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 
 

一、先进集体（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清远市职业教育学会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汕头市林百欣科学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梅州市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惠州市职业技术教育协会 

东莞理工学校 

始兴县中等职业学校 

陆丰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广东省教学服务中心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管理工作指导委员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指导委员会 

广州华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图书信息工作指导委员会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电子信息技术专业指导委员

会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财经专业指导委员会 

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服装纺织专业指导委员会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土建类专业指导委员会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林类专业指导委员会 

肇庆市农业学校 

广东省高州农业学校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市幼儿师范学校）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广东省潮州卫生学校 

珠海市卫生学校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江门市新会冈州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物流专业指导委员会 

广州市德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市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湛江艺术学校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 

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物理与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信息化与信息安全专委会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 

佛山市启聪学校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理工学院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广州名科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六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校卫图书有限公司 

广东文舟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薪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实验中心 

 

 

 

 

 

 

 

 

 

 

 

 



二、先进个人（排名不分先后） 

梁国勇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樊善光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蓝宗和  广东省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  

符岳云  清远市职业教育学会  

陈建国  中山市港口理工学校  

陈  峰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陈启琛  汕头市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校 

蔡烈波  广东省大潮创美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学宏  梅州农业学校  

江立志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郭宏才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梁建昌  珠海市技师学院 

沈  彤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林教盛  湛江机电学校 

陈志超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罗红金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张  丽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何建文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吴强辉  东莞市电子商贸学校 

吴  成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何先彩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荣波  汕尾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与职业成人教育科 

林胜吾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邱爱军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杨运鑫  广州大学  

李德富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  强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罗  丹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潘国强  广东明世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胡  梅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 

杨志勇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郑耀涛  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何  倩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蔡娘连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罗富美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刘德海  广东省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黄素欢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刘  慧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肖胜阳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宋依琳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蒋淑雯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别业军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杰桃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钟  丹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曾月珠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梁杰珍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张德宜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张  毅  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吴展贤  广东省商业职业技术学校 

黎惠生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伟铭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刘清俊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范新辉  广东省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袁吉玉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陈  靖  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杜嵩榕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封  漭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王  硕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徐月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郑伟光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伍湘彬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林红华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陈佳玉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胡  斌  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张  雁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齐忠志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唐顺华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王祥友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张立波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陈建瑜  广州市贸易职业高级中学 

邹春梅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朱小彤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邓  谦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黄  丹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曾  珂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邱祖怀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杨志辉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廖礼鹏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刘晓燕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黄民权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古建泉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赵仁发  广东省梅州市梅州农业学校  

张彦红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雷红云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戚韶梅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丘毅清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李力强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吴  波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校 

刘立卫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朱燕萍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张炜文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陈树耀  汕头市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校 

杨良松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袁绍岐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丁松坚  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郝大微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黄  嵘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胡华锋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 

糜淑娥  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陈  杰  广东省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孙  红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丘  文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胡永侠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刘  婕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李  进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陈  航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孙师家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梁华英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连向伟  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黄小洪  广州新珀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伟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网络信息中心 

欧阳文伟  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许春花  河源市博爱学校 

黄  岱  湛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吴伟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广东省教学服务中心  

曾  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佟景渝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毛德龙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对外合作培训与信

息服务部  



胡  冰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廖  益  韶关学院 

冯  津  广州合赢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魏田标  广州润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伟明  广东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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