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学校名称 设计者

一等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谢芳

一等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谢睿桢

一等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罗筱玉

一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王田、钟骏如、王明总

一等奖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张丹琳、陈坚

一等奖 海南省农业学校 黄莉、陈慧颖、何思瑾

一等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张左悦、王大蕾

一等奖 江西赣州农业学校 刘燕娜、甘贤禾

一等奖 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 斯剑勇、洪晓飞

一等奖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安雅卿、陶忠丽、冯国华

一等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景利芳

一等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杜红霞

一等奖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周文敏、王为为、邱波

一等奖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刘潇潇、邱波、王为为

一等奖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黄文彬、唐登明、董晓鸣

二等奖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郑志文、张书芳、丁晓霞

二等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郭升伟

二等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戴弘姣

二等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郑素华

二等奖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赵乐

二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莫小聪、黄素品、黄丹

二等奖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任婧、叶婷婷、冷毕丹

二等奖 海南省农业学校 林玉、唐云、李奕铸

二等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陈亚琼、马力、周艳艳

二等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朱美荣

二等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陈逸林

二等奖 江苏省车辅中等专业学校 宋平贵、吴中敏、王春廷

二等奖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石木珍、黄进龙

二等奖 兰州园艺学校 罗蓉

二等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春銮吴志辉

二等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赵娜、马学礼、高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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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窦婕香

二等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王军英

二等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高建萍

二等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李小梅、赵秀娟、王宝川

二等奖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陈美娟

二等奖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王忻颖

二等奖 泰安市第一职业中专 田斐、滕安娜、唐特

二等奖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左慰、邱波、刘红漫

二等奖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文丽、董晓鸣、林晶晶

二等奖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宋大娟、宋俊苏、赵佳佳

二等奖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于海生、肖扬生、唐兵

三等奖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张书芳、辛会娟、徐延文

三等奖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张文娟

三等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陈丽瑜

三等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黄秋宇、陈生龙

三等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卢建坤

三等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黄涛

三等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解军

三等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张丽玲

三等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林秋娟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黄松丽、黄丽、刘瑛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覃黎明、陈丽敏、吕文欢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莫云、谢春梅、樊慧冰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李佳儒、韦芳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雷冰、刘杰、黄睿德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任欢、卢轶、伍艳萍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党偲月、严小玲、韩月玲

三等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李梦晓、陈宇前、钟培军

三等奖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唐兴

三等奖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陈卓

三等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张冬东

三等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夏婷

三等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顾艳、周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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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济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郭凯

三等奖 江西赣州农业学校 李炎辉

三等奖 江西赣州农业学校 吴辉生、王娟、李淑云

三等奖 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 周俊华、吴吟

三等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褚妮娜、王平、张海涛

三等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董丽亚、王永爽、王冬青

三等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雷永雪

三等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王菊甜、范为群、冯丽

三等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韩晓丽

三等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刘曦、王旭贞

三等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王子花

三等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王丽英

三等奖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郭俊亚

三等奖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王崇杰

三等奖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邓姗、孙涛、彭轶

三等奖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长根、唐登明、董晓鸣

优秀奖 德州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杨国强

优秀奖 德州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许琴、周贞

优秀奖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张祯

优秀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陈洪斌、林观钎、张斌

优秀奖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兰新荣

优秀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黄睿德、卢盈佑、林检

优秀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龚小梅、卢轶、陈宇前

优秀奖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秦洁、李雪媚、黎芷衫

优秀奖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张伟、金玉荣、常姗姗

优秀奖 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 吴方芳

优秀奖 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 姚玥、郑永玲、刘玢鹇

优秀奖 海南省农业学校 邝华敏、符姗姗、王小波

优秀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赵政

优秀奖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王景

优秀奖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胡洪霞、黄进龙

优秀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王永爽、王红群、王强

优秀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王珍、王红群、马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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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马文华、王珍、王永爽

优秀奖 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随善明、刘喜霖

优秀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郭冀宁、赵娜

优秀奖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赵雅丽、杜红阳

优秀奖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赵秀娟、王艳

优秀奖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段东梅

优秀奖 泰安市第一职业中专 滕安娜、田斐、郭文卿

优秀奖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袁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