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七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获奖名单 

 

 
一、优秀学校奖 

1. 天津市职业大学 

2.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3. 承德工业学校 

4. 迁安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迁安市技师学院） 

5.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6.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7.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8. 大连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9.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10. 双辽市职业中专 

11. 通化师范学院 

12.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13.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14. 江苏省丹阳中等专业学校 

15.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7.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8.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0.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21. 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22. 杭州市开元商贸职业学校 

2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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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25.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26. 福建理工学校 

27. 黎明职业大学 

28.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9. 福州第一技师学院 

30. 福建江夏学院 

31.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2.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33. 郴州综合职业中专学校 

34.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35.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3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3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38.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39.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0.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 

41. 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 

42. 重庆市三峡水利电力学校 

43.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44. 四川省旅游学校 

45.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47. 西安培华学院 

48.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9.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 重庆市足下软件职业培训学院 

51. 江苏哈工海渡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2. 山东莱茵科斯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3. 泸西县雨露职业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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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杰出校长奖 

54. 湖北京伦职业培训学院 

55. 海南待君职业培训学校 

1. 于立辉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2. 于兰平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3. 于忠武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 王  津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 王安兴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6. 王周锁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 王官成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 王振杰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9. 王雄伟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10. 王福贵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11. 包英华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12. 刘  申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13. 刘友林 重庆工商学校 

14. 刘剑飞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5. 许冬红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16. 孙中升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17. 苏益南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8. 巫建华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9. 李  虎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 李  波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21. 李  勇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22. 李  菲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3. 李亚平 陕西汽车技工学校 

24. 李孝轩 云南工商学院 

25. 李洪渠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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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杨琼飞 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 

27. 沈汉达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28. 宋兴航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29. 张先庚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30. 张良平 合肥理工学校 

31. 陆  涛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32. 陈文均 贵州省交通运输学校 

33. 陈全宝 长沙财经学校 

34. 林俊标 福建工业学校 

35. 易  俊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6. 罗先进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37. 罗伟光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38. 郑长青 福建经济学校 

39. 郑亚莉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40. 赵  勇 四川理工技师学院 

41. 赵  霞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42. 赵百源 绍兴市柯桥区职业教育中心（高级技工学校） 

43. 赵博琼 平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44. 侯企强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45. 俞浩奇 宁波外事学校 

46. 祖久春 衡水卫生学校 

47. 黄  哲 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 

48. 黄少基 江苏省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49. 曹小其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50. 龚方红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51. 谢卫民 三门技师学院 

52. 简玉麟 武汉市交通学校 

53. 臧其林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4. 谭长富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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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杰出教师奖 

1. 王  祁 吉林女子学校 

2. 王  花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3. 王  健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4. 王  浩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5. 王  慧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6. 王正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7. 王连威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 王研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9. 王海英 天津市职业大学 

10. 王德云 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奇台高级技工学校） 

11. 毛晓青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12. 文  韬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3. 方  芳 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14. 邓玉荣 浙江省东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5. 田  瑞 山西省工业与信息技术学校 

16. 兰鹏富 兴安盟高级技工学校 

17. 吉家文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8. 朱辉球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19. 乔建芬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 伍均锋 滦南县职业教育中心 

21. 任树理 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22. 任艳玲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3. 任晋宇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4. 刘  洋 吉林职业技师学院 

25. 刘  娜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26. 刘  勇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7. 刘  超 吉林省工业技师学院 

28. 刘  攀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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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一展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30. 刘良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31. 刘彦姝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32. 刘唐根 江西省轻工业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33. 刘雅丽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4. 齐  莉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35. 闫志利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36. 许曙青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37. 孙明贺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38. 孙学娟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39. 阳  川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40. 阴  俊 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 

41. 麦艳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42. 严世成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3. 苏进邦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职业技术学校 

44. 苏命峰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45. 杜玉杰 滨州学院 

46. 李  刚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7. 李  军 兰州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48. 李  萍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49. 李小琼 重庆市北碚职业教育中心 

50. 李云梅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1. 李家华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52. 杨  云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53. 杨淑华 重庆市万州高级技工学校 

54. 肖  磊 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 

55. 肖志坚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56. 吴元徽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57. 何  宽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58. 沈民权 浙江科技工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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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沈亚仁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60. 张  伟 西安培华学院 

61. 张  军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62. 张  鹏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63. 张文泉 芜湖电缆工业学校 

64. 张亚英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5. 张丽军 唐山市建筑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66. 张波涛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67. 张继东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68. 张璐嘉 
日喀则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援藏） 

69. 陈  忠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70. 陈国能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71. 陈超杰 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72. 邵剑娟 哈尔滨轻工业学校 

73. 林  芳 宁波建设工程学校 

74. 金文兵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75. 周自宝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76. 赵晓霞 广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77. 胡向东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玉溪技师学院） 

78. 胡桂军 上海港湾学校 

79. 柳  志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80. 柳旭伟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81. 施  凯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82. 宣国强 诸暨市实验职业技术学校 

83. 胥  进 四川省射洪市职业中专学校 

84. 姚  婕 云南省玉溪体育运动学校 

85. 莫建国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86. 顾连梅 浙江省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 

87. 顾昌华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88. 晏和坤 贵州交通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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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出贡献奖名单 

（一）改革创新（单位） 

1.宁波经贸学校 

2.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3.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二）理论研究 

姜大源 

（三）校企合作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9. 钱秀芳 广西科技商贸高级技工学校 

90. 高云琴 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91. 黄仕利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92. 黄登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93. 曹礼静 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 

94. 龚  娟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95. 崔  迎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96. 隋菱歌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97. 彭佩烘 福建省三明工贸学校 

98. 曾小波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99. 曾文权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00. 曾庆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1. 廖  建 襄阳技师学院 

102. 阚雅玲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103. 霍永红 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