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财经类专业“创新杯” 

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和教师会计技能比赛 

活动纪要 

2017年 11月 24日至26日，2017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财经类专业“创新杯”

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和教师会计技能比赛在广东省广州市顺利举行。此次大

赛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承办，广州市

商贸职业学校协办。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国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单列市）的 387 位代表

参加，其中 82 位选手参加了说课比赛，106 位选手参加了教师会计技能比赛。 

说课选手们针对财经类专业相关课程，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为主要参考教材，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资源，对所

教授的课程进行了说课展示，参赛作品中充分应用了板书、PPT、微课、慕课、

二维码技术、创建工作项目、联系生活实际等手段，内容涵盖会计基础、企业财

务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实务模拟、成本会计、税收基础、金融基础、证券基

础等财经类专业绝大部分专业课程。说课比赛共分五组进行，每组设评委 5 人。

评委除对现场说课进行评分（占总成绩 80%）外，还在现场说课结束后，对选手

们提交的材料——授课教案、授课课件、微课、课堂实录四大元素进行了评分（占

总成绩 20%）。最终，25 位选手获得一等奖，33 位选手获得二等奖，24 位选手获

得三等奖。 

教师会计技能比赛分两项进行——会计实务操作（上午进行）和纳税实务（下

午进行），96 名选手参加了会计实务操作比赛，60 名选手参加了纳税实务比赛，

其中 50 名选手同时参加了两项比赛。比赛采用上机比赛的形式，由系统自动评

分，根据分数，比赛最终评出全能一等奖 17 名，二等奖 19 名，三等奖 14 名；

会计实务操作一等奖 30 名、二等奖 39 名、三等奖 27 名；纳税实务一等奖 18

名，二等奖 24 名，三等奖 18 名。 

本次大赛开幕式在广州商贸学校举行，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财经商

贸类专业委员会主任于家臻、广州市教育局职成处王军处长、广东省职教学会余

坚副会长、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职出版事业部张冬梅副主任、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张立波校长、大赛总裁判长杜怡萍等出席了开幕式。于家臻介绍了财经类说课是

全国最早举办的说课比赛，自 2004 年在南京举办第一届以来，一直受到广大中

职教师的欢迎和好评，已打响了品牌，并重申了比赛的意义在于为广大中职教师

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交流沟通的平台。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职出版事业部张冬梅

副主任强调参与比赛重在有所收获、有所提高，希望选手以平常心参加比赛，赛

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自己的风采。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张立波校长对评委、

选手、观摩人员来到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表示欢迎，并预祝比赛圆满成功。 

 

开幕式盛况 

 

说课比赛分组赛场 

 

教师会计技能比赛现场 



11 月 26 日优秀选手展示自己的说课，5位选手的说课风格不同，各有各的

精彩，评委们的点评中肯、精辟、到位，让人回味无穷。例如，评委徐克美老师

对第一位展示选手的点评是：“整体丰满、流畅，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讲授式

教学，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容量大，有效度高；简洁、干净，追求教育本真，

突出教学核心，合理运用信息化手段，理性回归本真课堂。” 

 

选手们精彩的展示 

 

评委们精辟的点评 

闭幕式上，中国职业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军伟出席并发表讲话，

介绍了“创新杯”说课大赛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力，指出每年直接和间接参与说课

大赛的中职教师约有 1万多人，其引领、创新、促进和示范的效应日益突出，同

时，他对参赛选手们提出期望，希望选手们将信息化手段带到教学中去，带动职

业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升。总裁判长杜怡萍对本次比赛进行了总结，“不忘初心，

回归教育本真”的观点触动了在场无数职教工作者的心灵，引发了与会者的思考。

并提出了一堂好课的标准是：“一是有效，针对教学目标，严谨、精准、法制—

—发挥财经人的工匠精神；二是高效，信息化手段是应当为教学服务的，如果使



用了信息化手段，教学效果更好，那么这种使用是成功的，即信息化手段不应滥

用；三是实效，要针对教学对象因材施教，内容重于形式。” 

 

闭幕式盛况 

最后，中国职业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军伟、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

作委员会财经商贸类专业委员会主任于家臻等与会嘉宾宣读了说课比赛获奖选

手、会计教师技能比赛获奖选手及优秀组织奖名单，与会嘉宾为说课大赛一等奖、

技能全能一等奖、会计实务操作一等奖、纳税实务一等奖及优秀组织奖的获得者

颁发了奖状。 

 

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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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财经类专业“创新杯”说课比赛选手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罗灿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一等奖 

2 姜斯文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一等奖 

3 徐进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4 贾佳 河北省保定市职教中心 一等奖 

5 任佳 海南省财税学校 一等奖 

6 李含怡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一等奖 

7 罗  楠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8 董怡呈 宁波经贸学校 一等奖 

9 王微 云南省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10 丁玮玮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11 刘笑征 浙江省杭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一等奖 

12 马雪莹 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学校 一等奖 

13 周玲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14 林燕俏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15 钟玲艳 山东省德州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16 刘婧 湖南省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17 张田田 山东省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18 王萍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一等奖 

19 甘秋丽 广东省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一等奖 

20 李建均 安徽省怀远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21 刘 颖 浙江省杭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一等奖 

22 谢 贞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高 一等奖 

23 赵 倩 山东省阳信县职业中专 一等奖 

24 王世珍 河南省财经学校 一等奖 

25 黄 亮 广东省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一等奖 

26 唐胜楠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职教中心 二等奖 

27 杨悦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28 杨琳 河南省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29 左美莎 河北省平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30 王娣 湖北十堰市职业技术（集团）学校 二等奖 

31 姜蕴力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32 吕文秀 吉林省吉林女子学校 二等奖 

33 李毓梅 河北省沧州工贸学校 二等奖 

34 杜娟 吉林省吉林女子学校 二等奖 

35 孙小媛 辽宁省北镇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二等奖 

36 郭千 广东省湛江机电学校 二等奖 

37 庄一泓 福建省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38 刘晶晶 辽宁省北镇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二等奖 

39 许 璐 安徽科技贸易学校 二等奖 

40 赵志恒 四川自贡市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41 蒋莉 广东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42 王薇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3 项初宇 浙江省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4 沈逸鸿 宁波市奉化区职业教育学校 二等奖 

45 程静 河北省承德科技管理工程学校 二等奖 

46 方蓉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二等奖 

47 周舒敏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48 田凯丽 安徽省濉溪职教中心 二等奖 

49 张畅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二等奖 

50 周晒英 湖南省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51 张路璐 吉林省德惠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52 李佳蔚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二等奖 

53 宗菡菡 山东省泰安市工程职业中专 二等奖 

54 李 琳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二等奖 

55 吴黎群 广西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56 张 链 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57 封欣伶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58 庄 萌 福建经贸学校 二等奖 

59 何顾琳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职教中心 三等奖 

60 翟曦 大连职工大学 三等奖 

61 李晴 大连商业学校 三等奖 

62 杨得姁 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63 杨奥 云南省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64 回馨瑶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职教中心 三等奖 

65 肖逸 湖北省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66 林家萱 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67 郭慧敏 江西省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三等奖 

68 周小清 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69 谢碧宇 广西工商学校 三等奖 

70 赵雯 内蒙古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三等奖 

71 余奇琪 武汉市财政学校 三等奖 

72 方晓成 安徽马鞍山技师学院 三等奖 

73 袁广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74 钟志良 福建经贸学校 三等奖 

75 刘桂贤 辽宁省义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76 罗旖旎 广西省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77 王冰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78 梁彦华 河南省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三等奖 

79 潘晓蕾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三等奖 

80 李 楠 辽宁省本溪市化学工业学校 三等奖 

81 崔晨颖 湖北省武汉市财贸学校 三等奖 

82 董 书 浙江省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三等奖 

 

  



附件 2  2017 年财经类专业“创新杯”会计教师技能比赛选手获奖名单 

 

全能选手获奖名单 

姓名 学校 奖项 

柳晓霞 广东省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一等奖 

朱卓旦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景婕雯 广东省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一等奖 

倪萍 浙江省富阳市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李远华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一等奖 

范洁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一等奖 

任丽杰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周白芦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张琼 宁波经贸学校 一等奖 

陈寿花 广东省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一等奖 

徐蓓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一等奖 

赵舒婷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一等奖 

卢燕云 宁波经贸学校 一等奖 

莫善婷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一等奖 

喻丹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一等奖 

孙丹丹 内蒙古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一等奖 

方巧萍 浙江省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肖纯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赵旭亮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二等奖 

关文玉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二等奖 

周新秀 湖北省阳新县职教中心 二等奖 

杨敏霞 浙江省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王海燕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二等奖 

海航 湖南省长沙财经学校 二等奖 

向艳 河北省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二等奖 

唐婕 广西省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莫俏玲 广西省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刘秀萍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张倩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孙娜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二等奖 

李艳纯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郑寅梅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二等奖 

蒋隽 长沙财经学校 二等奖 

蒋晶晶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程雅伽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二等奖 

骆路平 宁波经贸学校 三等奖 

谢丽娟 广东省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三等奖 



姓名 学校 奖项 

李雪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三等奖 

胡水凤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牟 锐 深圳市沙井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汤兰萍 山西省贸易学校 三等奖 

张盼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三等奖 

黄秋雁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姜艳辉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梁科 长沙财经学校 三等奖 

何倩梅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陈珠娟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全云晖 广西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李思祺 内蒙古包头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会计实务操作选手获奖名单 

姓名 学校 奖项 

苏娴 福建省漳州财贸学校 一等奖 

柳晓霞 广东省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一等奖 

张爱芬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一等奖 

王小捷 海南省财税学校 一等奖 

杨婷 海南省商业学校 一等奖 

王芳 海南省商业学校 一等奖 

赵旭亮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一等奖 

向艳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一等奖 

肖纯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一等奖 

范洁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一等奖 

喻丹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一等奖 

刘各南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齐欢 吉林省吉林财经学校 一等奖 

孙佳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王欢 辽宁省锦州现代服务学校 一等奖 

孙丹丹 内蒙古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一等奖 

张琼 宁波经贸学校 一等奖 

朱卓旦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周白芦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姓名 学校 奖项 

王淑敏 山西省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王艳 山西省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等奖 

牟 锐 深圳市沙井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赵敏婷 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卢慧杰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孔娜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倪萍 浙江省富阳市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方巧萍 浙江省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许晶晶 浙江省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钟池燕 浙江省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王可云 浙江省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高雪姣 重庆市城口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陈寿花 广东省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二等奖 

谢丽娟 广东省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二等奖 

景婕雯 广东省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二等奖 

李艳纯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关文玉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二等奖 

杨芸 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理工学校 二等奖 

彭海珠 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理工学校 二等奖 

何晓宁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谢敏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莫善婷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二等奖 

郑寅梅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二等奖 

唐婕 广西省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莫俏玲 广西省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王海燕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二等奖 

张盼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二等奖 

周新秀 湖北省阳新县职教中心 二等奖 

李宁馨 湖南省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蒋隽 湖南省长沙财经学校 二等奖 

任丽杰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郭春玉 吉林省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姓名 学校 奖项 

周雨冬 辽宁省锦州现代服务学校 二等奖 

王琳 辽宁省锦州现代服务学校 二等奖 

李雪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二等奖 

孙娜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二等奖 

卢燕云 宁波经贸学校 二等奖 

骆路平 宁波经贸学校 二等奖 

王珏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张璐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郭慧娟 山西省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汤兰萍 山西省贸易学校 二等奖 

姜艳辉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李远华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谢贞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徐蓓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楼庆东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孙庚文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周健宇 浙江省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二等奖 

王燕飞 浙江省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廖素华 重庆市城口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陈珠娟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程雅伽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三等奖 

蒙绮媚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彭培英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刘秀萍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黄秋雁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蒋晶晶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全云晖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何洪 海南省财税学校 三等奖 

胡水凤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陈辉 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学校 三等奖 

冯芳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张艳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姓名 学校 奖项 

李青 湖南省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梁科 湖南省长沙财经学校 三等奖 

海航 湖南省长沙财经学校 三等奖 

张倩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吕爽 吉林省吉林工业经济学校 三等奖 

焦桂芝 吉林省长白山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陈瑾 大连商业学校 三等奖 

李思祺 内蒙古包头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何倩梅 深圳二职 三等奖 

赵舒婷 四川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三等奖 

杨敏霞 浙江省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何洁芳 浙江省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三等奖 

鲁欢欢 浙江省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纳税实务选手获奖名单 

姓名 学校 奖项 

景婕雯 广东省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一等奖 

蔡书云 湖南省长沙财经学校 一等奖 

朱卓旦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柳晓霞 广东省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一等奖 

郑寅梅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一等奖 

倪萍 浙江省富阳市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周白芦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马璐璐 辽宁省锦州现代服务学校 一等奖 

莫善婷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一等奖 

梁言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一等奖 

谢丽娟 广东省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一等奖 

陈寿花 广东省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一等奖 

王秀娟 吉林省吉林工业经济学校 一等奖 

王俊婷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一等奖 

任丽杰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范洁 湖南省宁乡职业中专 一等奖 

杨敏霞 浙江省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孙娜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一等奖 

张晶晶 浙江省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姓名 学校 奖项 

张琼 宁波经贸学校 二等奖 

赵舒婷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卢燕云 宁波经贸学校 二等奖 

边敏聪 浙江省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李雪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二等奖 

张盼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二等奖 

方巧萍 浙江省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赵睿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周新秀 湖北省阳新县职教中心 二等奖 

孙丹丹 内蒙古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二等奖 

卢元福 辽宁省朝阳市财经学校 二等奖 

赵旭亮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二等奖 

李远华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肖纯 湖南省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徐蓓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李艳纯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莫俏玲 广西省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胡水凤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唐婕 广西省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牟 锐 深圳市沙井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王海燕 黑龙江省贸易经济学校 二等奖 

梁科 湖南省长沙财经学校 二等奖 

骆路平 宁波经贸学校 二等奖 

姜艳辉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陈珠娟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喻丹 湖南省宁乡职业中专 三等奖 

海航   三等奖 

韩林 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学校 三等奖 

程雅伽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三等奖 

关文玉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三等奖 

沙丽丽 吉林省吉林工业经济学校 三等奖 

蒋晶晶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刘秀萍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何倩梅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向艳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三等奖 

张倩 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蒋隽 湖南省长沙财经学校 三等奖 

黄秋雁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李思祺 内蒙古包头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全云晖 广西省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汤兰萍 山西贸易学校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