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教师 系部 主要成果 考核意见

1 朱佳炎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4.5篇，获奖4篇；2.主持校级课题一个，另外主持的一

个区级课题，一个校级课题本月结题；参与省级课题一个，市级课

题一个，区级课题一个，校级课题一个；3.获评市德育新秀，市教

学新秀；4.市级公开课2次，校级公开课4次；5.市级讲座两次，省

级讲座一次，校级讲座一次；6.全国中职体育教学设计和说课二等

奖；无锡市中职体育教学设计一等奖；教师技能大赛市级三等奖；

区级一等奖，校级一等奖；区“适合的课堂教学”优质课竞赛一等

奖；一次校级微课一等奖，一次校级微课二等奖，校“远航杯”教

学竞赛二等奖；7.获评棒球国家级裁判；8.2次获评省优秀裁判员；

3次获评无锡市优秀裁判员；1次市优秀教练员；1次校优秀班主任；

1次校优秀班集体；无锡市优秀班主任；无锡市禁毒知识竞赛优秀指

导教师；1次嘉奖；1次校先进。

优秀

2 谢爱明 机电工程系

1.学历进修.2014.6完成 工学硕士。2.业务达标.教学质量考核

2016-2017年、2017-2018年均为优秀。3.职称晋升.正高级讲师。4.

考证考级.2012年完成维修电工高级技师。5.学术荣誉.均按时提交

材料。6.论文撰写.发表核心期刊2篇；省级论文3篇；市级获奖1

篇；专利1项。7.课题研究.课题结题：国家规划1项；省教改1项；

市规划1项。立项：省教改1项；市规划1项。8.竞赛获奖.区级竞赛2

项。9.公开教学.市级3次；校级3次。10.专题讲座.跨省级2次；省

级1次；跨市级2次；校级多次。11.继续教育.校级180课时；区级

102课时；市级40课时；省级136课时。12.管理工作.行政3年；班主

任1年。13.其他成果.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联院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1次。

优秀

3 诸晓涛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4篇，获奖5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2个，主持校级

课题1个；3.荣誉：区教学新秀，市教学新秀，区德育能手；4.公开

课：市级1节，校级5节；5获奖：指导省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市一

等奖3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2次；参编联院教材2本

优秀

4 周静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3篇，获奖1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1个（已结

题）；3、荣誉：区教学新秀；4、公开课：3节；5、市课堂教学大

赛一等奖、市信息化大赛三等奖、区信息化大赛一等奖、校二等奖1

次、校三等奖2次；6、考证考级：计算机网络管理员高级工、计算

合格

5 钱玲玲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3篇，获奖5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1个（已结题），

参与市级课题1个，主持校级1个，参与校级2个；3.荣誉:18年区教

学新秀、德育新秀，19年市教学新秀、德育新秀；4.公开课:校公开

课5节，市1节；5:获奖：国三1次、省一1次、市三1次，区一1次，

区三1次，校一1次；6.班主任：市主题班会设计二等奖、区优秀班

集体、市活力团支部角。校优秀班集体3次、校优秀班主任2次；7无

锡市优秀资助工作者，锡山区阅读工程优秀教师

合格

6 顾宏斌 机电工程系

1.高级实验师；2.区教学能手、区学科带头人；3.论文市二等奖；

4.参与1个区规划课题，2个省课题；5.1次国赛一等奖，2次省赛二

等奖，1次市赛一等奖，1次市赛二等奖；6.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7.17-18学年无锡最美教师；8.市级公开课1次，每学期校级公开课1

次；9.每年继续教育学时满72学时

合格

各位教职工：
    经教师自评、系部（中心）材料审核及推荐、校长室最终审定，2017-2019年教师个人专业
发展综合考核结果如下：2017年3月172位教师的三年发展规划正式通过学校认定，经考核146位
老师完成发展目标，认定为“合格”以上等第。现予以公示，如对评审结果存有异议，请至科
研处反映，截止时间：2020年1月15日下午16:00前。

江苏省锡山中等专业学校
2019年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综合考核结果公示



7 蒋文亚 机电工程系

中学高级转评高级讲师。9篇论文发表或获奖。主持或参与4个省级

课题研究。参加各类竞赛获奖：区领航杯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区

最美阅读者；创新大赛优秀指导老师2项；区优质课一等奖。6节公

开课，其中《螺纹》、《断面图》、《相贯线》为市级公开课。11

个专题讲座。积极参加省、市、区、校的各级培训，认真学习，曾2

次被评为优秀学员，并取得高新技术证书1项。努力推进专业建设和

课程建设工作；认真做好教学常规工作，优化“管理”，规范教学

管理过程，促进质量提升；细化“指导”，开展各项教学大赛活

动，促进教师成长；严格组织各项考试；加强五年制高职教学管

理；认真做好电大开放教育工作；协调做好实习实训工作；认真配

合参加各项创建工作；强化“研究”，加强各系专业科、教研组建

设，促进团队提升；深化“服务”，积极开展其他工作，促进工作

提效。

合格

8 须文雅 机电工程系

1.晋升高级讲师；2高级证书一张；3.论文6篇；4.参与市级课题1、

省级课题1；5.竞赛4项；6.公开课8节；7.专题讲座8次；8.继续教

育每年超计划完成；9.参加管理工作；10.其他成果：出版教材1本

、1次优秀管理者、2次校优秀团队、常理工培训指导教师1次

合格

9 钱敏冲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1篇，获奖5篇；2.课题：主持区级课题1个，参与一个

省级课题，一个市级课；3.荣誉：区教学能手，无锡市最美教师，

锡山区教书育人先锋党员；4.公开课：校级4次；5.获奖：省二等奖

1次；指导学生获奖：国家二等奖一次，省级一等奖2次；市级一等

奖1次；市级二等奖1次；市级三等奖1次；行业赛一等奖1次；三等

奖2次；6.校级微课一等奖，三等奖；7.机械考评员

合格

10 任秋英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6篇，2.课题：参与区级课题1个，参与一个省级课题，

3.公开课：校级3次；4.获奖：校级优秀1次；5.校级食品卫生讲座

一次

合格

11 裴静 机电工程系

论文发表5篇，获奖3篇，市级公开课3次，校级公开课3次，参与省

级课题2项，获评无锡市学科带头人，挑战杯省赛二等奖，创业大赛

市三等奖，联院创业典型案例二等奖，市级创新比赛、技能比赛，

获评电工新考评员

合格

12 白重阳 机电工程系
1、公开课：校级2次 ；2、高级技师证书；3、校优秀班集体1次；4

、比赛：启航杯区3等奖
合格

13 王静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4篇，获奖3篇；2.课题：市级领题1个，区级领题一

个，校级领题1个，参与市级1个，区级2个；3.荣誉：市新秀，区学

科带头人；4.公开课：3节，市级公开课1节；5.区教学成果二等

奖；联院专业负责人说课三等奖；联院微课二等奖；锡山区“适合

的课堂教学”一等奖。6.专利《一种智能充电保护插座》。

合格

14 徐为荣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 2、省、市课题结题各1项、每年 2 次公开课、每年讲

座 2 次、每年继续教育 超过72 学时、无锡市教学能手
合格

15 周景鑫 机电工程系

论文发表4.5篇，获奖2篇；主持校级课题2个，参与市级课题2个；

讲座校级两次，系部2次；每年继续教育超过72学时；市班主任新

秀；高级职称；青海支教3个月；公开课5次；联院教学大赛三等

奖，校级微课一等奖1次，二等奖1次

合格

16 荀大勇 机电工程系

论文发表5篇，每年2次以上校公开课，2次讲座，主持省级课题1

项，参与省级课题1项，1项市级结题，获评无锡市学科带头人，电

子/计算机双本科，市教学比赛微课二等奖、区教学成果二等奖，3D

培训师、3D考评技能证书，每年继续教育超过72学时

合格

17 石建梅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6篇，获奖2篇；2.课题：主持省级课题1项，主持区级

课题1项，参与省级课题1项，参与区级课题3项，参与校级课题1

项，主持校级课题1项；3.荣誉：无锡市教学能手；4.公开课：市级

公开课1次，校级公开课5次；5.其他：无锡市教育学会优秀课题无

锡市陶行知研究会优秀课题；无锡市学陶先进个人；参编教材《机

械制造技术》和《机械制图》出版。

合格

18 华洁蓉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1篇，获奖1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1个（结题），主

持区级课题1个；3.荣誉:区教学新秀；4公开课:市级公开课1节；5.

校级微课二等奖，机械考评员

合格

19 阚凤德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1篇，获奖5篇；2.课题：市级领题1个（已结题），参

与省级课题1个，市级1个；3公开课：6节。
合格

20 丁云霞 机电工程系

1.论文:获奖8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1个（已结题），参与区级课

题1个；3.荣誉:区教学能手；4.公开课、讲座:校公开课6节；讲座6

次；5:区教学成果二等奖；首届全国机械行业绩职业院校微课比赛

合格



21 陈万霞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2篇，获奖3篇；2.课题：主持省级课题1个（已结

题），主持校级课题1个，参与市级课题2个，参与区级课题1个；3.

荣誉：区新秀；4.公开课：市级1节，校级3节；5.获奖：省二等奖1

次，区二等奖1次，校一等奖1次；6.专利：1项

合格

22 周国芳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1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1个，主持区级课题1

个；3、荣誉：市教学新秀；4、公开课：校级3次；5、获奖：校级

微课一等奖1次，校级微课三等奖1次；6、班主任：校优秀班集体1

次；7、其他：2018年锡山区嘉奖。

合格

23 朱洁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1篇，获奖3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1个，市级课题

2个（均已结题）；3.荣誉：区教学能手；4.公开课：市级2次，校

级2次；5.考级考证：高级技师；6.获奖：市三等奖1次，区一等奖1

次；7.校级讲座1次

合格

24 辛愉洁 机电工程系

1.课题：主持校级1个，参与区级1个；2.论文：发表2.5篇；3.获

奖：市级课堂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1次，区级优质课竞赛三等奖1

次，区级优秀学员1次，校级三等奖1次，校级二等奖1次，校级优秀

团队1次，4.公开课：市级2次，校级1次

合格

25 过凤娟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3.5篇，获奖1篇，2.课题：主持区级课题1个，参与校

级课题1个，主持校级团队3个，3.公开课：市级1节，校级2节，4.

获奖：市课堂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1次，区信息化大赛二等奖1次，

区教学大赛二等奖1次，校微课一等奖1次，校微课三等奖1次，5.其

他：无锡市教育学会优秀课题，省培2次，6.每年的继续教育超过72

合格

26 蒋玉芳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3篇，获奖4篇。2.课题：参与省级课题1个，市级课题

1个，主持区级课题1个，参与区级一个，参与校级课题一个。3.公

开课：3次市公开课，2次校级。4.荣誉：区教学新秀，市教学新

秀.5.获奖：全国第19届CaTICs网络赛中职组三等奖，无锡市技能竞

赛数控铣工三等奖，市优秀教练；无锡市技能竞赛数控综合应用技

术三等奖，市优秀教练；锡山区优质课评比竞赛二等奖，校“阅读

工程”读书心得评比二等奖，校微课比赛三等奖。优秀班集体4次，

优秀班集体2次。6其他：专利一项，讲座2次，参编联院教材已出

版，优秀学员两次。7.每年继续教育超过72学时

合格

27 林攀 机电工程系

1.论文: 发表4篇，获奖2篇； 2、课题: 主持两个校级微型课题，

其中一个为优秀；团队: 主持2个校级团队，其中一个为优秀； 3、

公开课: 2个市级1个校级；4、比赛:远航杯一等奖1次，微课比赛三

等奖1次，基本功比赛二等奖1次；  5、系部组内讲座2次  6: 指导

学生获区级一等奖一次，市级二等奖一次，省比赛二等奖一次三等

奖一次； 7:两次校级先进，区第七批教学新秀，专利一项第一发明

人，出版十三五规划教材一本10万字副主编。

合格

28 周会华 机电工程系

1.	晋升中级讲师 2.论文：发表1.5篇 获奖1篇  3.课题：主持区级

课题1个  参与省级课题1个  4.公开课：3节  5.比赛：微课3等奖

微课2等奖 远航杯校级1等奖  区级2等奖  6. 校优秀班集体1次

校优秀班主任1次  7.区第七批教学新秀8系部组内讲座1次

合格

29 黄燕霞 机电工程系

1、发表论文 2.5篇；2、课题：参与国家级子课题1个（已结题）；

3、校级公开课2次；4、校级优秀班主任1次，校优秀班集体1次；5

、校先进1次；6、系部组内讲座2次；7、参与竞赛1次，指导学生比

赛1次；8、参与教师团队2个；9、每年继续教育超过72学时；10、

担任机电工程系语文备课组组长，担任新老师的教学工作指导老师

合格

30 蒋敏霞 机电工程系

1.职称晋升为讲师；2.高级技师证书；3.论文获奖1篇；4.课题：参

与区级课题1个； 5.校主题班会比赛二等奖1次 ，校微课三等奖1

次；6.参与专利1个；7.公开课：校级3次；8.管理：班主任工作连

续担任； 9.参与团队6个 ；10.区先进学生集体1次，校优秀班主任

2次，校优秀班集体1次；11.每年继续教育超过72学时

合格

31 郭锋 机电工程系
1、发表论文1.5篇；2、高级工证书；3、校级公开课；4、主持校级

团队；5、参与校级团队；6、技能竞赛获奖；7、学历晋升
合格

32 徐燕华 机电工程系

1.课题：主持区级1个（已结题），参与区级1个（未结题）、校课

题（已结题）；2.获奖：指导校羽毛球队、田径队获奖（2017年团

体男子第一、女子第四；2019年男子第三、女子第二；2018锡山区

中小学田径运动会高中（中专）组团第一名）3.公开课：校级3

次;4.班主任工作：3年；5.其他：参与校级团队，主持校级团队。

合格

33 殷晓龙 机电工程系

1.晋升教育硕士；2.论文0.5篇；3.参与课题2个；4.公开课3次；5.

校级优秀班主任一次，校级优秀班集体一次；6.获奖：指导足球社

团、田径队获奖、棒球队成绩全国慢投垒球无锡分站赛获得高校组

第三名；7.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完成；8.担任19361班班主任，以及

19级年级组长；9.参与团队

合格



34 王雪梅 机电工程系

1.发表论文2.5篇；2.课题：参与市级课题1个，主持2个校级课题，

参与1个校级课题；3.公开课：市级1次，校级1次；4.讲座：校级讲

座1次，系部组内讲座3次。5.竞赛：个人参加联院教学设计竞赛2

次，校级微课竞赛一等奖；带学生参加市级口语竞赛2次，联院手抄

报竞赛1次。6.继续教育超计划完成。7.管理工作：连续担任教研组

长；接任15361班班主任。8其他工作：韩语社、外语社、英语经典

原声电影赏析社团、英日动漫社负责人；钱希洁名师工作室成员；

与3位年轻教师拜师结对

合格

35 章敏艳 机电工程系
1.发表论文3篇，获奖1篇；2.参与市级课题一个（已结题），参与

教师团队6个；3.校级公开课2节，市级公开课1节；4.微课比赛三等
合格

36 司美华 机电工程系

1.发表论文1篇；2.课题：校级主持1个，参与区级2个（1个未结

题），校级3个（1个未结题）；3.公开课3次；4.获奖：校级主题班

会一等奖，参与专利1个，校级优秀班主任1次，指导学生获市级二

等奖，省级二等奖、三等奖，区田径运动会团体第一名，区排球赛

2017年男女第一名，2019年男女第二、第三名；5.管理：班主任

15381;6.参与团队；7.每年继续教育超过72学时

合格

37 冯健 机电工程系

1.发表论文2篇。2.主持区级、市级、省级课题各一个，均已结题。

3.指导学生获省文明风采二等奖。4.2017年无锡市三下乡先进工作

者，2019年无锡市三下乡先进工作者。5.2018年锡山区德育能手。

6.校级公开课3次。7.校级微课二等奖。

合格

38 黄良 机电工程系

1、晋升高级讲师；2、论文2篇；3、参与区级课题二个（一个未结

题）；4、校级公开课3次；每年继续教育满72学时；机电工程系德

育干事3年；5、其他：校优秀管理者1次；指导学生市三等奖一次；

参与国家发明专利4项；指导学生无锡市田径团体第三名1次；锡山

合格

39 任家香 机电工程系

1.发表论文3.5篇，获奖3篇。2：参与国家级课题子课题，已结题，

参与1个市级德育课题。参与校级课题1个，团队2个。3：组内讲座2

次，微课比赛获奖1次，指导学生获省文明风采优秀奖1次。4:职业

资格证书计算机网络管理员高级证书，每年继续教育 超过72 学时

合格

40 郭春波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获奖共5篇 2.校级课题结题1项；3.公开课三次、讲座

2 次，比赛获奖1次；4.每年继续教育 超过72 学时；5.锡山区德育
合格

41 丁卓燕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2篇 2.校级公开课3次，市级1次3.参与省级课题1个，主

持区级课题1个4.创新大赛三等奖，区教学大赛一等奖5.区教学成果

二等奖、2018嘉奖、优秀党员、优秀班主任、区新秀6.每年继续教

育满72学时7.担任班主任、专业科科长、系部行政干事

合格

42 过德 机电工程系

1、高级技师证；2、论文发表2篇，获奖1篇；3、课题参与市级1

个，已结题；4、竞赛市赛2次二等奖，指导学生1次二等，2次三

等；5、公开课市级1节，校级2节；6、继续教育除学校统一组织

外，每年参加一次校外培训；7、担任省技能抽测考评员1次，获校

合格

43 朱立健 机电工程系

1.论文发表4篇；2.参与1个国家课题，1个省级课题；3.校级公开课

4次；4.竞赛获奖；5.专题讲座2次；6.市新秀、区中小学德育工作

能手；7.继续教育每年超过72学时

合格

44 严育洪 教师教育中心 各项指标超额完成 优秀

45 方淑娟 教师教育中心 主持区级课题、完成论文等目标 合格

46 费萍 教师教育中心 完成发展任务 合格

47 朱春良 社会培训中心
主持市级课题、区最美阅读者、市成人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公开

课、讲座每年两次
优秀

48 冯旺 信息商贸系
高级讲师，区学科带头人，论文发表，主持市区级课题各1个，市信

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公开课6节，讲座6个，心理咨询辅导教师
优秀

49 华磊 信息商贸系

高级讲师，区学科带头人，论文发表2篇，课题主持1项、参与1项，

竞赛获奖3次，公开课市级1级，校级1次，讲座3次，省职教创新大

赛机器人裁判员培训，干事，教研组长，科技辅导员，社团辅导

员，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

优秀

50 茹虹 信息商贸系

　区学科带头人，论文发表6篇、获奖2篇，课题主持1项、参与2

项，技能大赛获奖2次并指导学生获奖6次，教学竞赛获奖1次，公开

课6节，讲座3次，省实训基地负责人培训，省专业群负责人培训，

系部主任，专业负责人，计算机专业群被评省现代化专业群，省高

水平示范实训基地，全国技能大赛光伏项目裁判，创新杯评委，省

微电影大赛突出共享奖3次，市、区教学大赛专家，国家级发明专利

2项

优秀

51 周洁 信息商贸系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技师，区教学新秀，市教学新秀，论文发表1篇，

课题参与2项，创新杯市一、国三，公开课3节，讲座1次，干事，区

优秀团员1次，校优秀党员1次

优秀



52 高珠凤 信息商贸系

讲师，区德育新秀，区教学能手，课题参与5项，指导学生获奖3

次，班主任基本功获奖3次，教学竞赛获奖4次，德育获奖3次，公开

课3节，讲座5次，班主任，年级组长，社团指导教师，创业基地负

责人，区嘉奖1次，区记功1次，区优秀教育工作者1次，区优秀班主

任，区最美教师，市创新创业项目申报成功，市品牌项目申报成

功，区先进学生集体，编写校本教材

优秀

53 钱国强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参与2项，区教学比赛一等奖，指导学生技能

大赛，公开课3节，班主任，青海化隆支教1年，优秀支教教师，区

艺术节优秀指导教师，区嘉奖1次，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优秀

54 马卫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参与1项，公开课1节，全员值班，班主任，文科

组组长
合格

55 过蓓芳 信息商贸系
区教学新秀，论文发表4篇，课题参与3项，竞赛获奖3次，公开课2

节，讲座2次，班主任，年级组长，备课组长
合格

56 邓秋萍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4篇，论文市级以上获奖9篇，主持省规划课题1项，参与课

题研究6项，公开课7节，讲座7次，澳大利亚培训，部门主任，女工

委员，兼职督导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区教

师全员远程培训优秀学员，市人大代表活动积极分子

合格

57 陆丹华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市级获奖4篇、省级获奖1篇，指导学生获奖，公开课

市级1次、校级1次，讲座5次，省新课程培训，区职工技能培训，系

部干事，心理健康指导教师，兼职督导员，区嘉奖1次，校先进1

次，校优秀党员1次，校优秀社团指导老师1次

合格

58 孙利帅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3篇、获奖5篇，课题参与2项，教学比赛2次，公开课市级1

次、校级1次，班主任，心理咨询老师，所带班级获省先进班集体
合格

59 王媛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2篇，课题参与2项，公开课1次，全员德育 合格

60 马丹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参与1项，教学比赛1次，公开课1节，班主任，

全员值班，名师工作室成员
合格

61 刘春娥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3篇、获奖2篇，课题参与1项，市级公开课1节，锡山区全

员培训优秀学员1次，校阅读工程读书心得一等奖
合格

62 缪雅珍 信息商贸系
心理咨询师三级，竞赛获奖3次，公开课市级1节、校级1级，讲座3

次，心理培训，德育课骨干教师培训，社团指导教师，心理咨询教
合格

63 李敏明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4篇、获奖2次，课题参与1项，指导学生获奖2次，公开课1

节，团委工作，区青年教师现场书画展示获奖
合格

64 张燕 信息商贸系 论文获奖、参与课题，辅导学生获奖，公开课6节，社团辅导教师 合格

65 熊海燕 信息商贸系

高级讲师，论文发表1篇、获奖2篇，课题参与1项，校班主任基本比

赛获奖，公开课3节，讲座2次，班主任，校先进工作者1次，指导学

生市英语口语比赛一等奖

合格

66 杨珺珏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参与1项，教学比赛2次，公开课3节，讲座1次，

班主任，所带班级获省先进班集体
合格

67 董国荣 信息商贸系
论文市级以上获奖12篇，课题主持2项、参与2项，公开课6节，讲座

18次，系部副主任，校先进1次，校优秀党员1次，区嘉奖1次
合格

68 廉炯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获奖1篇，参与市级课题1项，教学比赛获奖3次，公

开课市级1节，干事，班主任，指导学生获奖10人次，省科技先进个

人，区嘉奖1次

合格

69 肖洪 信息商贸系
区教学新秀，区德育新秀，论文发表2篇，课题参与1项，公开课2

节，班主任，干事，区优秀班主任
合格

70 周建琴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参与1项，教师大赛获奖1次，市级公开课1节，

省中职骨干教师教学能力省培最佳参与奖，市教师全员培训优秀学
合格

71 李健 信息商贸系
课题参与1项，竞赛获奖3次，公开课2节，讲座1次，班主任，区优

秀班集体，校优秀班主任
合格

72 金鑫华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获奖2篇，课题参与3项，教学竞赛获奖3次，讲座1

次，公开课3次，班主任，年级组长，干事，社团指导教师，指导学

生获奖多次，区嘉奖2次，区德育先进工作者1次，区社区教育志愿

者标兵1次，省微电影大赛突出贡献奖2次

合格

73 俞燕丹 信息商贸系
论文获奖6篇，课题主持1项、参与5项，公开课6节，讲座6次，干

事，专业组长，市技能大赛二等奖
合格

74 沈天云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2篇、获奖4篇，教学比赛获奖2次，公开课4节，班主任，

主编校本教材2本，精品课程负责人
合格

75 徐辉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参与2项，市技能大赛三等奖，公开课1节，技能

指导老师，社团辅导员，班主任，指导学生获奖多次，校先进班集

体，校优秀班主任

合格

76 过小萍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结题1项，公开课1节，班主任，校微课比赛二等

奖
合格

77 虞宇燕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主持1项、参与1项，区远航杯一等奖，公开课3

节，班主任
合格



78 周纯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2篇，课题参与2项，市技能大赛二等奖，指导学生市技能

大赛三等奖2次，班主任，技能指导教师，区嘉奖1次
合格

79 阚怡一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结题1项，区远航杯一等奖，公开课3节，班主

任，社团辅导教师，区阅读工程优秀教师
合格

80 邹晨晔 信息商贸系
实验师，论文发表1篇，技能大赛获奖，公开课2节，班主任，社团

辅导教师，教学竞赛获奖3次
合格

81 黄育明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参与2项，市技能大赛，公开课3节，班主任 合格

82 张琴霞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2篇，课题参与2次，竞赛参与1次，公开课2节，班主任，

校本教材编写，校优秀班集体2次，校优秀班主任1次
合格

83 贺丰 信息商贸系

区教学能手，论文发表4篇、获奖2篇，课题主持2项、参与2项，省

市技能大赛获奖4次，指导学生省市技能大赛获奖11次，公开课5

节，班主任，技能指导教师，区嘉奖，综合布线工程师，区职工操

作技术能手，立信外聘专家

合格

84 柯军 信息商贸系
区教学能手，论文发表2篇，课题主持1项、参与2项，技能大赛获奖

3次，公开课3节，干事，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先进个人
合格

85 黄聆之 信息商贸系
硕士，论文发表1篇，课题结题1项，公开课4节，班主任，社团指导

教师，计算机网络技师
合格

86 邵淑敏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或获奖5篇，市课题申报，区课题立项，指导学生获奖3

次，公开课3节，讲座3次
合格

87 许彩红 信息商贸系
区教学新秀，论文发表1篇，课题主持1项，指导学生参赛，公开课3

节，备课组长，校阅读工程三等奖，市教科研三等奖
合格

88 周晴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2篇，课题参与1项，竞赛获奖3次，公开课3节 合格

89 程虎 信息商贸系

会计证，课题参与1项，市技能大赛三等奖，公开课3节，班主任，

校优秀班集体，校优秀班主任，校先进，教学竞赛获奖2次，指导学

生文明风采获奖

合格

90 瞿燕霞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课题结题1项，公开课3节，班主任，校先进，校比赛

获奖2次
合格

91 章柯慧 信息商贸系
技师，论文发表2篇，课题参与2项，技能类大赛获奖5次，公开课2

节，讲座2次，心理辅导员，区嘉奖1次，校微课比赛一等奖
合格

92 王凌云 信息商贸系
本科，课题参与1项，技能大赛获奖4次并指导学生获奖8次，新道杯

比赛获奖4次，公开课2次，技能指导教师，校微课二等奖
合格

93 金瑾 信息商贸系

区教学新秀，论文发表5篇、获奖3篇，课题主持1项、参与1项，技

能大赛获奖3次，公开课3节，班主任，兴趣小组指导教师，指导学

生获奖1次，备课组长，校本教材1本

合格

94 包晓棠 信息商贸系
硕士，论文发表1篇，校微课比赛二等奖，公开课3节，讲座2次，教

研组长，艺术设计辅导教师，社团指导教师，省厅美术作品展
合格

95 杨志红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2篇，课题参与1项，市说课比赛，公开课4节，讲座1次，

社团指导教师，校先进2次，市艺术展铜奖，指导学生市艺术展声乐
合格

96 胡慧茹 信息商贸系
区教学新秀，论文发表2篇、获奖1篇，课题结题1项，教学比赛获奖

2次，公开课3节，社团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比赛获奖多次
合格

97 邵秋月 信息商贸系
课题参与1项，公开课3节，社团辅导教师，校本教材编写，指导学

生比赛获奖
合格

98 张笑村 信息商贸系
论文发表1篇、获奖2篇，课题结题1项，指导学生比赛获奖3次，公

开课3节
合格

99 过红霞 信息商贸系
论文获奖3篇，课题参与1项，指导学生获奖2次，公开课1节，校阅

读工程二等奖，校微课比赛获奖
合格

100 吴军芳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能手、区论文发表1、参与课题1、参与1个竞赛项目、

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团委书记
优秀

101 蒋春霞 综合基础部
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积极参与课题、3次公开课、积极参与讲

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优秀

102 华燕 综合基础部
申报高级讲师、技师、区获奖3、争取主持校级课题1、参与1个竞赛

项目、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优秀

103 陈文红 综合基础部
中学高级、市能手、论文发表或获奖、参与课题、指导学生参与竞

赛项目、6次公开课、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教研组长
优秀

104 郭辉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市能手、论文发表、参与课题1、参与指导学生1个竞赛

项目、6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干事
优秀

105 邓一花 综合基础部
论文发表1、获奖3、参与课题1、参与1个竞赛项目、3次公开课、每

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优秀

106 王少华 综合基础部
论文省级1、市级2、发表1；指导学生获奖1；本人市级获奖1讲座2

每年继续教育合格
合格

107 魏莉 综合基础部 论文区级1市级2表1；指导学生获奖2，团体奖1继续教育合格 合格

108 惠鋆镭 综合基础部
争取研究生、区论文发表1、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

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合格



109 赵淑华 综合基础部
讲师、论文发表1、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系部讲座、每年继续教

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10 谈春燕 综合基础部
讲师、论文发表1、参与1个竞赛项目、3次公开课、系部讲座、每年

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
合格

111 朱涌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2、主持课题1、力争参与1个竞赛项

目、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干事
合格

112 顾丹艳 综合基础部
积极申报高级讲师、数控技师、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1、

争取参与1个竞赛项目、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
合格

113 徐婷婷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高级技师、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1、指导学生

竞赛项目、3次公开课、组内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
合格

114 王瑾 综合基础部
讲师、技师、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1、参与1个竞赛项目

、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15 孙颖 综合基础部
讲师、高级工、论文发表1、参与区课题1、参与1个竞赛项目、3次

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社团辅导员
合格

116 蒋玉娟 综合基础部
技师、转评讲师、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1、参与1个竞赛

项目、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17 蔡玲燕 综合基础部
工程硕士、区新秀、市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区课题1、3次公开

课、校级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干事
合格

118 徐黎丽 综合基础部
讲师、技师、文发表1、积极参与课题竞赛项目、3次公开课、讲座

、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19 叶燕红 综合基础部
讲师、中级技师、区论文发表2、参与市级课题1、参与1个竞赛项目

、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
合格

120 童敏花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技师、论文发表1、参与区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

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21 王芳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技师、论文发表1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

72学时、班主任
合格

122 李健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论文获奖3、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

学时、教学干事
合格

123 过彩虹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技师、区论文发表1、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

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论文每年2篇、参与课题、每年2公开

课、每年2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教学工作处主任

合格

124 刁小玲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技师、区论文发表1、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

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25 刘凯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能手、区级以上获奖、参与课题、6次公开课、讲座3

、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教研组长
合格

126 王娴 综合基础部
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积极参加讲座

、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服从安排
合格

127 王艳华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新秀、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3、积极参与课题竞赛项目

、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合格

128 陈淑君 综合基础部
讲师、区论文发表多篇、参与课题1、积极参与竞赛、公开课、讲座

、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29 吴奕奕 综合基础部
讲师、多篇论文发表、参与课题、竞赛项目、公开课、每年继续教

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30 张敏芬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能手、参与课题竞赛项目、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

学时、教研组长
合格

131 郭蕾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论文发表或获奖、参与申报课题1、参与1个竞赛项目

、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32 王安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

教育72学时、干事
合格

133 陆丹亚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能手、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3、主持课题1、参与1个竞

赛项目、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合格

134 王丽华 综合基础部
论文发表1或市获奖、主持课题1、3次公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

、全员值班
合格

135 封晶 综合基础部
讲师、论文发表或获奖、参与区课题1、技能大赛参赛指导、3次公

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36 孙云标 综合基础部
讲师、论文发表或获奖、参与区课题1、技能大赛参赛指导、3次公

开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合格

137 陆勤芳 综合基础部
讲师、区新秀、区论文发表1或获奖3、主持课题1、3次公开课、每

年继续教育72学时、干事
合格

138 王海华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市新秀、论文发表或获奖、积极参与课题竞赛、3次公开

课、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合格

139 卞婷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竞赛项目、3次公开课、每

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40 李韶竹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竞赛项目、3次公开课、每

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合格



141 陈艳霞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指导学生竞赛、3次公开

课、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班主任全员值班
合格

142 闫跃华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参与课题、指导学生竞赛、3次公开

课、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43 张小菊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课题结题、指导学生竞赛、3次公开

课、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44 顾丹华 综合基础部
讲师、论文发表1或获奖3、积极参与课题、指导学生竞赛、3次公开

课、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45 黄婷 综合基础部
高级讲师、区新秀、论文发表1或获奖3、积极参与课题、3次公开课

、积极参与讲座、每年继续教育72学时、全员值班
合格

146  平丽芳 综合基础部
教学质量考核优秀1次，校先进1次，论文校级三等奖1篇，指导学生

海联杯一等奖2位，二等奖3位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