院 罗昌林 邱文帅 黄裕容 薛平文 李耀伟 

17 16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余海翔 黎泽斌 方俊铭 龙超 童宣科 

18 14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湖 李钧煜 陈晓宇 龙超 童宣科 

19 21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何孟高 黄相宁 银家敏 黄知超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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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20 43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伟明 原金强 刘德泽 张应红 杨孟杰 

21 55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许午钢 郭凯 何煜 唐亮 景晖 

22 46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高程博 莫枝新 朱煜铭 唐亮 匡兵 

23 8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廖海锐 丁哲文 方子祥 杨孟杰 张应红 

24 9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王涛 梁国铮 莫代璇 彭艳华 李明枫 

25 17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科汶 杨竣凯  钟雪绮 李德明 赵虹 

26 21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雪军 苏先 梁止潆 陈辉 谭庆浩 

27 18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冯逸洲 牙大金 黄荣寸 陈辉 杜华巍 

28 65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蓝宇 钟梁 胡彤 陈辉 王诗文 

29 17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炳业 李信任 韦淞译 王土央 李燕龙 

30 35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蒙欢 王哲灏 卢毅 覃远年 王吉平 

31 430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黄东逸 陶桂全 韦陈浩 赵素文 朱剑芳 

32 347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覃彬 覃传文 王浩 简远鸣 徐龙 

33 328 桂林理工大学 李云沛 滕国锋 何胜甫 蒋小华 吴名欢 

34 60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马高荣 谢  萍 李丽佳 潘宇 伍艳琼 

35 528 贺州学院 谢易成 周晓春 刘远 左海彪 王辉 

36 490 南宁师范大学 邓叶 李嘉豪 谢鹏程 黄佳 唐红宾 

37 422 南宁师范大学 郑昊缘 项载毅 罗家豪 程晓琛 方凤才 

38 89 南宁学院 蒋建旭 韦祖册 卜宇林 梁承权 李美燕 

39 334 南宁学院 谢桂麒 蓝程希 黄海鸿 黄世玲 唐月夏 

40 253 南宁学院 吴春梅 黎铭扬 唐哲 李光平 吕德深 

41 62 南宁学院 何广成 黄文沣 谢南铨 朱浩亮 左仁合 

42 437 梧州学院 陈龙权 李春林 檀钦祖 周信健 郭慧 

43 636 玉林师范学院 岑立允 李孝鹏 祝伟文 庞寿全 张智林 

44 637 玉林师范学院 党金海 李仕强 苏运伟 张智林 罗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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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组二等奖（72 队） 

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1  105 北部湾大学  黄福钟 赵权威 黄精雄 李红星 谢积锦 

2  460 广西大学 吴彰伟 陈泽义 施秀丽 韦善革 宋春宁 

3  438 广西大学 王晓瀛 庞溢林 杨有行 卢泉 韦善革 

4  498 广西大学 龙信鑫 武泽中 张振宇 宋春宁 卢泉 

5  245 广西大学 刘典 谭钦元 赖凤英 石松 何华光 

6  278 广西大学 王鑫 邓云霄 杨柳妮 何华光 聂雄 

7  373 广西大学 黄恒添 卿国能 梁凯辉 聂雄 张学军 

8  273 广西大学 吴丙俊 何远辉 马少辰 张学军 何华光 

9  167 广西大学 何迺飞 陆宜帅 甘树清 陆翔   

10  160 广西大学 余鑫城 杨洋 张圣阁 陆翔 姚辉璐 

11  86 广西大学 廖华英 徐盼吉 李毅雄 李谊滨 陆翔 

12  23 广西大学 黄祖杰 曾海丽 余森 覃善华 黄良玉 

13  145 广西大学 朱彩银 何丽娟 王平江 李谊滨 陆翔 

14  508 广西大学 雷原 伍煜亮 张辰微 卢泉 韦善革 

15  465 广西科技大学 温享祥 梁炜 周航 潘绍明 吴其琪 

16  522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庞健春 廖毅森 耿新月 梁伟鄯 莫沛 

17  672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聂臻 张华宇 马晴 胡家俊 齐保谦 

18  565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喻永振 罗盛锋 夏文慧 莫沛 覃溪 

19  220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薛源 黄军亮 莫婉玲 莫沛 王玥 

20  539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杨淼锋 何子东 朱琪琪 莫沛 王娟 

21  74 广西民族大学 石言东 徐奥博 赵彦盛 李映超   

22  329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方胜飞 陈银菊 方立卿 韦树贡 李建军 

23  36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杨才广 李林峰 苏燕梅 黄灿胜 吴超琼 

24  76 广西师范大学 雷月林 周晶晶 高健 苏检德 李键昌 

25  392 广西师范大学 刘承宇 贺京琳 黄金理 黄一平 农丽萍 

26  6 广西师范大学 李金益 梁艺飞 韦金玲 梁维刚 符可鹏 

27  357 广西医科大学 张盈盈 李涛君 王立镇 张琥石 林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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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28  33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赵炎 梁江俊 黄炳益 童宣科 罗瀛 

29  5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用忠 孙华英 梁家耀 姜辉 牛军浩 

30  14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秦家亮 陈显豪 付敬皓 龙超 罗瀛 

31  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凤堂 刘溢 甘树龙 姜辉 牛军浩 

32  15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佳锐 何林峰 王巍霖 何少佳 莫金海 

33  39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吴伟叶 秦柯 李诗 邓有为 张应红 

34  6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韦灵永 侯平 曾欢庆 杨运泽 张平 

35  47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卢振锋 莫德仪 韦鉴芳 唐亮 高波 

36  31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潘攀 董诗航  韦明君  李德明 郑展恒 

37  36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文英 徐敏 高均炜 陈辉 谭庆浩 

38  7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千祥 许仕海 袁以坤 吕汝金 李姮 

39  5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罗可成 覃孟怀 莫涵 李玉寒 顾理光 

40  30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军艺 黄欣怡 邓博嵘 童有为 刘涛 

41  41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邓涵 周君培 段蒙蒙 赵中华 李沁璘 

42  64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覃陆孙 胡钊艺 李玄 覃琴 陈天丽 

43  64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唐梓恩  周永稳  莫恒辉 郑秋贞 陶静 

44  53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 
马华彬 李游 李昆 韩剑 易艺 

45  33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 
文建森 雷霆 曾祥林  莫荣  廖志平 

46  19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 
庞梓良 孔令松 孙起力 毛明慧 莫荣 

47  22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 
黎益强 韦敏 王中强 莫荣 经华 

48  335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蒋奇航 侍江烽 陆森良 龙诗科 李树德 

49  19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庞豪 刘娜 梁世贺 朱剑芳 嵇建波 

50  380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郭盛光 范志鹏 包友南 丘源 李精华 

51  48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叶柱金 宾原 李金鹏 卢望 杨冰 

52  100 桂林理工大学 廖正华 韦宏申 梁珏嘉 神显豪 杨晓斐 

53  31 桂林理工大学 罗亦文 石瑶 彭静 邓健志 唐超尘 

54  469 河池学院 何英杰 古东才 胡镇 韦庆进 彭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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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55  225 河池学院 何英琳 邓孝琴 蒋姝林 何奇文 卢森幸 

56  126 河池学院 陈铭 陈桂润 马琰 宋华宁 邹清平 

57  202 贺州学院 杨济程 李龙海 蒋华英 王辉 谢祥徐 

58  671 贺州学院 莫少华 李爱妙 刘飞宁 王鑫 黄杰 

59  235 南宁师范大学 杨道航 韩善宁 谢方金 方凤才 李光明 

60  111 南宁学院 林凯琦 覃建汇 周自友 梁承权 唐月夏 

61  228 南宁学院 韦俞交 黄龙 何锦源 朱浩亮 李光平 

62  346 南宁学院 吴懂帮 粟学辉 邓邦敏 左仁合 李美燕 

63  409 梧州学院 莫丰 张雪芬 万玺 黄永庆 甘辉 

64  431 梧州学院 蒋文韬 莫雅娟 蒋燕夏 甘辉 黎达安 

65  32 玉林师范学院 黄成武 张金月 罗杨静 赵峰 黄艳虎 

66  600 玉林师范学院 程秋敏 莫钜诗 张军华 张智林 罗志荣 

67  234 玉林师范学院 梁火层 张福鑫 汤建鑫 甘永进 郑金存 

68  639 玉林师范学院 何绮雯 黎小飞 何贞 韦艳芳 覃斌毅 

69  326 玉林师范学院 王泽林 程海云 杨衡 李琼 赵地 

70  98 玉林师范学院 骆万超 池龙 林霞虹 苏美莉 潘小莉 

71  67 玉林师范学院 陈炳宏 李哲 吴正利 吴伟 陈文 

72  259 玉林师范学院 雷棋淯 黄萍 钟华美 庞寿全  吴伟 

三、本科组三等奖（113队） 

序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1 49 百色学院 冯清琪 朱超鹏 王硕 宁建光 农汉彪 

2 30 百色学院 赵玲波 刘金星 钟钊涛 陈孟臻 农汉彪 

3 102 百色学院 李德锦 庞威 杨程琳 卢翠珍 陈孟臻 

4 479 百色学院 胡一军 莫仁杰 陈广城 农汉彪 徐光进 

5 230 百色学院 胡国伟 骆羽 刘袁 宁建光 吴再群 

6 205 百色学院 刘海森 吴金城 庞朝文 宁建光 吴再群 

7 251 北部湾大学 陆臣恒 郑文林 苏旋飞 廖远东 朱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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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8 198 北部湾大学 李迈 余浩 梁兆杰 谢积锦 申康 

9 177 北海职业学院 韦荣飞 曾栋 廖灿军 祝春来 卢运娇 

10 446 广西大学 郑天志 包璇 孙昕 宋春宁 卢泉 

11 432 广西大学 邹诗楠 覃梓峰 邓晨琳 韦善革 卢泉 

12 319 广西大学 曹畅 杨炫锴 沈良铎 石松 何华光 

13 68 广西大学 方洪涛 陆郑岚 陈奕豪 陆翔 李谊滨 

14 53 广西大学 靳绎煊 陈水熙 段崇祯 陆翔 黄良玉 

15 529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覃智敏 陈运财 冯州 蒋朝宁 黄守宁 

16 10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龙虎生 李沛锦 江祖豪 马子龙 黄权 

17 91 广西科技大学 郭臻金 陈开辉 梁海妃 何伟刚 吴艳 

18 618 广西科技大学 秦来源 吴玉峰 王蕾涓 周坚和 袁浩浩 

19 674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刘彭鑫 贝宁涛 侯海峰 梁锡铅 李兴 

20 495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殷浩天 廉云龙 李继桐 梁伟鄯 曹乃文 

21 673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甘焕杰 杨飞俊 沙相秋樾 梁伟鄯 蔡洪炜 

22 570 广西民族大学 何值祖 卢玉春 覃蜜 王擎宇 韦峻峰 

23 653 广西民族大学 黄开峰 庞德明 陈鹏仁 黄开连   

24 606 广西民族大学 曹旭光 赵啟先 覃玉龙 廖义奎 马伏花 

25 224 广西民族大学 潘曾开 陈昌毅 叶森泉 张安华 文春明 

26 39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彭子杰 韦定商 韦明旭 李海生 黄设新 

27 345 广西师范大学 侯小丽 曾旭庆 黄荟霖 何富运 黎海生 

28 423 广西师范大学 黄俊林 黄彬祥 厉鑫 丘森辉 李德明 

29 535 广西师范大学 丁楠 吴尚校 陈星余 丘森辉 刘俊秀 

30 337 广西师范大学 柯虎 姚方志 梁添贵 徐庆富 李德明 

31 26 广西师范大学 曾祥豪 马广标 莫克治 梁维刚 潘福东 

32 11 广西师范大学 卢玉凤 李竹溪 张秋芳 梁维刚 符可鹏 

33 15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天龙 陈楚莎 吴华德 龙超 赵学军 

34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英武 周睿寅 李国基 姜辉 牛军浩 

35 13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梁全袍 李春辉 蒋泽梁 龙超 童宣科 

36 4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波 房启元 李健 赵学军 罗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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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37 31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虎卫 黄天风 张添兴 牛军浩 伍锡如 

38 30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郑玮宏 杨洪 汪劼健 牛军浩 姜辉 

39 15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冯怡凯 谭立华 陈大伟 龙超 童宣科 

40 40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盛兴 张国豪 容兴崇 张琦 莫太平 

41 3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高杰 刘国志 孙春妙 姜辉 牛军浩 

42 33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韩明志 屈康杰 黄思思 牛军浩 伍锡如 

43 36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王丁 莫奕燕 胡洪源 伍锡如 牛军浩 

44 41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郑世源 梁钊涵 莫长庆 张琦 莫太平 

45 43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曾钧淼 杨帆 梁小婷 赵学军 童宣科 

46 26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廖佳兴 韦永成 周天彪 莫太平 张琦 

47 36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吴乐 杨振升 杨俊 童宣科 罗瀛 

48 18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莫可祥 李佳 任家宏 龙超 罗瀛 

49 47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忠庆 井庆泽 黄海林 赵学军 童宣科 

50 8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胡竞予  何嘉峰  赵宇  姜辉 牛军浩 

51 16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林显明 李欣颖 廖国富 龙超 罗瀛 

52 18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潘陈华 覃淇 甘烽辰 莫太平 张琦 

53 28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王志新 李观生 蔡子诚 牛军浩 姜辉 

54 42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梁钜粤 薛娆 赵煜 赵学军 罗瀛 

55 37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周昕瑶 张荣镇 王晓乐 伍锡如 牛军浩 

56 38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安平 陈广锡 梁裕孟 张琦 莫太平 

57 31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宇 朱新锋 闭大盼 肖经   

58 3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钟源 乔宇杰 杨福满 张应红 韩海媚 

59 15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桂铭 何佺刚 李海标 梁智深   

60 28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王天祥 赵浩宇 戴宏杰 王斌 郭福力 

61 30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覃庆瑞 覃金坊 田文静 黄知超 张彤 

62 35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甘家虎 邓亦峭 陈雪玲 肖经   

63 13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宁  谢永杰  胡明伟 李德明 宾辰忠 

64 15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崔杨洋 韦春玲 李家豪  李德明 黄建华 

65 24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曾贝铭 韦昌富 韦森强 陈辉 杜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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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30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金伟康 黄振港 韩峥 杜华巍 崔更申 

67 35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魏陈浩 陈嘉宁 陆任贵 陈辉 王诗文 

68 13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家健 钟建敏 周富盛 文辉 李晓东 

69 9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锡维 冯浚福 冯诗颖 刘建伟 吕汝金 

70 8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勇华 郑翠琴 徐凤莲 李姮 廖秋丽 

71 1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余航 李佳朋 刘添榄 廖维奇 周勇军 

72 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于泳波 杨佳佳 刘亦凡 王喜社 王维琦 

73 26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郑林吉 蓝天翔 龙鑫 甘永莹 孟德明 

74 29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育辉 何堂泉 刘甜甜 高海英 何国民 

75 24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周钊伟 苏慧娴 廖仕杰 蔡春晓 唐宁 

76 28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钟英树 唐经卓 梁东海 何国民 刘俊景 

77 8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莫雄 方瑶 谢心颖 廖欣 童有为 

78 16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江富荣 蒋志邦 王枭雯 孙安青 翟江辉 

79 47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雷宇豪 毛中英 潘宜航 蒋红艳 刘涛 

80 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帅强 宋欣欣 陈宇通 赵中华 郑展恒 

81 15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蒲威 尹嘉鑫 王春发 邓德迎 陈小毛 

82 40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肖凯 唐海 李丁函 刘涛 谢宁波 

83 44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夏添 蔡万源 廖婷 覃远年 周海燕 

84 64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凌小武 班正禧 杨灿淼 叶俊明 徐凯 

85 64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阮鑫 谭宗任 关明恒 欧阳晓 陶建华 

86 63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钊 梁嘉成 莫石海 陈家栋 万剑锋 

87 39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

技学院 
梁广燊 张智力 张书克 经华 莫荣 

88 24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

技学院 
莫馥榴 洪觉栋 马翊清 莫荣  毛明慧 

89 4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

技学院 
张鑫 解昕 陈俊平 全刘辉 江明珠 

90 201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邱姬梅 黄瀚 庞正伟 李树德   

91 393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廖海娟 霍俊成 黄艳婷 丘源 陈少航 

92 654 桂林理工大学 刘德超 李念学 黄丽燕 陈守学   

93 575 桂林理工大学 郑敬 蒋宝林 玉树彬 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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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80 桂林理工大学 廖中华 蒙柳梅 姜志盛 肖洪祥 易金生 

95 401 河池学院 赵旭 杨立新 黄德耀 梁志勋 冯太琴 

96 533 河池学院 郑志豪 何辰川 郭章鸿 吴启明 彭金松 

97 628 河池学院 梁智杰 姚柏昌 梁就业 蓝良生 邹清平 

98 614 河池学院 侯辉翔 劳庆成 罗世广 邹清平 邹琦萍 

99 512 贺州学院 黄一民 巫世寄 邓红娇 王鑫 邓忠惠 

100 546 南宁师范大学 钟思妹 程浩然 傅永茂 曾忠宁 李光明 

101 200 南宁学院 韦承泽 林开锐 黄锐 梁承权 朱浩亮 

102 103 南宁学院 李德广 胡柱才 叶儒沅 李光平 吕德深 

103 47 南宁学院 冯攀延 卢荣华 苏金才 左仁合 唐月夏 

104 467 梧州学院 陈珍 廖丹敏 欧丽华 李学海 黄永庆 

105 157 梧州学院 蒋智杰 黄宗亮 郑宗媛 廖秋香 李琛 

106 554 玉林师范学院 吴学思 潘晓燕 周晓倩 黄艳虎 闭吕庆 

107 652 玉林师范学院 黄情 杨铭 盘淑杏 莫燕斌 范敏 

108 576 玉林师范学院 朱椿燕 王清生 黄健龙 巫钊 赵坚 

109 445 玉林师范学院 韦善于 李堂明 关海旭 闭吕庆 赵峰 

110 619 玉林师范学院 陶婷婷 李佶海 杨永超 庞寿全 罗有焕 

111 566 玉林师范学院 焦晋阳 吴金庆 窦婷芬 吴伟 巫钊 

112 210 玉林师范学院 黎锦慧 梁娟玲 梁海燕 范敏 田欢欢 

113 641 玉林师范学院 潘金华 李戈良 龙海珠 杨瑞兆 赵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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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一、高职高专组一等奖（12队） 

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1 358 北海职业学院 陈中钟 莫福桥 韦威 何经伟 周明理 

2 369 北海职业学院 罗磊 李世注 袁姗 卢运娇 祝春来 

3 489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邓兴森 邓艳芬 梁兆永 庞春松 赵林 

4 560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方  宇 王伟东 陈用贵 蒋朝宁 李宁 

5 571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潘海伟 宾浩钊 邓鹤萍 成世龙 韦家正 

6 624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何奕顺 宁子俊 徐一长 梁日兴 王菊娇 

7 519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陆文志 石平金 黄直航 梁飘 黎有好 

8 310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 余学梅 苏阳成 彭情 唐燕兰 

9 87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陈俊康 雷朝福 刘嘉良 李水明 雷声勇 

10 231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陈柄先 梁诗宇 陈琛 杨志友 肖振兴 

11 521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苏佳俊 陈国立 胡津全 廖河 严健平 

12 537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梁林德 李伟宏 杨晓铭 谭卫东 韦雅曼 

二、高职高专组二等奖（14队） 

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1 261 北海职业学院 陆祖耀 曾海强 潘海琴 卢运娇 张志杰 

2 290 北海职业学院 周宇 黄炼 吴林峰 卢志椿 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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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3 302 北海职业学院 马明忠 莫长友 陈振华 张志杰 钟强 

4 504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谭智文 刘建池 黄祖豪 何福贵 黄晓曦 

5 617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麦荣宁 彭镜锋 黄傲男 肖英 韦发金 

6 51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陆师锋 邓明劲 利恒棉 黎瑞荣 尤文坚 

7 236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李安婷 苏富顺 黄绍满 潘元忠 梁梅 

8 97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窦元淇 曾祥耿 周涛 廖威 倪杰 

9 125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赖凯 邓文技 梁金炯 李显圣 卢丹萍 

10 14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廖云涛 李鑫鑫 郭素灿 郭娟 江德业 

11 19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戴华清 周顺 周云 黄平 羊日飞 

12 2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何有立 罗少宝 刘若铮 郭伟 廖金团 

13 20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陈键 盘广翼 徐启泽 王淼 崔警卫 

14 256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钟武活 覃信威 柯雅幸 肖振兴 杨志友 

    三、高职高专组三等奖（28队） 

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1 318 北海职业学院 尤明政 刘琦 黄佐 陈新锐 王华金 

2 496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苏海 刘庭豪 吴致浩 农玉旭 李捷 

3 386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刘鑫 罗杰 朱汝杭 兰如波 梁东 

4 593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韦升 李叶顺 檀金缘 黄权 钟国文 

5 73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蓝境秀 齐志鹏 覃小薇 钟国文 罗捷 

6 222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立锭 薛金 钟林原 钟国文 梁广瑞 

7 658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何祚萱 李  欢 杜炳森 李广兴 马子龙 

8 657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梁源 黄昊 王婷婷 黄权 黄守宁 

9 597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潘勇杰 蒙培禄 黄    强 覃喜 阙凡博 

10 61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槟材 韦臣书 卢国祥 朱名强 蒋红成 

11 596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卢信 陆吉椿 梁鉴华 李建国 蓝日卫 

12 579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韦启傲 巫殷靖 首发坤 杨保用 杜金芳 

13 543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谭晓英 黄铺 黄克顺 黎瑞荣 苏朝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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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参赛 

队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教师 1 教师 2 

14 178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杨雯淇 陈金钊 卢南定 幸敏 叶芳 

15 223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赵明军 韦昌何 周敬尧 彭宇林 覃洪斌 

16 3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邓永杰 陈智宇 梁承嵘 苏鹏鉴 韦远雄 

17 63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晏成杰 薛人友 徐伟东 覃尚活 严春峰 

18 204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黄日辉 刘光武 段于航 谢嘉麟 周红锴 

19 119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言宝 覃明城 钟国富 黄平 羊日飞 

20 394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靖 刘向向 彭兴发 陶汉卿 邓晓云 

21 538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莫庭艺 廖兴廉 罗俊杰 黄略昭 黄斌 

22 493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唐丽军 潘宇斌 冯帅柯 黄斌 陶汉卿 

23 443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秦浚鑫 曾德良 梁焕景 邹运怀 蒋笑宇 

24 348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石金海 李余昌 续向前 黄斌 黄略昭 

25 79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谭进才 韦文翔 吴文涛 刘洪 邵长春 

26 65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曾靖琳 韦一凡 谢超 李水明 龙毓亮 

27 101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申辰涛 姚达桥 黄爱康 杨志友 刘裕舸 

28 49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莫立浩 黄栌 黎鸿杰 蒋治宏 董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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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序号 获奖级别 题号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1 学生姓名 2 学生姓名 3 指导老师 1 指导老师 2 获奖 

1 本科组 A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辉 王柱颖 陶作坤 童有为 孙安青 国家一等奖 

2 本科组 A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王铎鹏 董俊彦 韦家锐 邓德迎 廖欣 国家一等奖 

3 本科组 D 广西师范大学 闫向东 覃业元 黄莞燕 廖宏伟 黄国现 国家一等奖 

4 本科组 D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子豪 孙宗正 朱承同 刘涛 胡鸿志 国家一等奖 

5 本科组 F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叶慧超 许相乐 高正飞 赵中华 童有为 国家一等奖 

6 本科组 G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李坤 张宗昌 刘昊鑫 刘争红 蒋红艳 国家一等奖 

7 本科组 H 广西大学 张宇星 劳义正 李志波 陆翔 李谊滨 国家一等奖 

8 本科组 H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杨第焕 杨天宇 段雨欣 莫沛 齐保谦 国家一等奖 

9 本科组 H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蔡承霖 姚光宇 黄家宝 唐亮 何玉林 国家一等奖 

10 本科组 H 玉林师范学院 李东伟 黄立全 梁立亮 罗有焕 陈宗华 国家一等奖 

11 高职高专组 I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显昱 周胜克 利福盛 李翔宇 叶俊明 国家一等奖 

12 高职高专组 J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林俊宇 韦志忠 肖祖霖 叶俊明 苏鹏鉴 国家一等奖 

13 高职高专组 K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代洋洋 赵阳 麻恩则 李高宇 叶燕 国家一等奖 

14 本科组 A 广西大学 朱琪盛 彭康柏 谭伊璇 何华光 石松 国家二等奖 

15 本科组 A 广西师范大学 谭承恒 石佳怡 邓家宝 廖志贤 黄国现 国家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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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级别 题号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1 学生姓名 2 学生姓名 3 指导老师 1 指导老师 2 获奖 

16 本科组 A 广西师范大学 劳晓琳 涂超婷 陈昱钢 王勋 徐庆富 国家二等奖 

17 本科组 A 广西师范大学 欧明娟 陈家迷 曾卓哲 王勋 徐庆富 国家二等奖 

18 本科组 B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陈圣文 程学志 韦昌铭 朱剑芳 辛海燕 国家二等奖 

19 本科组 D 广西大学 马登昊 范泽平 韩冯刚 聂雄 何华光 国家二等奖 

20 本科组 D 广西科技大学 黎鑫荣 莫家强 庞钜 吴其琪 劳有兰 国家二等奖 

21 本科组 D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陆植 黄学智 凌瑞发 龙超 罗瀛 国家二等奖 

22 本科组 D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健宝 张少壮 吴卓杰 莫太平 张琦 国家二等奖 

23 本科组 D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熊颖妍 莫宗扬 林昌勇 李晓欢 刘涛 国家二等奖 

24 本科组 D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欧为祥 唐力 刘苏芮 杨艺敏 韩桂明 国家二等奖 

25 本科组 D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谭燕军 玉汉强 胡志勇 梁强 嵇建波 国家二等奖 

26 本科组 D 河池学院 覃承谨 何泽平 劳超远 梁志勋 阮忠 国家二等奖 

27 本科组 F 广西大学 韦曾冠 罗恒 丁肖倩 陆翔   国家二等奖 

28 本科组 F 广西师范大学 李其军 常雨盺 覃毅林 苏检德 李键昌 国家二等奖 

29 本科组 F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杜文涛 赵马克 李育铭 姜辉 伍锡如 国家二等奖 

30 本科组 F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蒋永恒 罗逢祥 郑楚婷 余华 苏密勇 国家二等奖 

31 本科组 F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樊唐君 王臣炜 唐嘉强 于新业 欧少敏 国家二等奖 

32 本科组 F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孙天一 廖敦强 李宏辉 桂邦豪 韩桂明 国家二等奖 

33 本科组 F 桂林理工大学 潘卓东 谢玲玲 敖登 申庆华 张飙 国家二等奖 

34 本科组 F 玉林师范学院 陈春有 韦全生 冯泰淇 马庆修 王强 国家二等奖 

35 本科组 G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任镇 黄子洋 李世雷 刘庆华 赵中华 国家二等奖 

36 本科组 H 广西大学 孙鹏飞 方言 翟潇 石松 何华光 国家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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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级别 题号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1 学生姓名 2 学生姓名 3 指导老师 1 指导老师 2 获奖 

37 本科组 H 广西科技大学 蓝祝愿 韦佳乐 卢海洋 文家燕 田敬北 国家二等奖 

38 本科组 H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沁鹏 冯振邦 蒙海强 唐亮 蔡苗 国家二等奖 

39 本科组 H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林荣杰 林建昌 熊明亮 王宽田 陈宏 国家二等奖 

40 本科组 H 桂林理工大学 徐铭君 孙科壮 夏欣 邓健志 唐超尘 国家二等奖 

41 本科组 H 贺州学院 卢标 龙修杰 覃玲玲 谢祥徐 廖清 国家二等奖 

42 本科组 H 玉林师范学院 李菲菲 王佳昕 王崇贤 罗有焕 杨瑞兆 国家二等奖 

43 高职高专组 I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勇昌 赵善鸿 甘兆任 马子龙 李广兴 国家二等奖 

44 高职高专组 K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政权 曾楚才 欧平源 韦家正 罗宜春 国家二等奖 

45 高职高专组 K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陈志强 潘志崇 覃文卫 林瑜 岑斌 国家二等奖 

46 高职高专组 K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明发 李鑫淼 李乃康 韦忠善 邓云 国家二等奖 

47 高职高专组 K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沈德伦 韦顺 潘中杰 郭乾 农红密 国家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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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西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玉林师范学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