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技师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式面点

师》《中式烹调师》成绩的公示表

经佛山市技师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小组于2023年2月

26日对中式面点师（四级/中级工），中式烹调师（四级/中级工

进行考核，现对认定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从2023 年 3月 1日

至 3月 7日（至少公示 5个工作日）。若对下列同志获得技能等

级认定成绩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书面向我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反映，为方便核实情况，反映情况以书面材料自报并签署真实姓

名及联系方式。

情况反映受理部门、电话和地址：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联系人：钟老师

联系电话：0757-86222630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禅炭路2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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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证件号码 职业名称
工种
名称

技能等级
科目 1
成绩

科目 2
成绩

评价结果
合格/不
合格

陈珏贞 440681********4280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7 71 合格

黄熙祥 440681********4216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0 66 合格

胡连弟 440681********426X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0 72 合格

郭思 431128********5026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8 70 合格

蔡秀莲 440681********4308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59 69 不合格

董秋霞 441226********3467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7 70 合格

卢丹梅 452123********1364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58 72 不合格

刘柏英 432831********1045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81 70 合格

葛赛花 430424********5625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9 71 合格

伍德慧 440681********3644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7 65 合格

温金梅 450421********1060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81 70 合格

王媛 431024********0048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72 65 合格

周杰泉 440681********2631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65 71 合格

陆金凤 451024********440X 中式面点师 四级/中级工 68 74 合格

陈金霞 440681********4245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1 66 合格

何蕴莹 440681********4229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75 70 合格

唐美玲 441423********2020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7 65 合格

张雪欣 440681********4344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8 67 合格

梅耀民 440681********4214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9 70 合格

余晓虹 440681********4284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2 65 合格

蔡桂芯 440623********4260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0 68 合格

钟月念 452426********3027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1 67 合格

林雪 440623********4240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5 70 合格

吴惠明 440681********3629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6 64 合格

张远芳 441322********362X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78 67 合格

罗洪强 440921********0815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55 69 不合格

黄锦周 441423********3611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70 69 合格

刘年凤 441425********1181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2 7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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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超健 450921********4812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6 68 合格

未小龙 510722********6332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43 69 不合格

蓝柳青 452127********002X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1 69 不合格

姚伟波 441900********6338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75 69 合格

欧阳礼臻 440681********541X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1 68 不合格

陈梦浩 412827********5017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73 67 合格

何国志 421083********3878 中式烹调师 四级/中级工 86 68 合格

佛山市技师学院

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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