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云南省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评审结果
特等奖（3 项）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三方协同 五轮驱动：高职测
绘地理信息类专业实践育人
体系的创新实践

吕翠华、葛俊洁、马娟、杨
永平、万保峰、陈占、王敏、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张伟红

“走出去 引进来”服务“一带一
路”高职教育国际化新路径探
索与实践

晏杉、赵林平、庞新虹、李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云飞、谢子棋、常琳、谭超、 阳光道桥股份有限公司、泰国
荀家正
班赛技术学院

引领职业教育精准扶智的本
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

杨丽宏、徐延宇、李波、聂
曲、钟嘉玉、董敏、孙庆刚、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马丽华

一等奖（37 项）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基于“产学研训创”五位一体
的特色产业学院建设实践与
探索

桂林斌、赵江、彭泽赛、陈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武汉
川、郭在云、夏琼、余涛、 伟创聚赢科技有限公司、云南
候邦云
优邦实业有限公司

云锡职院“1116”校企一体“三
全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姚家立、张鹏、张惠芬、张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吉、刘青、夏继海、杨茜茜、 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陈麒
司

产教同频、校企同台、赛教同
行、多元同评的汽车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高窦平、李育全、赵建明、
李金文、张小兴、朱治铭、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廖辉湘、杨鹏

三教统整、三维平台、三驻扎
根：高职医学专业“一体三翼”
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王明琼、陈正权、张慧颖、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曲靖
王良玉、赵丰、马立、顾永
市第二人民医院
芳、高婵

戏曲生态重建视阈下云南地
方戏曲表演人才“三维一体”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金正明、杨澍、王润梅、栾
亚敏、李婷怡、王和平、彭
伟、胡霞

聚焦专业建设 推荐多元共治
增强民办高职院校适应性的
探索与实践

周翔、肖薇、汪楠、何汶纹、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上海
于佛财、程兴、陈双双、王 海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云南
坤
师范大学

服务“老-少-边”健康需求 创
新高职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索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晋宁区中
龙雨霏、李玉晶、王建松、
医院、开远市人民医院、云南
李云飞、王思权、苏敏、周
省彝医医院、西双版纳傣族自
平、张磊
治州傣医医院、迪庆州藏医院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云南
省滇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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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区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的“产学研一体化”专业建设
模式研究与实践

杨子彪、郭向周、马立、李
若良、赵兴文、罗建学、严
文芳、万长江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残健
融合、特色提质”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践

董亮、王坤、颜蕉生、张丽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云南
莉、徐琼、孔得志、陈凌霄、 师范大学、昆明北理工科技孵
熊景杰
化器有限公司

全方位、全维度一体化的高质
量育人体系构建探索

文俊、崔金赋、张江荣、邵
权、王孟宇、赵跃、霍海龙、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仲生

基于信息化的“双线并重立体
培养分段实施”育人体系的建
构与实践

李清玉、张翼、朱超、
刘贞情、杨娜、刘志华、王
磊

构建“校所合作、教学练战”戒
毒矫治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赵向兵、和丽梅、张德全、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汤维辛

以岗位能力为导向的物流管
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
实践

许小宁、赵斌、单喆煜、孙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玥、许炜、邓瑾、梁冬梅、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明景恕

基于边疆地方师范院校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与实践

王石华、陈光富、徐腾凤、
熊娅莉、和秀华、杨继琼、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丽萍、朱桂香

“三高两精”打造《移动商务法
律法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的研究与实践

王庆春、刘溪、王晓亮、童
晓茜、周霞霞、庄洪、刘莹、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何虹

基于全国职业院校旅游类示
范专业（导游）教学改革的系
列教材建设与实践（教材）

符继红、赵明、袁浩镛、周
洁、焦云宏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设计
类专业“五位一体”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和爱东、赵伟、和必昌、杨
鸿荣、潘宏义、周荃、陈金
国、张苗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全要素”提升的国际航运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杨经元、李彤、何江华、葛
文君、李国会、何艳兵、欧
阳宏佶、苗敏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卓越工程师视野下木材工业
专业群“产教融合，知行合一”
协同育人模式创新

黄荣文、陈竹、李军伟、董
明光、陈伟红、储键基、李
发建、张继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昆明
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双主体、两机制、多形式”的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与实践

黄晓明、杨晓春、周明、刘
春美、江灏源、卜琼琼、张
强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伟、黄晓明、齐武福、赵
心亮、唐琳琳

云南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
委员会、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四双”现代学徒制云南模式
的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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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皇氏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烟草专业理实一体化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陆欣、毛绍春、董从华、李
玉萍、普匡、张志忠、任琼
丽、张立猛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研拓思”
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张磊、王明琼、陈正权、向
艳、张兰、王鸣、张慧颖、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杨光

开放教育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
践

郑毅、唐芳、张正惠、刘龙
云南开放大学、云南燃一化工
江、陈秋、陈晓春、黄遥、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周明善

中等职业学校酒店专业教师
以提升行业服务能力为导向
的入企循环实践研究

李梅、吴秋颖、赵枝萍、刘
金平、辉春丽、吴自美、曾
菲菲、龙德贵

基于教学任务项目化，
“KAPIQ”五位一体的职业教
育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侯德东、宋飞宇、史庆南、
宋爱苹、甄祯、王丽、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高远、邢文雯

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共建物流
高水平技术技能平台——“校
企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张晓雷、张龙、王雪娇、邹
红艳、刘伟、戴袁贵、杨再
锋、惠春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省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两个一体，剧目驱动”的云南
民族舞蹈表演人才培养创新
与实践

栾亚敏、杨旭康、韩萍、曹
琳、美兰卓玛、李晓甜、徐
维佳、马倩倩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云南
省歌舞剧院

一流党建引领高素质应用型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与
实践

丁恒道、崔鹏、范永福、周
晓红、王瑞、王晶晶、邓世
昆、姜洁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中等职业学校“星级学生”考
核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王恩超、卜梅、段家菁、陈
典裕、朱庆文、马俊萍、徐
德功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少数民族文化在边境民族地
区小学师资培养中的应用实
践——以数学学科为例

周长军、申玉洁、杨启祥、
郭彩莲、穆勒滚、刘永照、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余有富、丁李程

“三全育人”理念下“四维四同”
思政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张东明、赵亚芳、赵远娥、
季永青、欧阳志平、杨浩、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孙锐、杨彬楠

以“三教”改革为抓手推进民
办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邓节军、子重仁、赵洁、钟
文媚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工程机械类专业校企协同“一
标准三核心九共同”人才培养
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张爱山、孙燕、孙蕊、王雪
秋、郭照新、代绍军、赵文
坤、杨雷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湘泰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三一
重工）

以技能竞赛引领促高技能人
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金之椰、李云海、普建能、
尹辅平、吉应红、崔丽花、 楚雄技师学院
张彦青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省烟草公司玉溪市公司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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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企三方聚力 校企共育人
才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曲
王宗舜、刘星、刘莉明、潘 靖浩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曲
娥、申家春、叶元、孔丽、 靖益众科技有限公司、曲靖海
胡艳玲
魂硅藻泥科技有限公司、曲靖
新食尚有限公司

中职学校德技并修育人模式
探索与实践

路小军、王坤、张毕祥、徐
志雄、杨燕、李存、徐梅芳、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王继红

二等奖（60 项）
成果名称
职业本科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王智勇、旷锦云、宁东玲、
云南财经大学
胡良书、潘雪东、张睿

吴玉琪、王贵成、王坤永、 大理州剑川县职业高级中学、
剑川白族民居彩绘基础（教材） 徐乙宁、景华楠、陈晗、 中央美术学院第四届研究生
杨浩宇、舒晓辉
支教团
澜湄合作机制下“一体两翼四轮
驱动”多元立体国际化职业教育
培训体系构建与实践

尹世堂、段钢、禹梅、耿
毅、董博、邵永保、高倬
源

普职融通背景下“五方协同，三
位一体”劳动教育新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林世伟、郭明宇、杨文洁、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
毛景、任慧、徐霄宇、熊
专业学校
安泽、李艳玲

园艺技术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探
索与实践

杨锐铣、马立、张玉信、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大理
罗红伟、李雄军、杨忠文、
兰国花业发展有限公司
杨长娟、李光宏

竞技体育“三星”人才培养的玉
溪模式创新与成效

聂锐新、柏家渭、段利星、 玉溪师范学院、玉溪市教育体
雷小明、杨晨飞、白银龙、 育局、玉溪市体育运动学校、
何斌、刘爱莉
玉溪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应用型热带
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李学俊、朱春梅、赵维峰、
曲鹏、何素明、李建宾、 云南农业大学
杜华波、施忠海

推进课证融通 构建“双元”育人
新格局——以汽修专业为例

潘涯森、陈智慧

云南民族大学、瑞丽市外籍人
员服务管理中心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探索“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谢笑天、王坤、候昌东、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创新与
李劲松、余玫、郑萍、赵 云南师范大学
实践
兴璟、王一鸣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新时代高
职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
实践

殷建忠、张尹、杨峥、李
智辉、杨淳、李华、张院
宝、赵云龙

“德技并修、真账真做、多元培
育”的大数据会计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改革研究

尹湘萍、石彬、杨雯婷、
高秋元、钟清、罗晗颖、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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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校企协同服务高原特色农业专
业群“二三三三”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艳红、杨建、袁盛勇、
沈登荣、李杰、孔琼、张 红河学院
德刚、罗思

“三元双化一融合”——艺术设
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张卫伟、李园园、蒋正永、
冯梅燕、谢晶、罗旭崐、 云南工商学院
林海、刘明

《茶艺基础》（教材）

刘艳红、庄文疆、陈坤、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职业高级
张娟、李仕娟、尹小林
中学

依托”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融
合高职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

张郴、刘韬、阳敬、陈建
雯、庄晨曦、宾婕、李丽
娟、孙雨诗

面向新工科的 ICT 类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朱凯、杨承志、张明胜、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华为
胡鹏、邓锐刚、尹真才、
技术有限公司
熊浩、张兴超

“光伏工程技术与应用专业”人
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胡向东、车稳平、朱梅、
杨峥、陈芳、刘勇、陈子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威、姚汝忆

Excel 在会计中的应用（教材）

张永禄

国际视野下产区咖啡课程的研
究与实践——以综合构建普洱
产区咖啡课程体系为例

杨棚棚、纪文红、余健、
李新成、邱莎莎、李丹丽、 普洱市职业教育中心
李沁阳、李艳娟

云锡职院校企一体学徒制的改
革与实践

李蕾、张惠芬、曲向哲、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祖艳竹、张梅、王鹏鹏、 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王宇超、高梨维
司

基于产教协同发展的类融媒体
专业项目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李江波、杨睿、张磊、李 云南省广播电视学校、云南广
剑飞、王少侠、杨娅瑾、 播电视台（集团）云视幻维数
单云松
码影视有限公司

“双元、五共、六维一体”飞机机
电设备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实践

杨曼云、杨春花、赵云波、
张荧、张延杰、乞英焕、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牛冲

助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职酒店
管理“HOTEL”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

杨红波、向前、寸海梅、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陈凌、谢乙玮

“五化一体综合实训平台”实习
矿井在教学和社会服务方面的
应用实践

毛加宁、段启兵、王会琼、
陶勇、杜运夯、李鸿维、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纪安、幸文宬

助力西双版纳乡村振兴培养特
色种植业新型技能人才教学实
践

李智海、李锐群、贾冬冬、
西双版纳州中等职业教育中
卢云峰、周玉梅、王木琳、
心
曾润华、杨晓琼

构建“三元”融合的文化育人体
系 培养“德技双修 知行合一”
的医药卫生人才

关祥祖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临沧财贸学校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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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标准化管理提升学校内涵
发展水平

李自云、赵矍、王绍祥、
楚雄技师学院
张艳丽、郭靖

创建“思政+能力模块”课程标
准，推进林业类专业高质量课程
体系建设

林向群、唐宗英、林光辉、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田琳、李雪娟、张化、张 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油茶研究
俊文、陈福
所

基于 PICOS 模式“课堂革命”在
高职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创
新与实践

杨峥、李彦娴、赵志敏、
杨艳、李震萍、段先忠、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马玉美、杨祖艳

“陶习苑”职业教育模式建构

欧应宏、秦艳丽、李秋敏、
赵伟、杜黎波、徐洪明、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
李红锋、陈洪

传承德宏世居少数民族菜肴技
艺 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岳太虹、王成萍、何仙元、
王万琳、杨洋、杨光志、 德宏州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
杨世能、陈以周

基于民族技艺传承的《民族传统
疗法》立体化教学体系架构与实
践（教材）

潘琼、严六九、李汉雄、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张如银、王文义

综合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下《公共 杨旭、柏松、王婷婷、颜
艺术》教材的开发与应用（教材） 艳、吴刚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基于服务“三农”发展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构建探索

邵权、潘彦维、李一源、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江荣、霍海龙、韩卫明

“两双一体、三群联动、全域试
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实践

齐武福、张建雄、郑毅、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云南
杨加庆、赵心亮、秦忠、
地矿珠宝检测中心
罗启钟、蒋琪

基于“工作项目+竞赛”的护理专
业学生主动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李保刚、宋峰、许银凤、
干敏、王洁、韩娟、李莹、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杨珺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体育课程
体系构建与实践

羌梦华、邹丽、金强、张
程波、罗文强、俞芳、刘
武、石清龙

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
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付学芝、唐立、张晟楠、
袁秀莲、朱雯、高俊良、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爱红

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新形态
一体化《钢结构工程施工》教材
的创新与实践

杜绍堂、胡瑛、戚豹、刘
东良、杨艳华、赵鑫、罗
保、陈泉

“五递进、四联动、三融合、两
链接、一根本”的创新创业教育
模式探索与实践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云南
宋林、于佛财、高亚芳、
光谷光机电孵化器管理有限
刘楠、刘朝辉、张一平
公司

高等职业教育“大学语文”课程
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教
材）

王树青、秦秀清、张惠香、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大理技师
段劼、杨浒、汪兆婧、杨
学院、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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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滇西北“1+X”证书制度背景下
企业实践教学成果转化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段秀娟、刘莹、丁万洁、
张华、和江娇、李丽洁、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王顺萍、赖靖芹

基于岗位标准的艰苦高危类专
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实践

王正荣、王祥邦、杜运夯、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庄淑娜、朱劲松、幸文宬、
地矿测绘院、富源县能源局
苏建平、张飞

德宏职业学院“1234”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杨清成、王万春、杨鹏、
德宏职业学院
刘贵有、李鲜斗

提师能 铸师魂：聚焦课堂革命
的教学能力大赛体系建构与实
践

赵庆樱、王钱静、何芸、
和凤英、赵秀华、秦溱、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录松、杨图南

以“学业+素质”双学分制改革构
建高职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管
理模式

张云霞、蒋求名、王念、
刘芳、孙丽娟、郭艳、和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珍

思政“五立”育人机制下多维互
动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大理农林
张建英、柴薇、金晶、杨
职业技术学院、滇西应用技术
国娇、张文馨、冯二伟、
大学、大理市医院、宝岛眼镜
李云化、廖善辉
公司

现代学徒制“四位一体”协同育
人模式构建与实践

单文周、李忠、杨宝嘉、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云
刀玉萍、瞿连贵、李江红、
南省玉溪技师学院、天津大学
张庆泉、卢婷婷

应用大赛功能 反哺专业教学
促进质量提升

陆光喜

文山市职业高级中学

创新定位，协同治理，双层学习， 杨子舟、苏茜、周正磊、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曲靖
反哺教学——中职顶岗实习的
陈继、孔祥戥，荀关玉、 师范学院、苏州生益科技有限
“向日葵模式”
王颖、王辉
公司
“1221+N”云南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办赛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刘伟、邱鹏瑞、周辉林、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实践教
卜琼琼、张婉尧
学指导委员会

园林技术专业群“党建引领 赛
教贯通 教改提质”育人机制的
构建探索

刘永宽、王齐、王琳、王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园林
念、李军、易伟、陈霞、
园艺学院
丁晶龄

中职学校“管理+养成+熏陶
（MDE）”育人模式

薛良玉、吴本和、谢黎明、
庄忠荣、陈波、潘建新、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胡海燕、赵萍

通信技术专业德育为先、双创教
育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海蓉、罗国权、赵静梅、
杨勇、李敏、吴疆、颜劲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仁

夯实校企合作平台 加强技能人
才培养

李建辉、罗开军、冯广信

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职业
高级中学

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通话》

李琪、李颖、周文娟、李
英

昆明市艺术学校

中职学校茶艺名师工作室的教
育引领作用探索

和玉娘、和亚洲、和涤宇

丽江市古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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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标、三融合、四维度高职创
新创业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茹华所、崔庆权、王远霞、
徐佳、郭欣、吕晓莹、陈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南苏、蔡迪洋

基于校企科技创新模式推动高
原特色农业与经济社会发展

肖勇、叶兆平、禹先文

“一主线两载体三融合”中华民
族共同体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实
践

杨菊芬、李红英、陈一飞、
王瑞花、陈启榕、江海滨、 德宏职业学院、云南民族大学
罗俊峰、杨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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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