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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宁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辽教办〔2021〕273 号 

 

关于公布辽宁省第十八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高等职业院校：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辽宁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的通知》（辽教办〔2021〕36 号）要求，我省举办

了辽宁省第十八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根据赛项规

程,确定中职组一等奖 13个、二等奖 27 个、三等奖 40 个，高职

组一等奖 21 个、二等奖 43 个、三等奖 65 个。经公示无异议，

现予以公布。 

请各地、各校进一步巩固比赛成果，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

挥技能大赛引领作用，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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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中职公共基础课程组获奖情况 

2.中职专业一组获奖情况 

3.中职专业二组获奖情况 

4.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获奖情况 

5.高职专业一组获奖情况 

6.高职专业二组获奖情况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8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辽宁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拟文     2021年 8月 20日印发 

                                                         



附件1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学校（单位）全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大连市 苏莹莹、焦国禹、王蕾、朱馨婷 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品读人物形象  培育中国品格

大连市 李岩、赵旭、佟春迪、王丽梅
大连旅游学校（大连女子学校）、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技

术学校、大连市建设学校
英语 了解世界，宣介中国之旅

葫芦岛市 张娜、张红、张巍 锦西工业学校 中国历史 以古为鉴 传承文明

朝阳市 毛翠丽、董淼、靖素艳、蔡宏波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数学 函数

丹东市 王有利、杨文娟、王如馨、于文生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丹东市教师进修学院、丹东市中等职

业技术专业学校、东港市职教中心（职教中心）
数学 精益求精求概率，实事求是做统计

辽阳市 徐欣、赵毓蓉、孙琳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数学 学好数列知识，助力专业成长

沈阳市 王姝、张巍、张陆:、阎秋宇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信息技术 幼教新芽献礼百年风华——短视频拍摄与编辑

营口市 宁杰、孙丽霞、郑君、田华 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职教中心） 《英语》基础模块2（高等教育出版社） 练听说读写 享健康生活

葫芦岛市 付娜、王文钰、张芳蕊、张男 兴城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职教中心） 语文 烟雨江南，金陵一梦——走近江南文化名人，领略水乡氤氲风情

大连市 杨薇、于琳琳、王颜、祝妍
大连电子学校、大连商业学校、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技术

学校、大连旅游学校（大连女子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习礼仪 讲道德——做新时代电商人

大连市 王冠、张翼欧、白禹新、汪浩 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技术学校 信息技术 “数”说发展-数据处理

沈阳市 高寒、王英、李清华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铭记百年初心，共建美丽中国

鞍山市 杨菁菁、金香玉、杨丽 鞍山市现代服务学校 公共艺术（音乐篇） 走进经典 立德树人

锦州市 牛诗雨、王新宇、高明明、王为 凌海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职教中心） 计算机应用基础 智联万物 同创未来 5G介绍演示文稿

大连市 姜涛、李野一、陈早东、顾忠文
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技术学校、大连电子学校、大连旅游

学校（大连女子学校）、大连铁路卫生学校
公共基础课—体育与健康 扳手与汗水 团结与协作—开启硬核篮球人生

沈阳市 王子恩、张思淼、杨宇倩、郭美辰 沈阳市旅游学校 语文 规划美好人生，绽放生命光彩

沈阳市 艾婷婷、吴杰、冯宏、张晓宇 沈阳市旅游学校 基础英语 “追逐梦想向远方 扬帆起航迎职场”

朝阳市 张秀阳、张文丽、米川、陈雪 朝阳市卫生学校 信息技术 Word图文编辑

丹东市 赵晓辉、吕天姿、肖倩、夏郡晨 凤城市职教中心（职教中心） 语文 “学”海泛舟，利民强国 ——关于“学习”主题议论文的专题教学

锦州市 邵敏、王丹、冯学彦、周越英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语文 咏唱经典诗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本溪市 董玉华、罗斌、李颖、马春玲 本溪市商贸服务学校 英语基础模块 2 Travelling--学千百句 行万里路

鞍山市 王红、刘海宁、王袁、吴清洁 鞍山市钢铁学校 计算机应用基础 Word快乐，我的快乐

阜新市 许思阳、陈佳琪、刘斯月、包瑞娟 阜新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数学 圆锥曲线

铁岭市 吴琼、孙小琳、王诗淇 铁岭技师学院 数学 函数的概念表示方法、函数的性质以及应用、指数函数及其应用

一等奖
（4个）

二等奖
（8个）

三等奖
（12个）

中职公共基础课程组获奖情况



附件2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学校（单位）全称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大连市 孔媛、崔茹、董晶晶、邵勇 大连市技师学院 教育与体育大类 幼儿保育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乐动童心 爱洒家国——幼儿园韵律教育活动

本溪市 孙巍、王金丹、魏岩岩、吕雪 本溪市化学工业学校 生物与化工大类 分析检验技术 仪器分析技术 德技兼修，知行并进-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丹东市 姜静、方阔、盖宗怀、刘晓凤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医药卫生大类 康复技术 中国传统康复技术 传承中医技法，打造康复人才

沈阳市 吴瑞芳、杨晨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教育与体育大类 幼儿保育 幼儿生活活动保育 食之有趣，不负“食”光——幼儿进餐活动保育

锦州市 任桂梅、任明飞、翟伟凡、韩冰
凌海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职教中心）
农林牧渔大类 畜禽生产技术 畜禽营养与饲料 深耕课堂教学•领舞乡村振兴

沈阳市 王黎黎、付刚、侯绍宗、刘倩 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校 交通运输大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运维规范，安全相伴——车站设备认知与操作

沈阳市 尹翠玉、杜雨凡、卢贞琦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财经商贸大类 电子商务 网店装修 网店装修设计 打造自主品牌

锦州市 寇旭、蔡曼、高扬、张一玮
义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

校（职教中心）
教育与体育大类 幼儿保育 音乐 东方神韵——中国民族音乐

抚顺市 赵威、盛蕊、郭宏、王辉
抚顺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
教育与体育大类 幼儿保育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用心做教育 用爱育人才

大连市 赵洋、于淼、刘衍基、吴莎莎
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
旅游大类 中餐烹饪 菜肴的传承与创新 循中华典故菜肴，融匠心创意烹调

朝阳市 张昕、韩颖、赵娜、王亚丽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农林牧渔大类 园林绿化 插花与花艺设计
花心致匠心，鲜花忆百年 ——庆建党百年活动会场

东方式插花展示

大连市 马晓辉、袁玉军、韩欣、张光煜 大连市建设学校 农林牧渔大类 园林技术 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融红色文化，绘生态之路 —以诗书史画为创意的园

路景观设计

本溪市 崔宏、付爱华、杜芙、都郁 本溪市卫生学校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健康评估 淬炼身体评估技能，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

朝阳市 崔英辉、张静、陈铁清、李延华 朝阳市卫生学校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内科护理
“肝”愿“胃”你保驾“护”航——消化系统常见

疾病病人的护理

抚顺市 路晓琳、巩冰、那航、马士华 抚顺市建筑工业学校 生物与化工大类 化学工艺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持化工机械技能，弘匠心筑梦精神

朝阳市 马明吉、刘畅、苏莹、武桂芹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材料检测 匠心求精，筑魂之材——混凝土工程材料检测

营口市 徐琳、曲维峰、何桦枝、石淼 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 交通运输大类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销售实务 礼诚相待，完美交车

锦州市 刘桂贤、于影、朱红、贾静
义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

校（职教中心）
财经商贸大类 会计事务 基础会计 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

辽阳市 王阳、徐博聪 辽宁省机电工程学校 装备制造大类 焊接技术应用 焊接检验 渗透检测

盘锦市 张静、翟贺男、修萍、吴佳儒
盘锦市盘山县职业教育中

心（职教中心）
生物与化工大类 化学工艺 化学工艺 常减压工艺

辽阳市 王一姝、蓝文铼、董静、蔡慧全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应用 图形图像处理

“为时”、“为事” --PS软件在新时代宣传载体中
的应用

中职专业一组获奖情况

一等奖
（6个）

二等奖
（12个）

三等奖
（18个）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学校（单位）全称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葫芦岛市 尹龙晓、刘淑悦、刘佳、孟佳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教育与体育大类 幼儿保育 幼儿心理学 人之初也，不能无群-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沈阳市 赵蕾、房杨洋、景芳、曲田熹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文化艺术大类 民族音乐与舞蹈 舞蹈 翩跹起舞共传承

阜新市 曹力、李慧、卢迪 阜新市卫生学校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外科护理 胃肠疾病病人的护理

丹东市 张海涛、李颖、张鑫、张运多
丹东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
装备制造大类 机电技术应用 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 电路与磁场

盘锦市 宁宇、赵天、单玉冰、牛婧萦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应用 网络设备配置与调试 企业级硬件防火墙安装与部署

葫芦岛市 王丹、付宇、张丽伟、范祺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平面设计 PhotoshopCC平面设计与制作 探索招贴广告的世界

辽阳市 谷玉强、汤红、杨志强、苏焱 辽宁省机电工程学校 交通运输大类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强基精技、探课证融通——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

构拆装与检修

营口市 姜锋、鹿游东、车艳鹏、聂岩
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职教中心）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应用 数据库应用基础visual Foxpro 定位新时代，数据共精彩

鞍山市 曹如意、范文婷、田洋、王盟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工程施工 建筑制图与识图 建筑施工图识读

朝阳市 史忠岩、盛彦、苏建、杨楠
凌源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职教中心）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加工技术 机械制图

“投射”工匠精神，描绘新时代“蓝图”——正投
影法与三视图

丹东市 荣荣、肖亚男、胡国娜
丹东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
教育与体育大类 商务韩语 标准韩国语 英雄赞歌—人物与场景介绍

大连市 殷海龙、周石、于鑫 大连市轻工业学校 装备制造大类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综合加工技术》 《锁链技能 启智匠心--孔明锁的制作》

营口市 宋钰梅、聂美华、孙文博
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

业学校（职教中心）
财经商贸大类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基础 基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网店建设

铁岭市 韩丽华、毕英谦、赵喆、杨雅迪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医药卫生大类 康复技术 生理学 “生命不息，血流不止”——血液循环生理

鞍山市 解璞、张婷婷、朱婷、李莹 鞍山市钢铁学校 生物与化工大类 分析检验技术 仪器分析 分光光度计法测定生活饮用水中的总铁

三等奖
（18个）



附件3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学校（单位）全称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沈阳市 李树新、肖友才、王进、罗恺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加工技术 车工实训与职业技能鉴定 《螺纹轴加工》

沈阳市 卢欣飞、高明怡、王欣、王馨凝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电子与信息大类 电子技术应用 3D打印综合实训 《匠心传承百年辉煌史——景观灯模型创新设计与制作》

锦州市 周娜、宋佳鑫、李雨飞、魏婧雯 凌海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职教中心） 文化艺术大类 工艺美术 工艺品设计与制作 传承创新——百年瞬间 景泰蓝圆盘设计与制作

丹东市 葛媛媛、冯琳、陈鑫、刘雪敏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护理学基础 静脉输液与输血及标本采集

朝阳市 李彬彬、刘鑫泽、王云腾、修文博 建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教中心）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平面设计 商品包装设计 匠心巧创意 技术呈精彩——“乌龙茶”包装设计

大连市 付思瑶、刘文静、王文艳、张晓宇 大连电子学校 电子与信息大类 电子技术应用 电子产品装配工艺 运输机器人装配与运行调试

沈阳市 张莉、刘呈佳、孙建伟、张晶南 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校 财经商贸大类 物流服务与管理 现代物流综合作业实训 礼化成人 技炼成才

沈阳市 倪林、钱璐、郭焱、赵忠奇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文化艺术大类 工艺品设计与制作 木雕设计与制作 醉于木林 匠心国粹

大连市 王琳秀、林柳、田秋实、李楠 大连市轻工业学校 轻工纺织大类 服装设计与工艺 服饰品设计与制作 “国风”布艺口罩设计与制作

鞍山市 王强、曹强、高峰 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交通运输大类 汽车车身修复 汽车涂装基础 “喷”出色彩，“涂”抹未来—车门外板面漆喷涂修复

丹东市 邵秀军、马延凤、王建玲、郭文娟 丹东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交通运输大类 航空服务 民航服务礼仪 志在蓝天，礼行天下—民航服务岗位接待礼仪

辽阳市 陈玉雯、王欣悦、王鹤潼、王甜甜 辽宁省辽阳中医药学校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护理学基础 预防感染 任重道远

锦州市 崔明明、赵美娇、张晶晶、周炯宇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制造技术 数控车削实训 精益求精，工匠情 《薄壁件专用夹具设计与加工》

铁岭市 姜琳琳、侯晓雪、刘慧、马月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基础护理学 守护健康的“针”心

大连市 张丽杰、宫元文、卢晓光、姜宪辉 大连市皮口卫生学校、大连铁路卫生学校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外科护理 关爱生命，走进健康——胃肠疾病病人的护理

葫芦岛市 邵慧、王大伟、吴凤丽、朱赤 锦西工业学校 装备制造大类 焊接技术应用 焊接技能实训 青衿之志 履践致远-焊条电弧焊基础实训

辽阳市 夏研、鞠翠萍、李婷、程通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教育与体育大类 幼儿保育
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设计

（音乐教育）
音乐之声——世界“音”你而不同

朝阳市 杨颖、李欣洋、肖丽、姜红树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装备制造大类 机电技术应用 电气控制技术 精于工 匠于心——车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与维修

锦州市 杨淑娟、钱超、韩冰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农林牧渔大类 园林技术 插花技艺 疏影横斜水清浅---体验东方式插花

本溪市 田洋、刘娜、任奕、曹晞 本溪市化学工业学校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制药技术应用 药物制剂技术 颗粒剂制备技术

一等奖
（3个）

二等奖
（7个）

三等奖
（10个）

中职专业二组获奖情况



附件4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刘颖、陈凤美、范玲、陈彦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立兴农报国志，扬中国精气神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孟德娜、陈晓欢、郭天骄、郑艺 创业基础 从创意到创业路演，育“敢闯会创”英才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潘维琴、侯秋琚、刘爽、王丹 劳动教育与实践 崇劳立德  筑梦匠心——劳动价值观培养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韦婷、王艳萍、赵凛、郦英华 公共外语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

交通强国梦，山水家乡情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刘琪、蒋帅、王可欣 体育Ⅲ 体育Ⅲ—动作历险记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欣、王朔、解雅梦、郭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让道德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倩、李娜、杨晓菊、张喻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心有所信  筑梦远航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丛国凤、刘明国、潘继姮、章硕 计算机应用基础 从“小白”到“大神”—装饰公司计算机软硬件装配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盈盈、陈露、倪萍、杜苏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明理知行 匠心致远——以美好青春书写人生华章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殷红、刘一波、黄悦、刘国军 劳动教育（3） 工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实践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桑江、邱爽、老士翠、王英华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毛泽东与中国道路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姜爱国、王玉华、马少帅 高等数学基础 夯实基础，助力专业——导数与微分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凯华、刘克、王媛 实用英语 安全工作 健康生活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闻竹、赵莉、武炫、杨阳 社交礼仪 “见面礼仪”模块单元教学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果、崔承刚、王婷婷、赵昱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国安邦的大智慧

一等奖
（5个）

二等奖
（10个）

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获奖情况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王恒、张旭、王刚、张士杰 体育 争高求准，以球育人-篮球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宫丽梅、张金英、常香莲、孙梦 大学英语II Unit 6 Low-Carbon Life （低碳生活）

辽宁职业学院 门宏悦、常肖晶、刘诗宇、姜春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封鲁宁、郭达阳、孙琪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刘国辉、逄勃、罗颖、朱振香 大学英语 My College Life( 我的大学生活)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武全胜、王艳华、刁玉、于海芳 高等数学 玩转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何京泽、刘慧颖、史启超、刘梦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凝心聚力•大国担当——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何猛、张璠、张新宇、金雷 创新创业教育 从“大国重器”之京东无人仓中汲取创新灵感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刘影、王久洋、何鹏、孙嘉阳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导学做”一体化教学范式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升华人生境界 道德素质篇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侠、姜桂红、迟冰芮、包鹏汉 幸福密码 幸福密码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武丽娜、丛焱、武英梅、耿晔 思政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国魂匠心，明德守法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胡静敏、娄悦 心理健康教育 《快乐人生，从心出发》

辽宁职业学院 罗大强、杨明、李菲 大学英语 绿水青山，用英语描绘大美中国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陈晓超、刘心力、隋林书、栾岚 大学语文 传承国学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于春波、战阳、刘晶、郭少华 英语2 英语助力，未来工匠

三等奖
（15个）



附件5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李静、李树波、高建、张洪雷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网络技术基础 组建中小型办公网络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吴兴敏、宋孟辉、翟静 装备制造大类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涂装修复 精准调色匠心喷涂-汽车面漆调色与喷涂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姜艳秋、沈娇、迟佳、杨云舒 教育与体育大类 K学前教育 幼儿游戏与指导 游戏点亮童年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岚、高杰、高瑛、苗建伟 土木建筑大类 建设工程管理 建设工程监理 工地卫士，守望初心——监理目标控制管理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王婷、褚云博、宋少文、陈志超 交通运输大类 动车组检修技术 复兴号动车组机械师 保驾护航、急诊担当——复兴号上的随车机械师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王东博、任桂娇、汤美娜、李书艳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桥涵工程识图与绘制 “交通强国，匠心筑梦”——梁桥工程图绘制与建模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王赫、李金生、杨丹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测绘工程技术 地形测量 地形图全要素采集制作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王佳卓、油晔、宋杨、王雪 电子与信息大类 物联网应用技术 嵌入式系统应用 基于PYTHON的嵌入式系统应用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惠群、刘昌斌、葛树成、刘镇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设备安装 P8#教学楼安装工程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沈丹冰、赵旭、邢玉敏、李磊（企业） 财经商贸大类 财税大数据应用 纳税筹划 后疫情时代企业经营过程的纳税筹划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赵超越、韩英、丁莹 财经商贸大类 大数据与会计 基础会计 会计基本业务核算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张岚、陈艳珍、叶晓颖、代爽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 导游服务实务 红色景观讲解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谷岩、闫菲、刘杨 财经商贸大类 现代物流管理 物流仓储管理 运筹帷幄、精益求精——物流仓储入库与出库作业管理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石佳、赵竹、水东莉、马胜宾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电气控制与PLC技术
PLC基础程序设计-PLC控制送料车在十字路口的自动往返

运动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张明、张海文、杨静、郎艳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工程
“设备”显使命， “联动”展担当----火灾自动报警联

动控制设备安装与调试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满吉芳、张聚贤、郭云啸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工程力学 全力保安全  尽力求经济——解密梁中的力学问题

辽宁职业学院 焦颖、曹维荣、扈艳萍 农林牧渔大类 园艺技术 园艺植物生长与环境
因需而动  因境而变 因时而进——园艺植物营养环境的

调控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丹、周际、于桂芬、韩学颖 土木建筑大类 风景园林设计 景观建筑设计 安亭有式，唯匠精心---景观亭的设计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常乐、姜立、肖慧明、李超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Python开发技术 智能分拣机器人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赵慧、祝溪明、张黎、翟上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与制造 计算机辅助制造CAM（UG加工） 凸轮分度机构综合项目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文娟、姜晶、李文正、宋寿鹏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心之精诚、手之精艺、匠之精神” ——数控加工中心

液压系统搭建与调试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张爽、王玉、王玉龙 新闻传播大类 影视动画 视听语言 视雨听风·技展军威——武警士官班视听语言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徐雨光、孙迎春、魏璠、李春 财经商贸大类 财富管理 个人理财 财富人生，你我同行--综合理财规划

一等奖
（11个）

高职专业一组获奖情况

二等奖
（23个）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于洋、曹伟萍、张冰洁 财经商贸大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纳税实务 “增“收减负  民富国强——增值税实务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俞美子、王喜庆、赵阳、张日欣 农林牧渔大类 畜牧兽医 禽生产 孕育凤雏“禽”劳致富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葛慧楠、张姝哲、蓝巧祎、尤强 财经商贸大类 金融服务与管理 保险理论与实务 守护，从一份人身保险开始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尹伊、田鑫、张翠萍 电子与信息大类 现代通信技术 5G移动通信技术 5G基站知识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史纪、张艳丽、高飞、孙玉苹 财经商贸大类 现代物流管理 仓储管理 物得其所，库尽其用---入库作业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王婉姝、崔剑生、黄雪、孙莹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 研学旅行策划与管理 红色印记，薪火相传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宋巍、吴冰冰、乔莉 电子与信息大类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联网技术导论 走进物联网，感知新世界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王菲菲、马玥姣、李红艳 财经商贸大类 工商企业管理 商务礼仪 弘扬中华美德，传承儒商之道——商务社交礼仪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金小婷、马骏、王英、赵亮 装备制造大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现代运动控制技术 传送系统运动控制----位置检测与电机驱动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吴琼、佟颖、李忠民 水利大类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工程力学 工欲保安全，必先守规章 ——桁架结构中杆件的承载力分析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倪春蓉、潘岩、刚欣、崔雨蒙 交通运输大类 空中乘务 客舱服务英语 服务理念于心 真情服务于行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翠、李金颖、曹月、韩爽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现代文秘 礼仪与形象设计 礼仪之邦 国色芳华——汉服礼仪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刘畅、邢学鹏、高佳乐、张化南 财经商贸大类 电子商务 新媒体营销 直播拓宽销路，电商助农增收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晶、谢淑玲、金月波、苑广志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药品经营与管理 医药市场营销 零售药店销售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宏骞、李美萱、卞秀辉、余龙 装备制造大类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电气传动控制技术实训 智慧魔力转圈圈——变频器的调速控制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爽、丁佳倩、范樱子、王晓航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施工图绘制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建筑装饰平面施工图绘制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孙爱婷、梁霞、王瑞子 电子与信息大类 大数据技术 JAVA程序设计 技术强国，匠心以赴--银行账号功能模块设计与实现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朱丹、吴晓昕、姜守阳、王艳 新闻传播大类 新闻采编与制作 新闻采访
采时事变迁 访人间百态 ——以工作实际为导向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新闻采访教学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林琳、王勐慧、郭寒冰、王施施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室内设计 室内装饰效果图绘制2 龙净都市阳光居住空间效果图绘制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黄秀丹、王瑞华、赵阔、李春燕 财经商贸大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外贸单证实务 《外贸单证差之毫厘，合同履约谬以千里》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孙莉娜、胡国柱、闫永霞、刘世兴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云间漫步——商城应用系统上公有云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富晓飞、石红锦、付丽丽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高聚物合成技术 探索亚克力制作的奥秘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于环、张旭、李伟、朱晓博 教育与体育大类 旅游英语 旅游与酒店英语翻译 大美辽宁五日游“译”起来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夏立娟、王东娇、吴美霞 交通运输大类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邮轮实用英语 邮轮客舱服务英语--“心服务，馨客舱”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罗华、郑红、马艳郡 教育与体育大类 学前教育 儿童文学 唱诵画演——践童趣品文学

二等奖
（23个）

三等奖
（35个）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宋洋、齐飞、谭强 财经商贸大类 现代物流管理 仓储与配送 精练技能·入出库作业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丹阳、魏元焜、宋月丽 电子与信息大类 集成电路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智能电子琴的制作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刘妤慧、吴晓姝、葛峰、丛丽芳 财经商贸大类 工商企业管理 中小企业经营与管理 品牌赋能，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小企业经营篇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冬姣、罗冰、徐春华 生物与化工大类 药品生物技术 功能性食品及检测技术 功能性食品的应用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赵婉君、刘妍、王丽琴、赵群 装备制造大类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船舶信号系统安装与调试 蛟龙卫边 昼警夕惕-船舶常见报警系统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婷、任亚茹、金红华 教育与体育大类 小学语文教育 教师口语 强语助力强国——普通话语音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潘洪坤、邹显圣、王静、陈晓娟 装备制造大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机与电气控制 电动旋转、机控制造——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崔蕾、邵亮、蔡丽博、佟欣 财经商贸大类 大数据与会计 财务管理实务 财富人生、观念先行——财务管理观念及基础理论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汪淑芳、何天贺、朱璐 交通运输大类 空中乘务 舞蹈与形体训练 武舞交融，健体塑身，传承释美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郝春玲、魏林、杨梓嘉、孙立 装备制造大类 工业机器人技术 液压与气压传动 挖掘机液压系统换向回路拆装、连接、调试和维护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赵美玲、王欣、安桂艳 旅游大类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酒店服务日语 以德润技，用心迎宾 --酒店前台日语接待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张开学、赵大民、龚秋生、陈强 装备制造大类 数控技术 数控车削加工技术 零件的车削工艺分析、编程与加工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侯海晶、黄杨、富玉竹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机械制图与CAD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

辽宁职业学院 黄艳青、刘丽云、白鸥 农林牧渔大类 园林技术 园林植物保护 走进多彩的昆虫世界——识别常见园林昆虫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熊华波、高洪波、吴哲、吴清洋 电子与信息大类 应用电子技术 电气控制及PLC应用技术 电气自动化，无限工匠情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杨巍、温泉、贾威、顾婉娜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环境工程技术 水污染控制技术 城市污水的一级处理

辽宁职业学院 邵丽娜、刘洋、柴宝华 教育与体育大类 商务英语 单证实务 扬帆商海振中华，精益求“经”制单证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于宁、吴雪 农林牧渔大类 园艺技术 插花与花艺设计 婚礼花艺设计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赵芷慧、孙占伟、赵楠、刘月娇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
旅游资源文化——旅游目的地与

客源国概况
鉴赏欧洲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魏琼、安刚、王佳、张嘉惠 财经商贸大类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文化传承—文创产品全渠道推广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许连静、潘琦、于会春 医药卫生大类 康复治疗技术 病理学 那些只能按“暂停键”的疾病 ——各系统常见疾病举例

三等奖
（35个）



附件6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张美娜、李冬松、霍君华、哈娜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桥梁工程技术 装配式桥梁工程施工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宋艳丽、董青云、薛明姬、程权成 电子与信息大类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仪器仪表装配实训
品质尽善尽美、技术精益求精，以制造仪器的标准培养

仪器仪表制造工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韩雪、周晓蓉、李安、李嘉斌 文化艺术大类 人物形象设计 舞台影视化妆 清韵芳华，匠心传承--清代影视人物造型设计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唐杨、金莉、孟磊、王子易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基础护理技术
“手”卫医院之门，共“助”健康之路 ---门诊护理技

术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张冰华、李政凯、刘霂、杨帅 财经商贸大类 现代物流管理 仓储作业与管理 物“出”守规，择“库”巧配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丽艳、金璐玫、高斌 装备制造大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工装配实训 明德善事 “转”行千里--常用电动机控制电路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李心月、毛金贵、宫岩峰、张初旭 装备制造大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底盘构造与检修Ⅱ 安全“制”者 制动系统构造与检修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潘锐、许冰、刘徐、李守红 装备制造大类 智能焊接技术 弧焊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弧焊机器人焊接轨迹示教与编程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魏麟懿、历薪燃、杨兵、宋洋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基础护理学 爱在点滴之间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舒丹丹、王金圆、邵帅 装备制造大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控制与PLC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控制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淑芳、梁春莉、关丽霞、孟凡丽 生物与化工大类 农业生物技术 植物组织培养 蝴蝶兰组培快繁技术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孙志辉、孙建晖、孙冲、赵宇航 交通运输大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路行车规章I 筑梦铁路魂、锤炼工匠神--调车作业安全守护者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章杨、郑春梅、王建清、郭丽辉 交通运输大类 交通运营管理 民航旅客地面服务 交通强国筑梦，智慧安全出行——会说话的行李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魏同锋、路宝学、李丽茹、魏宁 装备制造大类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超声检测技术 钢制承压设备对接焊接接头超声检测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金雅娟、隋博远、毛佳、王荣梅 生物与化工大类 化工装备技术 泵的维护与检修 匠心筑梦，技以载道---单支撑离心泵检修作业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刘悦、吴佼佼、周祥旭、刘丽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综合实务 匠心筑砼，乡村振兴—新农村别墅仿真建设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孟伟、娄安颖、孙大成 装备制造大类 无人机应用技术 无人机操控技术 天高任我跃 展翅凌空飞 《无人机操控技术》

辽宁职业学院 郭玲、杨明、张世英、桂松龄 文化艺术大类 环境艺术设计 环境景观规划设计 上善若水--水生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付丽梅、赵静、管健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信息技术应用 森林调查技术 破解森林密码——林分调查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于晓云、郭海林、许连阁、高山 装备制造大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生产线自动化技术
“创新岗课赛证融合、培养有德有才正品” ——供料单

元设计与装调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吴巍、孙继明、何玲、张凤芹 装备制造大类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工作场所的HSE（健康安全环境）实操演练工

作场所的HSE（健康安全环境）实操演练
环境伴健康，安全促发展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张学辉、李龙、张晓青、刘嘉慧 装备制造大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控制项目 异步电动机全压起动、正反转控制

一等奖
（5个）

二等奖
（10个）

高职专业二组获奖情况

三等奖
（15个）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陈金阳、丛榆坤、王辉、孙伟 装备制造大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PLC控制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 小型自动化物料分拣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琳、符静、赵娇、侯颖 财经商贸大类 大数据与会计 财务管理 财务数据可视化-财务大数据综合实战课程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苏长俊、谢婉泽、刘贺、岳君 交通运输大类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接发列车工作实务 发车作业与接车作业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唐美玲、王中兴、何琪、丛美亭 交通运输大类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与信号 驰骋人文，安心直达——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赵守彰、李屹、张巍、谭加智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康复工程技术 康复辅具适配技术 足踝矫形器适配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川、刘来毅、刘福涛、孙晓明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混合网络规划与配置 “零到壹” 办公区域无线网络部署与规划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吉锦、梁鸿颉、钱增、李瑶 土木建筑大类 工程造价 BIM技术应用
“建”心独运 “筑”梦航天 ——航天强国纪念广场模

型构建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姚瑶、逄靓、孙丽红 电子与信息大类 软件技术 程序设计基础 学生成绩系统管理项目主界面和菜单执行

三等奖
（1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