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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教育厅关于2021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拟获奖名单的
公示
2021-09-03 18:12 山西省教育厅
　　2021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已完成院校自主申报、网络初评、现场答辩环节，根据现场答辩和网络初评成绩排序确定拟获

奖作品名单（见附件），现予公示，公示期自2021年9月3日至9月9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正式函件向山西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处反映。高职学校和省属中职学校直接向我厅职成处反映，市属学校由市教育局函报我厅职成处。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尽可能提供查证核实的

事实依据。联系电话0351-3046534，邮箱：zcc@sxedc.com。

　　附件：2021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拟获奖名单（同组别同等奖项内排名不分先后）

　　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2021年9月3日

教育信息

http://www.shanxi.gov.cn/zw/zfgkzl/fdzdgknr/zdmsxx/jy/202109/W020210909549201825900.doc


附件

2021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拟获奖名单

（同组别同等奖项内排名不分先后）

作品名称 学 校 参赛团队

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等奖（4个）

大学英语营销专业职业技能训

练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侯卫霞、冯蕾、郭雪颖、崔倩

百年之强音：文明其精神，野

蛮其体魄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张健、王哲、马晓雷、郭亚琼

医者仁心——塑造职场健康心

理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黄声鸣、武绛玲、王译

走进文学世界 直面无悔人生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源源、王珍、石艳、姚艳

二等奖（9个）

Working Procedure of Chinese

Cultural Tourism-中国文化旅

游工作流程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原小军、李宝强、缑慧权、王小皓

音乐熏陶化解市场调研沟通

中的困扰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曹光前、梁思思、刘爱叶、白雪锋

筑梦新时代——爱国奋斗 矢

志创新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崔秀娟、张燕、常雪、张艳珍

规划精彩人生 筑梦美丽家园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梅林、王军军、赵鑫、侯银莉

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郭燕、王琰、卫欣、李鹂

职场口才技能训练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郅莹、侯丽、崔媛

中国传统节日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王静、袁海燕、景晓君、闫敏

书写应用文 传承太行情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李遂、武建秀、郭小雪

人生的青春之问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杨慧芳、王瑞荣、赵美凤、杜永鑫

三等奖（12 个）

导数及其经济应用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张玮，李春花，侯亚红

奋力实现中国梦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牛青霞、滑登红、王帅、刘瑞娜

游泳技术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刘佑民；卢晓霞；杜鑫；刘凌晓

弘扬铁路精神，服务铁路职场

-The Spirit of Persistence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王惠；孔祥燕；赵丽

“以球载道，以柔修身”太极

柔力球教学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安光亮 董彬彬 刘俊平

五位一体共襄盛举 总体布局

擘画未来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婷 陆远



激扬青春理想 传承中国精神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海霞、王红、王云、赵艳扬

擘画宏伟蓝图 献礼建党百年

——第十章“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于姣 杨慧敏 高宏彪

学习新思想 奋进新时代 —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增强育人效力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孙丽娟、李雪、宁盼、宋小莉

群众路线——百年大党的生命

线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侯博、何肇烈、潘璐、董思潮

儿童英语实践教学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连荣、张颖、刘军霞、贾萌

正本归源 明德惟馨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源、黄香、赵晓凤、姚彤

高职专业课程一组

一等奖（6个）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赵连平、聂丽云、赵莹、吉龙华

构建千兆全光城市网络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珏敏、程琦、李婧、白宇峰

基于“生态宜居”理念下的

村落广场空间重塑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庆华、郑淼、王丽敏、于蓉

医药仓储保民生 提质增效强

技能
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李杰、耿文娟、冯春、姜云莉

“以面塑心 红心向党”——面

塑设计与制作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周亚峰、白凌、阎平、王影

游戏润童心 育教铸师魂 —

— 幼儿游戏与集体教学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姚敏、封小娟、李艳菊、蔄艺

二等奖（12 个）

旅行社产品开发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兀婷、李武玲、乔一博、谢红霞

商品销售业务的会计与涉税

处理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王艳、徐洁、孛亚南、段全虎

农产品直播活动策划、实施与

评估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琳佳、杨艳、张耀方、刘敏

激光打标系统的运动控制与故

障排查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然、王治平、郭慧晶、周永吉

“天宫二号”逆向设计与 3D

打印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董海涛、申军伟、杨玉昆、任朝媛

绿色生产 物联同行——

OneNET 平台智能监控环境状态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冯波、郑红娜、张红梅、刘慧香

家庭成长期理财规划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赵艳丽、乔君、杨卫、卢彦丞

药品全渠道促销策略的策划与

实施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李朝霞、张乾、王学峰、卫军锋

播种移栽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徐丽霞、蔡翠芳、孙靓、张孟容

精准评估 科学康养—肩周炎

保健“指南针”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程元、刘楠、曹炜、张俊峰



支付结算业务的核算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龙婷婷、王博扬、吴倩

生产线输送机构的 PLC 系统设

计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秦伟、李俊、赵金山、宋慧

三等奖（18 个）

成本法在机器设备评估中的应

用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刘淑琴、李越、冯婵、李艳

对接 1+X BIM 认证 助力中国

建筑转型升级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罗家瑞、许苗苗、樊培利、麻媛

解开资金之谜，理通财管之路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刘飞姣 曹靖 武婷 郝笑弘

“有形、有色、有韵味”——

城市绿地植物景观配置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凯、王燚、柳欣、王亚英

新零售时代的门店推销 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秦淑娟、李婷婷、张丹阳、白亚青

揭开“碳中和”的神秘面纱—

—项目二：碳中和知识竞答平

台开发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崔馨月；付强；常李霞；刘丽峰

单车轮毂压铸机器人工作站系

统集成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李平，李仁杰，李红芳

“精”于诚 “赢”于信--民宿

产品推介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刘路琴，王伟，刘娜、刘曦冰

精“检”细“学”，助力双碳

目标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蔡淑君，李婧芳，李文艳，董欢

《传承中国字 自强中国人》--

颜真卿楷书的智慧感悟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吕静然、白鹏、王坤、王宇卓

学前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冬梅 王晓明 郝朝霞 乔建梦

尊客爱货、百世汇通——配送

作业管理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韩丽敏、刘嘉欣、杜静、高明

矿用无轨胶轮车语音辅助提示

系统设计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董妍 杜聿静 卞泽宇 闫军

沉浸电商助力农村经济，应急

“智”理成就德技双馨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杨梦茜、付娟娟、蔡雪莲

国魂凝处是诗魂——发现唐诗

之美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朝东、杨灵巧、赵铃、于倩

别具匠心焕“墙”颜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张倩,张雷，崔荣荣,王晨光

探究典型旅游资源 赏析传统

文化之美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王茜茜，刘秀丽，张晓洁

清查公正 表里如一，做好企业

财产清查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王婷婷，石萌，杜禹希

高职专业课程二组

一等奖（4个）

匠心印梦，乘风破浪——红船

模型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赵楠、王园、赵涓涓、程志彦



红色文化景观导游讲解训练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吕林欣、吕盾、李宋丹、韩迎春

地表水监测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武晓红、苗潋涓、佘波、毛雨廷

匠意绘空间 书香满芳华 手

绘实景空间——以校园图书馆

为例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永慧、程文君、智青、张谨麒

二等奖（8个）

校史馆空间设计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王秀静、金薇、李峰、王少林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检验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郭林秀、赵晓青、栗聖凯、郝赳赳

化工承压设备磁粉检测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祝文沙、王耀、张江涛、周美辰

承古法技艺 铸药中精品 ---

“一药多法”炮制技术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景晓琦、张府君、张荳、王海花

扎染与珠绣创新融合设计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王欣、智元、杨琴、任小刚

比亚迪秦 Plus DM-i 制冷系统

故障诊断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牛大伟、任婧、杨薇立、李文军

清洁护理助力健康中国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冀虹、武秀敏、李富洁、刘毛毛

二声部合唱与指挥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曦、赵慧、董娜、梁改梅

三等奖（12 个）

小区域控制测量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王娜娜、李培荣、宋迪

“一技在手维我修行” 一数控

车床液压卡盘故障诊断与排除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曾敏 李增栋

精准算量•规范计价 ——某办

公楼主体结构计量与计价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翟晓力、胡海燕、丛磊、张洁

行知百年风华 点亮奋进青春

——中国旅游线路红色研学导

游服务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李旭琴 鲁欣 毛海燕

直播带货新思路 乡村振兴正

当时——直播营销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李晓婧，吕姝慧，伊伟，岳凯

千锤百炼，精“研”细“磨”-

磨煤机运行维护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武月枝，薛薇，王梅香，张嘉浩

科学“战疫”——非洲猪瘟检

测技术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建、史晨婕、贾朝阳、贾建英

变速器的加工及装配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秦新华、郝建梅、王静、杨茜

城市地铁——揭秘 AFC 系统终

端设备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卢柏蓉、廉红珍、武晓雪、赫晓芬

三种基本奏法与应用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胡雅娟 王岩 孙静 李旋

治疗护理之给药技术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赵琳潇 张媛 赵骄蓉

蚕韵桑华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段笑旭，张江涛，张馨丹，翟倬艺

中职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等奖（11 个）

以哲明理 致知于行 山西省经贸学校 刘欣、张琦、刘鹏飞、曹芳

涵咏诗韵 泼墨人生——从经 太原市卫生学校 罗洁蕊、卢洁、许佳、蔡瑞芳



典宋词走入杏林世界

《学几何之美 做能工巧匠》 大同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曹慧、李丹、薛晓茜、苏天翼

乐章赞中华 颂歌感党恩 大同市职业教育中心 贾文皓、付晓敏

《领略华夏风光，传播中国文

化——导游必备英语》
汾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王丽红、乔侠、王晓鹏

小零件 大数据--从概率与统

计角度考量零件合格率
柳林县高级职业中学 张艳、康小琴、郭艳梅、程阳阳

《修“德“砺能 做汽车强国追

梦人》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王春花、巩春梅、郭晋陶、张宝红

山长水阔话诗情 云海涛声励

吾辈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第一职

业高级中学
李艳、冯印、刘忠丽、郭瑞芳

形态各异的几何体 襄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亢平、赵苑平、成晓霞、郭俊枝

铸魂育人，英语同行 Unit6

-Unit8Gratitude&Health&Bus

iness

阳泉市郊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月艳、徐静、张艳芳

浸润文学 聆听自然——人

与自然散文作品解读
运城市财经学校 冯淑琴、翟立群、张莉

二等奖（23 个）

《彬彬有礼，仁德有序》 华北机电学校 魏鲁玉、石晓燕、秦烨、梁泽敏

践行职业道德 提升道德境界 山西省城乡建设学校 卫彩娜、石巧霞、边垚、白蔚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乔丽花、相婷、彭一佳、贾丽君

客户至上 服务至诚 ——

机场、酒店实用英语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秦晓琴、石秀兰、祁芳媛

函数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卢宏艳、李宝、乔秀梅、董美丽

探病态社会之不幸，品现代人

生之善美
晋中市特殊教育学校 赵丽杰、张婷、王立强、张旭峰

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职业技

术学校
郭海云、程惠敏、武新梅、曹茹霞

真修实行育匠心—阅读文本赏

析职业精神
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申志萍、陈祥姣、程慧香、张晓宏

诚为支点，撬动人生之重 灵石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康彦梅、杨丽婷、王子璇、丁静

匠心匠行 筑梦未来 临汾市尧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李变琴、狄晨芳、商红霞、张海霞

羽衣蹁跹、美奂美仑 ——舞蹈

的魅力
山西省侯马市职业中专学校 李军旗、寇贞、夏静怡

概率破玄机 统计解迷题——

概率与统计初步
吉县职业中学 张雄才、陈晓黎、蔺建花、杜占杰

《百年峥嵘赞劳动 - 在语文

教学中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

值观》

长治市潞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校
冯志燕、罗琼、石娟、申利刚

Advertisement Designing for

Domestic Products(为国货打

call,为民族发声)

屯留区高级职业中学校 尹伟芳、郭耀星、李鑫、韩璐瑶



“数”与“形”的美丽邂逅—

—直线与圆的方程
屯留区职业高级中学 王宁、张思宇、闫皓辉、常丽珍

非遗之美 匠心传承——版画 闻喜县职业中学 赵衍菲、孙荣泽、高容、李华峰

魔力函数 魅力生活——指数

函数与对数函数
芮城县第一职业学校 刘亚妮、马华荣、赵红、毛萍

Hotel Services---宾客至上

以“礼”“服”人
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李咏梅、张丽霞、郝慧云、范文华

《赏红色经典 守百年初心》中阳县职业中学校 马林娥、范艳梅、刘佩瑶、张芳

What's important? 河曲县职业教育中心 赵彦丽、杜虹虹、李虎、燕芳

Travel & Shopping in English晋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娜、李晋芳、郭海琴、张白露

创意主题图册的制作 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艳、李翠红、李银玲、牛建霞

学到“力”度 修出高度 泽州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栗岩果、史晋兵、杨金枝

三等奖（34 个）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从心出

发，服务三农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郭洁 高建萍 聂彬 朱殿明

《感知音乐元素》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陈俊、孙晋竹、赵雪梅

立足客观实际，走好人生路 大同市财会学校 张丽英，程东旭，果冠累，张慧玲

音画合璧——叙《共和国之恋》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 刘爱香，李晓吟，闫秀清，苏小宝

轻松学习英语，积极参加活动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职业技

术学校 柴慧琛、冯丹

感知文化之深，展现英语之魅 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 李红波 申晓英 武文炜

腹有诗书气自华——古诗文欣

赏 大同市云冈区职业中学校 袁芬、刘婷婷、昝少敏、闫东东

践行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提升

职业道德境界 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李湘荣 、 马向平 、 赵举

生活中的数学--直线与圆 介休市联华电子职业学校 高红萍 梁志秀 高丽 刘扬

函数 寿阳县第一职业中学校 张美琴、李晓萍、赵艳

强化阅读能力 提高人文素养 寿阳县第一职业中学校 邢瑞瑞 李晓红 张冬荣

《化学反应的探寻》 和顺县职业中学 王瑞芳 宋静 宇天芝

职高气昂，源远流长 ——爱

党爱国提高职业素养，诵读经

典弘扬传统文化 河曲县职业教育中心 要利忠、李智琴、康利香、贾瑛

经济政治与社会 山西省忻州创奇学校 葛丽蓉、苗爱军

灿烂星空 谁是真的英雄 ——

军事题材小说欣赏教案设计 忻州市工业学校 郭作英 、黄秀丽、赵瑞华、郝雪莲

The Information Age 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校 邢振娇，李瀚淼，刘慧荣

生活中的圆锥曲线 保德县职业中学校 曹瑞凤 赵美娟 陈彦芳

构成基础 侯马市职业中专学校 沈洁 禇艳汝 张景卓 贺斐

<探究电磁的奥秘>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师学院 柏惠、李慧、罗尧、张丽媛

求知求职求索，彰显奉献本色 乡宁县职业中学 许春霞 吴爱菊 耿丽琴 孙丽丽



持语文写作之翼，创电商文案

之美 乡宁县职业中学 卢艳 王云 史栋琴 加雪晶

仰天长问主沉浮 百年赓续谱

芳华 孝义职业教育中心 任梅梅 王亚琦 贾静 焦莉丽

《认识自我 初探生涯》 柳林县高级职业中学 马丽蓉 宋林 薛小花 武丽丽

散文的鉴赏与写作 山西省吕梁经济管理学校 张燕方 高艳玲 高江珊

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及其

应用 山西省吕梁经济管理学校 李小芹 闫利菊 薛永红

Job Hunting 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

龙静 薛瑞芳 赵亚乐 李云

霞

Family & Campus Life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李佳 薛磊 张婧娴

函数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杨旭枝 董倩倩 胡换换

形散神聚、心怀家国 —

—散文专题化教学 襄垣县职业技术学校 周美龄 白艳 崔素丽

word 青春，我做主 运城市口腔卫生学校 邵亚南 郭霞 孙敬竹 任江波

感受百年强音 “柱”力疫情

防控——棱柱 平陆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王瑞 张春雷 马国杰 郭婷

Love English、 Love Life 夏县职业中学 张璐、张丽霞、徐志华、王彦霞

基础模块（上）：第三单元 夏县职业中学 孙森、姚海霞、崔彤彤

圆锥曲线 夏县职业中学 侯垭荧、李俊贤、陈维

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一组

一等奖（7个）

《智慧财税 自我赋能》——

基础会计主要经济业务的核

算

华北机电学校 吴敏、赵琦、王斌、马光敏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手

机 APP 界面设计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肖远征、李洁、王馨、李新星

三相交流电应用及实训 太原市交通学校 张晨玺、郭承燕、毛永琼、张红兵

园路景观工程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刘锋、张元、潘文君、王慧强

《（小城大爱 憩舍拾光）古城

民宿客房设计》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朱永亮、郝丽霞、史锦丽、杨海雷

垂直交通设施——双分式平行

板式楼梯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高志宏、张耀霞、王芹、孙淑惠

标准引领 以信息化助推企

业精细管理----总账管理
运城市财经学校 杨可、薛红革、张蕾、邓会姣

二等奖（12 个）

识消化之道 润宠养之心 —消

化系统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孟纪萍、牛姣艳、杜苗麟、樊晓艳

水准测量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李俊美、梁晓宇、王小娟、张鑫

营销有道---渠道策略和促销

策略
山西省贸易学校 李金、袁文婷、郑文萍、卢玉娟



薯片广告制作--影视后期特效

After Effects CC
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 白碧泉、刘新斌、张瑜

塑造网络灵魂——网络服务的

配置与管理
山西省应用技术学校 宋波、赵立鑫、郭琦、赵海

航空航天科普知识动漫作品制

作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范丽瑛、王玲秀、刘晓丽、祁华丽

呵护眼睛，让“视”界更美好 —

—眼的解剖生理
太原市卫生学校 李楠、吴珏、赵欣、张盼盼

《丰收田野 · 礼 黄花品牌

设计与制作》
大同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赵虹、徐千惠、庞雨琪、王亚男

爱心传递 耐心呵护—营养、

消化、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护

理

大同市卫生学校 张立云、宋志宇、王佳

激光打印彩色未来 技能成就

精彩人生
大同市职业教育中心 杨枫、刘寰、李吟爽、张波

《学党史、沐党恩》项目制作

——Premiere
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杜秀杰、眭晓亮、王可君、吕鑫

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 阳泉市郊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赵露、贾秀慧、史富红

三等奖（22 个）

识读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预制外

墙板详图
山西省城乡建设学校 李静 赵文莉 郑善明

建筑施工图识读与绘制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杜瑞俊、张建云、李晓燕、宋敏

选择程序结构设计 山西省贸易学校 温学明、马天翼、高敏、刘思琛

绿色地球 主题插画绘制 山西省应用技术学校 刘畅 李美莲 杨源 武子霞

国产动漫展映宣传 太原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张海波、乜风勇、焦玲华

指尖上的传承—— 膨松面团

之巧手做花馍 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 吴雪巍 何鹏飞 王鹏 刘姣

实用网店装修全攻略 大同市云冈区职业中学校 王雪 魏欢欢 贾丽媛 任云燕

和谐旅游 智慧同行 交城县职业中学校 游亮芬 、贺敏、马兰

讲中国故事 剪中华文化 介休市职业中学 梁晓蓉 剌建河 侯建丽

方寸之间诉流年——瓦当纹饰

设计美学的现代应用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郭婧、张燕、冯超骏、侯静宏

心向蓝天 逐梦航空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

学校
侯英 毕艳杰 王莉

制作“党在我心中”小报 榆次区职业技术学校 赵学义 裴佑岍 王淑慧 郝丹青

能工化匠 “泵发力量”—南水

北调工程中离心泵的操作及应

用 柳林县高级职业中学 张艳梅 穆彩花 刘茹雪 王强强

降糖爱心护脑 远离“伤心榜

单”——糖尿病、高血压、冠

心病、脑血栓形成病人的护理 吕梁市卫生学校

杨晓芳 张金丽 李小云 胡腊

梅

电与磁 晋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菲菲 张丽 苗伟 王虎锋



文字的制作与处理 沁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海红、裴雅娟、任芳、武冰星

发动机配气机构构造与拆装 阳泉市交通职业中专学校 梁翠英 张文霞 王秒秒 王雯艳

钢筋工程 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刘永宾、李博艳、徐文兵、卫俊辉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侯亚林，郭芙蓉

挖掘数据中蕴藏的价值 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张大伟，鲁亚娟，王膑

“工资由我管” ——使用

EXCEL 管理和分析员工工资表

数据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康晓赟 皇一鸣 吴卓亚 范跃芳

爱“商”水果 网驻温情 —

—校园 O2O 活动策划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连晓晓 杨娟 解红霞 李玉

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二组

一等奖（6个）

《智能制造·匠心筑梦》——

组件“天坛”的编程与加工
华北机电学校 赵静、黄红、陈亚娣、朱冰

《创伤无情，救护有道——创

伤病人的护理》
太原市卫生学校 王起越、王文悦、付杰、王晓燕

对话千年关帝祖庙 赋能时代

文创之灵——图案设计的方法
运城市财经学校 刘婷、高茜、曹峰、董佐廷

拾阶而上，终可拿云——钢琴

名曲演奏进阶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梁小滨、史慧娟、赵雪婷、宋绎绚

特殊病人生活护理 长治卫生学校 邢丽娜、申素飞、鹿芳雅、苗书娟

走出课堂，探秘煤炭开采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技师学院
侯涛、李雁民、雷静、龙虎

二等奖（12 个）

会计凭证“变形记” 山西省贸易学校 汤兰萍、王戈侠、秦铭、巴媛媛

“手”护动物健康 “术”建和

谐文明——雌性动物绝育术的

基本操作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苏晓菲、吴春香、赵雅丽、刘永强

盆栽花卉生产技术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谷丽萍、贾福辰、李肖琴、王崇杰

青春暖阳行 点亮夕阳红——

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护
汾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薛瑞红、任大芳、刘美琦、张捷

工业机器人减速机输出轴的加

工
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 秦淑仙、李森浩、王艳艳、张志飞

《非遗传承——堆绫文化创意

创作》
交城县职业中学校 赵海宏、王晓娟、刘玮、张姣丽

生命体征的评估及护理、冷热

疗法、饮食与营养
晋中市卫生学校 高靖芹、刘婉莹、李贞贞

汽车发动机翻转架——输出轴

的加工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马帅帅、刘晓丽、聂文霞、胡亚楠

《XX 大院古建砖雕工程——照

壁装饰砖雕的设计与制作》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巨海晓、赵婧、张江华、郭继慧



“齿”骋疆场 健康中国 运城市口腔卫生学校 王芳、周彩霞、曹纯、靳姣

香茶半盏品人生，品香聚友存

真情
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吴冬晶、刘桂芳

交换机的基本配置 河津市职业中学 张静、杨晓飞、史亚妮、贺美玲

三等奖（18 个）

数控机床机械加工上下料机器

人的应用与检修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聂凯丽、赵丽丽、牛明丽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山西省城乡建设学校 丰秀福，赵俊伟，马凯强

走向 2035 的绿色之路 山西省工业管理学校 宗亮宇、张凡、高俊怡、张文波

会计凭证 大同市财会学校 孟涛，童锋，王静，马雯琪

三相异步电动机控制线路的安

装与调试 阳泉市郊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姚辉颖、张艳军、甄艳青、张晓明

《有声课堂颂党恩》 和顺县职业中学 李涛 王宁 杜燕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王海华、宋志宏、王新芳、凌晓芳

焊条电弧焊板对接立焊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李俊剑 郭生兵 师传超 梁兆飞

快乐驿站——创建和管理站点

及网页
襄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杨爱红 李美桔 王艳萍 郭毅丽

《一花一世界--基础图案设

计》 临汾市尧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张琨、王莹、赵庆华、刘亚男

离心泵输送

山西省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高爱清、薛佩毅、张婷婷

载梦高飞，与您同心——客舱

对客服务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苏晋嵘、王黎苗、赵先玲、刘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汽车行驶系统检查与维修
临猗县第一职业中学 卢腾，王晓腾，宋晨勇

环境保护主题 LOGO 作品制作 临猗县第一职业中学 王贞齐，胡晓英，李婧静，焦麦串

“百折不挠”不倒翁——跌倒

老年人的照护 万荣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崔丽娟 李珍凤 谢芸婴

碧玉“妆”成——韩式新娘 万荣县高级技工学校 王艳 杜丽娜 吴蕾 贾林媛

霍尔转速传感器规范化排障作

业
忻州市工业学校 信晓文、马黎明、闫利霞

字字珠玑讲精华，薪火相传谱

新篇 泽州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范晓莉，杨柳，李小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