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七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71 项） 

高职组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 基于高职院校特色，构建新型学农教育模式 李云伏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 实施学历提升工程 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 王福海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 新型职业农民初、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研究与实践 李俊英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4 精准帮扶，职业院校服务区域发展新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邓志峰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5 现代农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有效培养的途径探索与实践 谢锦平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 创建融合机制、合力打造现代农业技能型人才培养高地 魏  华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 “ISO”视域下重庆市现代青年农场主社会涵养行动模式研究 赵福奎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8 远程同步数字传输教学在畜牧兽医专业课程中的实践研究 王春明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9 高职院校“项目化”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吴艳华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0 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 黄文峰 辽宁职业学院 

11 基于科研项目的高职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焦  颖 辽宁职业学院 

12 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引擎全面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任胜义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13 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专业课课程体系改革与探索 李艳平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14 高职院校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督导体系建设研究 赵岩铁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15 高职汽车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与研究 刘德发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16 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人才保障综合改革研究 张继忠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17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改革与成效 张春凤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18 黑龙江省农业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 李东阳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9 农类高职院校特色发展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实践 黄晓梅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 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动物疾病防治基本技术》开发与实践 孙英杰 黑龙江职业学院 

21 《新型职业农民素质能力培养》培训教材 牛红云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22 CDIO 工程模式下的高职软件技术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孟雅凤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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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23 以校园为载体培育高职院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途径的研究 林夕宝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24 农业高职院校教材生态化建设的实践 刘海明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5 中高职分段培养园林技术专业“三衔接五贯通”课程开发与实践 周  军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6 “整体引进·四融四创”食品安全“校中园”产教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解  鹏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7 
依托技能大赛  构建“三维四级”能力体系  培养农林精英人才的探

索与实践 
丁  威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8 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建立现代学徒制职教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高利华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9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杨宝林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0 创新创业型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万  健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31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创新构建与校本实践 柯晓扬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32 
校企深度融合下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本土化“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 
刘勇兰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33 农业职业院校畜牧业类专业设置的实践研究 董海燕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34 协同发展的现代畜牧生产专业群建设与实践 张  力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35 集团化办学共建共享农牧类专业教学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李志方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36 
“PDCA”循环管理，“多位一体”创业孵化，培育现代青年农场主的

创新与实践 
钱小莉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37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机制研究与实践 高政平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8 高职院校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徐春成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9 农类高职院校人文素质培养“151”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潘杨福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40 “逆向归纳法”构建高职食品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刘艳芳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41 高职农林类专业群人才培养与服务三农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毕璋友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42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张  薇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3 信息化背景下农业类高职学生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徐  娟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4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双主体”合作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胡永灵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5 基于 TRIZ 理论的高职学生创新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何  敏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6 畜牧兽医类专业“动静互补，五位一体”教学资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李军成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7 应用参与式培训模式提升农村妇女致富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禤美琦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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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48 农业高职院校经管类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张  辉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49 “计算机基础”微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余德润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0 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与实践 何展荣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51 高职园艺类专业“三位一体，双能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阳  淑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2 高职园艺专业教师教学能力标准研究与实践 马文哲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53 职业院校学分累积和转换制度研究 杨  靖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4 
基于少数民族生源基础的畜牧兽医专业中职和高职教育相衔接的办学

模式研究 
邓双义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组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 纵横输入法教学的研究 史玉兰 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 稀特蔬菜生产新技术 张俊萍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3 《肉鸡安全生产技术指南》 王旭贞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4 《道法自然，农学融合，培养幸福的新型职业农民》典型案例 刘玉祥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5 《ASP.NET 程序设计》课程开发及立体化数字资源建设 叶贵友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6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陈乃军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7 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黄卫华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8 新型职业农民创业能力体系建设与培养方式探索 吕清华 武汉市农业学校 

9 基于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的新型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吴俏英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10 心策、多元、务实——创新中等职业学校安全教育新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伍国樑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11 实效为标、实践为媒、应用验证——中职有效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彭  秀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12 基于“教”与“产”有机融合模式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实践 苏福业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3 广西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德育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莫梦喜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4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实践研究 来  君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5 漓江鱼类原色图鉴 朱  瑜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16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郑  春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17 农村职业中学开展农业实用技术普及性培训实践研究 孟英君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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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获奖名单 

   二等奖（114项） 

高职组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 农艺入户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朱启酒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 基于理实一体的“粮油加工与质量监控”课程改革与实践 孙玉清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 高职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模式实践与创新 曹授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4 基于现代学徒制模式下《发动机电控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践 陆静兵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5 高职院校农产品物流与营销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 高  萍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 基于“农非贯通”的软件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及教材建设 孙修东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 创建农业职业经理人国家标准：高职农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杨建宏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8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 焦  莉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9 以平台建设促进学院基本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曾昭春 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 

10 高校涉农专业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研究 袁丽伟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11 基于行业发展需要的高职校企合作机制研究——以高职畜牧兽医专业为例 田长永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2 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控与评估研究 钟品妍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3 职教集团内部教育资源的统筹机制研究与实践 王振龙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4 高职种植类专业“四位一体、三效合一”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卜庆雁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企业经营理念下高职院校系部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张力飞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6 
澳大利亚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包《粮食生产》改革试点——作物生产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丁爱华 辽宁职业学院 

17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顶岗实习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 杨惠超 辽宁职业学院 

18 应用本科自动化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 张  晶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19 应用本科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屈武江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0 面向轴承特色专业的校企合作办学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 吴鸣宇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1 实践导向、任务引领、项目驱动综合实训教学模式实践 范振禄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2 高职院校《食品分析》课程建设与改革的研究 王  昕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3 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吴  玲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4 “课程项目化”在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的应用研究 剧秀梅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5 农业职业院校会计电算化专业中高职教育衔接研究与实践 孔令红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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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26 校企共育农机制造与装配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王新年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27 高职汽车检修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刘剑峰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28 创新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吴  英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9 
创新培训机制和模式，政校企行协作，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的

研究与实践 
邢立伟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30 校企行深度融合提升食品分析与检验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李凤玉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31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 王树军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32 
以实现高职人才的全方位考核为目标，依据“平衡计分卡”的原理，

研究构建高职高专教与学新的评价体系 
陆  姣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33 《动物微生物及免疫》成果导向课程开发与实施 杨井坤 黑龙江职业学院 

34 高职名师成长规律与有效培养的案例研究 韩  双 黑龙江职业学院 

35 农产品质量检测专业中高职贯通的实践研究 孙  强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36 农产品质量检测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孙洁心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37 垦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集团化运行模式研究 尚丽娟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38 涉农教学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农民培训思路嬗变与创新 王思萍 潍坊职业学院 

39 《鱼类增养殖技术》“四维空间”立体化交互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珊珊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40 “六园一体、技艺三进”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李寿田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 
“融文导学、学研树人”农业院校传承江南农耕文化提升大学生素质

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孙其勇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2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五个对接”商务外语技能人才培养实践 杨德兴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3 环境工程 CAD 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徐  洁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 基于 SPOC 的高等数学“三段四步”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梅  霞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45 基于现代学徒制下高职茶科人才培养新机制与新模式的实践探索 王润贤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46 “牵手强势，打造优势”的农林院校机器人工作室育人实践 周  伟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47 发挥校企优势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陈  军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48 “引进来，走出去”---高职特色留学生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王  瑾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49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职心理教育模式的构建 袁忠霞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50 基于校企深度融合的“引企入校”合作办学机制创新与实践 乔启成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51 数据挖掘技术在高职院校教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与实践研究 周兴旺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52 五年制高职园艺技术专业“嵌入式”创业教育实践  袁玉娟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53 园艺植物识别与应用课程考核软件与教学平台与考核软件设计制作与应用 唐义富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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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54 “游学研融合”培养农业旅游高职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 夏礼祝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55 基于“互联网 +”的“学做服创”一体化培养农业信息化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徐冬寅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56 现代农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曹  斌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57 基于移动终端的翻转教学在高职畜牧兽医专业理实一体化课程中的创新与实践 刘海霞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58 基于 ISO9001 标准构建高职顶岗实习“线上线下”双元质量监控体系的实践 张  伟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59 动物医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六元联动、四能递进”运行机制创新与实践 贺生中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60 农业类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胡长效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1 种植类专业《农事操作与管理》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李文红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2 基于“校企双元，生师同培”的高职机电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楼  平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3 基于“跨界 融合 产教联动”的电子商务创新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李玉清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4 产教互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与实践 钟在明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5 
依托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双导师、双场地、双内容”的实践教学

模式——以高职财会类专业为例 
李爱香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6 以创业为导向的《花卉栽培》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张  浩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67 现代学徒制育人：动物医学技术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李秀红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68 基于“训研创产”四融合的新型农技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吴秀水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69 高职食品类专业岗位培养与专业文化双融合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张小玲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70 
“竞赛引领，双师带徒”模式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课程

教学改革与实践 
叶红玲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71 
以“弘扬传统茶文化，提升职业素养”为本位的《茶艺与茶文化》课

程改革与实践 
徐基艳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72 “角色互换教学法与问题法配合使用的师生互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蔡双双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73 从专业教师角度探讨高职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质量 刘小飞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74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谢  婧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75 
基于协同创新的《盆景制作与养护》课程“项目化团队式”教学模式

研究与实践 
罗泽榕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76 畜牧兽医专业“校企所协”协同育人的创新与实践 姜文联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77 “以学为主、以用促学”的《植物学》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王  琳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78 基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植物保护专业建设的改革与实践 欧善生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79 基于行动导向的高职《动物外科与产科》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凌  丁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80 广西职业教育畜牧兽医专业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  梁珠民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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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81 《园林工程概预算与施工组织管理》课程实战培训的教学改革 覃嘉佳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82 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训育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金星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83 高职园林工程专业“项目驱动，四段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占锋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84 MOOCs 视野下高职院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改革研究 邹承俊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85 
我国民族地区涉农行业 “定向订单”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以甘孜州为例 
马济民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86 植物组织培养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韩春梅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87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训练系列教程 范学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88 基于工科专业需求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张治俊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9 高职涉农专业体育课程内容开发与建设研究 张  文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90 高职高等数学课程信息化教学策略与教学模式的探究 董海茵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91 动物疫病课程教学改革与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师丽敏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组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 《石硫合剂的熬制使用》在线学习模块 瞿艳江 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 植物画 辛金萍 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3 基于微信和微课的翻转课堂在农村成人教育中的教学实践 尹铁英 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4 密云区农广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创新方法研究 李  毅 北京市密云区社区教育中心 

5 《休闲农业设计与经营》（教材） 李明智 北京市门头沟区社区学院 

6 中职现代农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社会培训服务良性互动的创新与实践 伍均锋 滦南县职业教育中心 

7  «盆景制作技艺» 谷丽萍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8 北方果树病虫害防治新技术 任小莲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9 《园产品保鲜与加工》立体化教材 刘金玉 长春市农业学校 

10 《动物疾病诊断技术》校本教材开发与应用 李冰洁 长春市农业学校 

1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涉农专业类产教融合实践平台建设 成敦杰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实践与研究 王  东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基于名师工作室引领教学团队成长的研究与实践 李进豪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14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三元制办学模式改革创新研究 彭国洪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15 中职学校物业档案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 陆奇英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16 广西农业学校非涉农专业“赛学训结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黄  舒 广西梧州农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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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7 广西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化的探讨与实践 卢建勤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8 基于“教学工厂”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内涵五要素探索与实践 陈宇前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9 《人际沟通与礼仪》特色课程建设 陆玉萍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20 工作过程导向的中职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覃黎明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21 畜牧兽医专业品牌课程与教学资源库建设 胡在钜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22 “休闲渔业式”水产实训基地  李继文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23 实施“2234 发展模式”，提升农业实训基地服务能力 李正福 阿荣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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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名单 

   三等奖（152项） 

高职组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 高等职业院校园林实训基地内涵建设研究 唐存莲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践 肖海峻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 《动物繁殖》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肖西山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4 农业类高职院校综合节水实训基地建设实践与探索 高秀清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5 高职会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孙晓宁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6 现代职业教育背景下的课程考核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杨学坤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7 高等职业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方案模式改革与实践 李英军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8 实验动物国际化教学模式探索与研究 张永霞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9 提升高职院校教师行业职业能力对策研究 杨冬梅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0 《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项目化课程建设 陈  晶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1 “院所联动”构建水产养殖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任思宇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12 基于专业服务产业高职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王俊萍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13 基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无机与分析化学》教学改革 徐春霞 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 

14 辽宁省职教集团视域下课程资源共享问题研究 李云飞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职教集团资源共享的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 金满文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6 农业高职院校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关  震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7 信息化技术在高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杨荣芳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8 “产品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在《乳制品生产》课程改革中的实践探索 张海涛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9 内地民族班民族团结教育典型案例研究 井大军 辽宁职业学院 

20 《养猪与猪病防治》IEBOOK 电子书 刘山辉 辽宁职业学院 

21 《系统故障诊断与维护》教材 李林孖 辽宁职业学院 

22 翻转课堂在《果树生产》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娄汉平 辽宁职业学院 

23 《高尔夫草坪养护实务》教材 梁景春 辽宁职业学院 

24 栽培类课程项目教学考核模式的改革研究 冯  燕 辽宁水利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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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25 中职本科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杨俊平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6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机械类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系统

化培养研究与实践 
于吉鲲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7 高职电子商务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 于巧娥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8 基于精品资源共享的机械制图课程资源建设与实践 郝立华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9 高职院校《生物制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李云静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30 粮油食品加工学 张海臣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31 高职教育对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战略发展的适应性研究 张  一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32 职业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的研究 吴  丹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33 《化工基础》课程课件 刘子明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34 职业教育远程教学研究 钱  坤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35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德育有效性的研究与实践 石明忱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36 两轴数控回转工作台的研究 许光驰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37 高职动物医学专业校企合作教学模式研究 加春生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38 中高职衔接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研究 张国峰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39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落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冯永谦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0 计算机网络专业（青鸟合作方向）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施 柴方艳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开放式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李晓梅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2 《蔬菜栽培技术》工学结合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王玉莲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3 新时期职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研究 张  爽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 职业院校外语信息化教学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索 林铁成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5 《基础会计》 沈清文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 高职院校“慕课”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王丽艳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7 高职院校《测土施肥技术》课程改革实践研究 徐文平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8 省级重点建设专业——“园林工程技术”专业建设研究与应用  潘  伟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 黑龙江省职教师资培训基地效能评估与管理研究 薛琳琳 黑龙江职业学院 

50 《食品营养与配餐》课程资源建设 丁原春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 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学校三级核心能力建置与实现 王  喆 黑龙江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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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52 基于校企共育的《啤酒生产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于  飞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3 高职会计专业“虚拟学习共同体”构建研究与实践 曲  珅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4 大学生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实践基地建设的实效性研究 苏学会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5 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绿色食品生产控制》 王海红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6 校本教材《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严晓玲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7 基于服务行业发展的“水产技术员”人才培养实践 栾会妮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58 基于“产品研发和企业服务” 动物营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侯仕营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59 “职场化”《水质监控技术》项目化课程改革和实践 王玲玲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60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刘  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1 苏州生态农庄农耕民俗文化元素植入途径研究 马学春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2 
“三元融合、四方共建、五位一体”培养苏南地区农业环保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杨伟球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3 农职院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机制创新与实践 刘金根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4 基于“岗课训证赛”一体化的高职技能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实践 陆  恩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5 师生结对农户，实战升华技能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模式探索 张鸣峰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6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产教融合基地建设与运行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王会聪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7 
农林高职院校食品类专业“四位一体”课程体系构建及考核评

价创新与实践  
韩艳丽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8 “产教融合、知行并进”促环境类专业内涵发展 樊开青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9 基于“赛训研创融合”的机电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高菊玲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0 拓展训练促进农林高职学生软实力提升的实践研究 汪国好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1 数字化学习模式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朱建东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72 校企共建“国际学院”培养留学生的合作模式创新与实践 杨献娟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73 基于工作过程的《化工单元操作技术》项目化教改与实践 闫生荣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74 环境监测技术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姚进一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75 高职来华留学生“兼容并蓄”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唐现文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76 现代农牧专业群建设的江苏农牧模式实践 燕贵成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77 
服务行业、对接产业、融通专业：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 

建设之探索与实践 
王富国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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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78 植保专业学生关键能力指标体系构建及策略研究实践 曹  丹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9 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李清秀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0 “能力本位”思想指导下《现代生物制药工艺》有效教学实践研究 宋  凯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1 “产学创融合”模式下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孙  科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2 药物检测技术项目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王  娟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3 高职院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的理路与实践 张  见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4  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课程标准开发实践 田妹华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熟分院 

85 依托技能竞赛创新制造类专业“三四五”育人模式改革 朱  璟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6 
“企业联盟”＋工作室”模式下的高职国贸实务专业校内实训

基地建设研究 
曾  虹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87 
依托校企共同体开展《电子产品制作与工艺设计》课程实训 

分层教学实践探索 
吴湘莲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88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第二版）   崔国成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89 科教融合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 陈  凌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90 国际货运代理实务 朱  岩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91 搭平台建机制办好技能节 以武提术引领专业发展    韦海忠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92 绩效评价在高职项目化课程考核中的应用 韩青松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93 基于“训、研、赛、创”框架下农业商贸类实训基地建设探索和实践 宋  悦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94 产品分析一体化实训室 刘明广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95 现代农业类专业群产学研结合模式的实验实训基地建设 李  萍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96 依托技能大赛平台提升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内涵建设 刘  冬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97 双创背景下的高职农林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 王  婷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98 动物医学专业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与实践 马明筠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99 专业文化教育对提升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探索 刘发志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100 畜牧兽医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建设与实践 于桂阳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01 基于信息化手段的农林类专业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刘伟才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102 基于专业技能抽查的高职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李逢振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103 高等职业院校体育教学课内外融合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孙雄华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104 基于开放能力培养模式的农业类高职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应用研究 邓阿琴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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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05 
“双创护航 创意芬芳 策划硕果”——微文化环境下企业策划

课程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林素真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06 基于创新驱动、校企合作的高职物流人才技术技能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黎  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07 基于典型工作任务分析的《园林测量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践  李春侠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08 协同创新理念下高职院校产学研用结合 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吴  霞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09 基于行动导向高职农机维修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孙  峰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10 东盟背景下农类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庞  琳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11 高职管理类专业“需求导向、能力为本”教学改革的实践与研究 杨凤敏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12 农类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蒋年华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13 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建构高职院校人文阅读网络的应用研究 尹小小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114 基于人才培养质量的农业院校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梅振东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15 创构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参与式课堂教学模式 郭晓华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16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基于生源特点和人才需求的视角 罗  虹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17 行动导向教学法在高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学习领域课程教学中的研究 周育辉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18 项目驱动教学在高职 JAVA 程序设计应用的研究 邹金萍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19 基于企业项目化的《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 蔡  玲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20 基于问题导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陈智行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21 《农业与农村政策法规概论》 徐向暹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22 
园林工程技术专业“三段式、两联动”实践人才培养模式系统

化设计与建设   
罗建国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23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课证融合教学途径研究 孟  杨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24 
园艺技术专业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生产与项目化教学实施协同

推进的探索与实践 
张金枝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组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 《实用口才与演讲训练》 邢  雷 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 小麦苗种植技术 张学兰 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3 食品安全与检验技术 杨翠峰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4 《动物病理》多媒体课件 窦婕香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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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职畜牧兽医专业职业能力培养研究-以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为例 高建萍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6 《细菌革兰氏染色》课件 景利芳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7 《畜产品加工》课件 樊晓艳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8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公共课读本》——农业信息网络应用 杜红霞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9 机床模拟控制装置 孟令臣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10 德州职业学校作文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 杨国强 德州信息工程学校 

11 职业学校学生技能抽测改进探索与实践 花春梅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12 职校学生创新实践的研究 张兆朋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13 《养猪技术》 朱爱民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职教学生德育课学业评价模式改革的实践研究——以园林艺术专业为例 杜建忠 江苏省靖江中等专业学校 

15 中职教师课堂教学困惑及原因分析研究报告 江兴龙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 

16 县域中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实践研究 胡  明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 

17 以技能比赛为载体，探索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教学的改革 吴  明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18 中职《职业礼仪》教学设计信息化单元包实训模块研究 黄小海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19 
在北部湾经济区背景下构建中职计算机专业“五合一体，无缝

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茅海琼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20 中职园林专业主干课程项目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胡礼荣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21 中职“高效课堂”管控策略研究 王明总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22 多元智能理论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廖桂芬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23 《禽病防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钟静宁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24 中职水产养殖专业实用英语人才培养实践 李金兰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25 中职生手机使用与心理资本的关系研究 甘  晖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26 案例教学法在中职《水产动物疾病学》课程的应用 覃栋明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27 《学生学习与生活读本》教材建设 罗克清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28 汽车美容与装潢专业建设 简永赋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错误!链接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