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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拟获奖名单

序号 推荐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拟获奖等级

1 佛山市教育局

标准引领 三维协同——中职物流

和电商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

田中宝、朱燕萍、彭翔英、蔡闽、曾

珎、谌福琴、梁肖霞、覃忠健、蔡建

忠、陈维静、张勇、潘莉莎、刘明明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广

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佛山市电子

商务协会

特等奖

2 东莞市教育局
“演唱+演讲+故事”情境式网络

化的思政课堂教学创新与实践
曹永浩、张俊容、谢汝亮、卢绍平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 特等奖

3
广东省教育研究

院 

能力核心 岗课对接：中职现代学

徒制模具制造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研制与实践

黄文伟、张济明、周立新、黄桂胜、

区玉姬、万达、关怀庆、毛卫东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佛山市南海

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佛山市机

械装备行业协会

特等奖

4 广州市教育局
中职汽修专业区域质量监测方案

的研制与实践

柳洁、齐忠志、巫兴宏、林志伟、胡

立光、冯明杰、张燕文、周琦、刘小

平、林坚、陈锐、林根南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广州市交通

运输职业学校
一等奖

5 广州市教育局

基于政校行企深度融合的中职人

工智能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冯敬益、谢景明、方昆阳、李冬梅、

黄宇光、李赞坚、容蓉、钟卓君、李

涌嘉、高焱、何伟江、钟培力、曾俐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广州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电化

教育馆、深圳市商汤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一等奖

6 广州市教育局
适应新型城镇化中职“分类定制

”精准育人的改革与实践

杨斌、古建泉、陈颂阳、阳爱华、何

俊、谭永佳、陶海蓉、肖志红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广

州市番禺区厂商会
一等奖

7 深圳市教育局

双师引领、三化融通、四方联动

、多元考核——中职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培养深圳模式

赵红、王世豪、伍玉立、范李姣、郑

倩华、黄中文、刘攀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罗湖区电子商务行业协

会

一等奖

8 深圳市教育局
中职学校与小微企业“项目化”

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魏忠、汪大木、乐小路、赖跃峰、覃

飞、刘连宇、叶松浩、周小帅、肖志

清、王辉

深圳市沙井职业高级中学、深圳

市同辉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鑫明辉钻石刀具有限公司

一等奖

9 佛山市教育局

“对接标准、协同育人、增值评

价”服装专业教学质量保障机制

的构建与实践

焦玉君、华群青、陈俊清、张济明、

钟柳花、梁淑源、黄桂胜、胡远安、

李秋梅、吴茜、杨梓姗、唐婷婷、梁

泽栋、何炳祥、危志强、姚玉琼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内衣协会、佛山市南海

区盐步内衣行业协会、佛山市依

黛丽内衣有限公司

一等奖

10 佛山市教育局
中职学校“三元融合、五品并育

、多策共治”的育人生态构建

林家祥、李保俊、刘成柱、黄惠玲、

封漭、陈义明、邓波锋、吕平平、熊

浩龙、杨新强、周蓓、陈刚、孙荣梅

、陈刚、朱翠英、李小东、康雷、老

志文、李高、梁嘉蕴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

校、佛山市顺德区裕达珠宝首饰

制造有限公司、广东科尔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一等奖

11 佛山市教育局
“志愿100”中职学校德育特色课

程的构建与实施

赖明霞、李相君、何珊、曾浩宇、徐

锋、吴其坚、陈飞平、胡兵、黄露、

李颖、李丽妍、樊进星、王远敏、董

小云、钟丽珊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

校、共青团顺德区委员会、顺峰

社区居民委员会

一等奖

12 东莞市教育局

“取之于产、用之于教”的中职

教学资源建设“东莞模式”探索

与实践

巫云、赖慧豪、欧阳元东、刘海燕、

师文静、刘猛、钟柱培、冯妹娇、李

柏枝、李斌红、张林林

东莞理工学校、鸿利智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澜海源创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国家半导体照明

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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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拟获奖等级

13  珠海市教育局  
中职电子商务专业“4阶5双”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

雷颖晖、李怀亮、罗静、叶丽芬、 

李婧、王菲、刘玉奇、廖文硕、李卓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珠海

市电子商务协会
一等奖

14 东莞市教育局 

搭平台 定标准 建专班：校企协

同培养定制家居人才的探索与实

践

胡华锋、彭金美、雷焕平、黄启邦、

邱艳飞、黄丽芳、王淑媛、彭嘉晨、

卢牡丹、 暨 石、肖跃进、罗 晟、

刘鹏辉（企业）、易德华（企业）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广州歌誉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
一等奖

15
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

“攀登计划”：中职思政课教师

“训赛课三融合”教学能力提升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汪永智、凌靖波、汪士涛、刘程雯、

李冬娜、张秀峰、邓凯文、陈吉鄂、

吴伟健、赵改改、谭颖思、韩巧兰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省中等

职业学校德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高等教育出版社广东省教学服务

中心

一等奖

16

广东省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原广

东省轻工职业技

术学校）

校企协“三元融合，五位一体”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刘付金文、张国铭、万艳红、曾波、

何向东、覃大浩、洪璇、李颖欣、刘

艳红、林德庆、余民争、刘小平、龙

纪文、廖坚良

一等奖

17
惠州工程职业学

院

“产研融教”培养区域种养技术

技能人才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钟均宏、林秀莲、张彦红、杨丽华、

曾惠斯、钟元和、季艳菊、杨自轩、

邹晓红、许震宇、叶镜岳、马骁勇、

黄天恒、刘宇枫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一等奖

18
粤中职旅游教指

委

“岗学融通、三阶六径、立体质

评”：酒店现代学徒培养模式与

探索实践

曾小力、韩玉灵、乐享荣、邓敏、朱

小彤、杨结、张宝琳、吴婧姝、刘彩

风、熊耀、朱靓、申庆玉、冯盼盼、

刘虹婷、雷兰兰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广州南沙大酒

店、佛山宾馆有限公司

一等奖

19 广州市教育局

“校企耦合”协同育人——中职

数控专业车铣复合加工类课程探

索与实践

陈颂阳、陈崇军、江献华、梁宇、段

超、郭嘉伟、吴志华、陈靖、谢政平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广

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广州市教育局

大湾区背景下中职汽车专业“分

类分层、中本贯通”育人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胡立光、张士运、项旭东、吕丕华、

左文林、朱德兴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中德

诺浩（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二等奖

21 广州市教育局

汽车售后服务专业群“多品牌共

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创新与

实践

巫兴宏、林根南、齐忠志、林志伟、

陈高路、武剑飞、宗昊璇、邱志华、

庞柳军、杨美芳、冯明杰、李琦、何

才、蔡颖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广州

安骅骅能汽车有限公司
二等奖

22 广州市教育局

“三联四共”中高职贯通人才培

养路径实施探索——以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为例

薛宁海、丘桂梅、陈广红、杨得新、

谭丽容、李飞、肖茂财、吴嘉龙
二等奖

23 广州市教育局
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四阶六融”

实战式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李志宏、黄苑、彭文斌、刘淑霞、蔡

晓伟、李晓翔、林嘉谊、李燕珊、戴

娟

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广州

市汇美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24 广州市教育局

产教融合视角下的“三阶五段”

中职跨境电商复合型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实践

刘佳、余剑琴、王冰、施圳、伍子怡

、张小萍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二等奖

25 广州市教育局

基于校企共建“PBL项目+工作室

”的工艺美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李苑玲、吴锡坚、周永佳、刘小衍、

詹素琼、李璀玉、梁通、王雯楹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

校；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广东尚泓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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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拟获奖等级

26 珠海市教育局

“二融二育建生态，三阶六环优

实施”混合教学生态系统的探索

与实践

蓝永健、周导元、黄晋文、赵海伟、

庄越、雷颖晖、龚陈平、张平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广东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茂名市第二

职业技术学校、珠海市今朝科技

有限公司

二等奖

27 珠海市教育局

“共育·共建·共融”——mors

证书本土化培养跨境旅游专业人

才的探索与实践

郭宏才、邓谦、刘明、邓冬冬、庄沛

丹、罗志华、梁淑瑛、麦锡光、田从

兆、陈健、张妍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澳门

旅游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珠海度假村酒店、、珠海市旅游

饭店行业协会

二等奖

28 佛山市教育局

服务先进制造业的“双轨四段”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路径创新与

实践

梁泽洪、陈栋、赵健秀、陈观带、杜

文林、周鹏、周忠红、梁敬华、赵海

军、梁倡明、饶琼、袁吉玉、黄云、

谢斌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29 佛山市教育局

“供需适配•基地混建•团队融合”

多措并举 创新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人才培养

王祥友、左湘、杨文斌、李淑浩、杨

颂华、李娇容、韩彦明、文香艳、杨

海滨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佛山

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二等奖

30 佛山市教育局
面向智能装备产业构建“四零教

学工厂”的探索与实践

周凉凉、唐建军、肖宇宏、谭洁仪、

老志文、李晨明（企业）、彭海胜、

王寒里（企业）、梁泽洪、刘杰华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海格利德机器人智能设备

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中德工

业学院

二等奖

31 佛山市教育局

中职软件专业“作品-产品-商品

”能力进阶、评价递进的教学改

革与实践

谢新华、吴锋、史宪美、陈佳玉、李

兆雰、齐文海、赵军、罗燕珊、邹贵

财、张治平、柯华坤、谢世森、孙凯

、付万海、李乐、曾俊文、吴家海、

潘梓洪、林丽丽、龚燕、冯燕、骆令

健、周黄宁、傅卫华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

校、广州大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华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二等奖

32 佛山市教育局
东西部对口支援背景下职业教育

“造血式”帮扶育人研究与实践

何爱华、胡大强、关晓华、何小毛、

徐旭雁、林枫、王祥友、林万元、李

毅

佛山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佛山

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顺德职业

技术学院、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

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教育局、

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局、伽师县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佛山市南海区

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33 佛山市教育局
中职学校产业学院实体化的探索

与实践

史宝君、杨慧、彭国民、余锦棠、蓝

师科、陈桂兴、黄亮彬、邱旭波、陈

亮明、周子鹏、左伯良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斯帝罗兰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二等奖

34 佛山市教育局
“三层两翼四课堂”粤菜传承人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王俊光、赵汝其、陈小燕、何彬、王

婉茹、刘俊杰、曾嘉沛、陈玉兰、徐

维志、杨国晖、宋匀一、潘志坚、梁

小燕、连庚明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

校、佛山顺峰山庄饮食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厨师协会

二等奖

35 佛山市教育局

粤港携创“科学微电影”课程培

养中职学生科学素养的研究与实

践

蓝高龙、谢丽、姜冬梅、叶旭飞、范

承国、李妍、谭淑芬、张亮、徐登峰

、周洋、杨文广、陈春瑛、马启珍、

卢小卫、卢伟玲、麦绮莉、于洲洋、

刘海鹏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

校、香港青少年科学院
二等奖

36 东莞市教育局
中职服装专业构建“四段八业”

育人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江学斌、李军、张德强、邓军文、陈

桂林、石伟坤、张允浩、杨志辉、付

凯峰、张蕾、黎敏、孙顺忠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广东省时

尚学生服装研究院、东莞市格润

服饰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37 东莞市教育局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中职幼儿保

育专业课程改革与实践

崔梅、刘美琴、黎晓莉、刘伟文、杨

柳、何 源、林秋月、章成革、李燕

萍、上官文静、林梅、陈思言、樊立

群

东莞市商业学校、东莞市实验幼

儿园、东莞市创思教育机构、东

莞市外经贸幼儿园、东莞市爱弥

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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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拟获奖等级

38
广东省华侨职业

技术学校

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华

文幼儿教师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陈明珠、吴珊琦、王艺静、梁亭玉、

周佩芳、张育志、施鸿秀、曾丹丹、

姚业华、罗罕淑

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泰

国尖竹汶府Watsalaeng学校、 

广州市华美英语学校幼儿园

二等奖

39
广州市教育研究

院

依托安卓积木式编程平台培养中

职学生编程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刘载兴、张燕燕、陈宏镜、李赞坚、

谢学斌、林旭诚、邓惠芹、葛健、徐

东华、廖宏辉

二等奖

40
粤中职计算机教

指委

“TRIZ引领，数据助力，校企共

长”的中职学校专创融合育人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关锦文、叶建明、钟火旺、曹建坤、

谢培璇、邱爱军、钱雯华、谢小文、

关楚羽、周华莉、肖平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理工学校、广东智高文化创

意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昌和盛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      

东莞市大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二等奖

41
粤中职教育与体

育教指委

“双跨界 四融合”艺术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陈峰、曾惕惕、宛明珠、 王卉玲、

陈春燕、江涛、 许林、姜林峰 莫冬

敏、米丽莎、林  珊、黄珍文、徐小

雪、戈婷婷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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