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心 

关于江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 
第一批考核结果的公示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的通

知》（苏教职﹝2017﹞23号）和《关于开展江苏省职业教育

名师工作室建设考核工作的通知》（苏职师培〔2019〕25号）

要求，经研究决定，对2015、2016年遴选的名师工作室建设

单位进行考核。按照自主申请的原则，经所在学校初审、设

区市教育局审核推荐、专家组材料评审和现场考察等程序，

已完成江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第一批考核工作，现

对考核结果（见附件）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0年1月10日

至16日。 

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办

反映，并写明联系人姓名、地址、电话。单位提出异议的，

必须加盖单位公章；个人提出异议的，必须署真实姓名。省

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管理办公室电话：025-83758123，

邮箱：jszzspzx@163.com，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7号教科

研大楼1305室。 

附件：江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第一批考核结果 

 

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管理办公室（代章） 

2020 年 1 月 10 日 



附件： 

江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第一批考核结果 

序号 工作室名称 所在单位 考核结果 

1 江苏省职业教育周乐山汽车维修名师工作室 南京金陵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2 江苏省职业教育许曙青职业安全健康与科技创新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优秀 

3 江苏省职业教育徐夏民数控技术名师工作室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4 江苏省职业教育蒋红枫汽车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无锡汽车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5 江苏省职业教育邵阿末护理技能名师工作室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6 江苏省职业教育郭艳梅校园心语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7 江苏省职业教育王云清机电技术应用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8 江苏省职业教育耿淬控制技术名师工作室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9 江苏省职业教育刘振华会计名师工作室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10 江苏省职业教育卜福民园林名师工作室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11 江苏省职业教育姜汉荣机电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12 江苏省职业教育陈建明商贸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13 江苏省职业教育刘德军中药教学名师工作室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14 江苏省职业教育陈敏护理教学名师工作室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15 江苏省职业教育李慧园艺名师工作室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优秀 

16 江苏省职业教育韩玉娟机电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淮安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17 江苏省职业教育苗喜荣数控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优秀 

18 江苏省职业教育束秀玉农艺名师工作室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19 江苏省职业教育赵杰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20 江苏省职业教育程林农林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 

21 江苏省职业教育张正宝护理名师工作室 南京卫生学校 合格 

22 江苏省职业教育杨正民工程造价名师工作室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23 江苏省职业教育张翠红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 南京财经学校 合格 

24 江苏省职业教育周会林财会名师工作室 南京财经学校 合格 

25 江苏省职业教育谭燕泉康复名师工作室 南京卫生学校 合格 

26 江苏省职业教育汤向阳财会名师工作室 南京商业学校 合格 

27 江苏省职业教育朱明松机电技术名师工作室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28 江苏省职业教育南亲江工程测量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合格 

29 江苏省职业教育林莉莉药学服务名师工作室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30 江苏省职业教育邵泽强机电技术名师工作室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31 江苏省职业教育缪朝东机电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宜兴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32 江苏省职业教育刘炜杰课程开发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陶都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33 江苏省职业教育朱建明电气自动化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无锡立信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34 江苏省职业教育郑在柏财会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35 江苏省职业教育杨晓敏营销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合格 

36 江苏省职业教育李国庆信息科技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37 江苏省职业教育杨永年自动化控制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武进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38 江苏省职业教育王劲烹饪技术名师工作室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39 江苏省职业教育王猛机电技术应用名师工作室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40 江苏省职业教育周建亮电子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41 江苏省职业教育李建红信诚财会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吴中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42 江苏省职业教育殷利计算机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太仓中专专业学校 合格 

43 江苏省职业教育方琴云裳服装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44 江苏省职业教育沈红雷创新名师工作室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合格 

45 江苏省职业教育朱劲松机电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46 江苏省职业教育郎军烹饪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47 江苏省职业教育岳煜群弘云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48 江苏省职业教育徐年华活力课堂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49 江苏省职业教育崔志钰 e 项目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50 江苏省职业教育赵永红服装创艺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51 江苏省职业教育季诚人文护理名师工作室 南通卫生高等职业学校 合格 

52 江苏省职业教育周如俊机电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53 江苏省职业教育刘凤建筑工程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合格 

54 江苏省职业教育高晓东数控技术名师工作室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55 江苏省职业教育李金松机械技术名师工作室 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 合格 

56 江苏省职业教育董晓鸣种苗生产名师工作室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57 江苏省职业教育周祥基机电技术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射阳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58 江苏省职业教育濮德锁导游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合格 

59 江苏省职业教育徐兆林机电技术应用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宝应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60 江苏省职业教育张忠树建筑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江都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61 江苏省职业教育潘俊旅游管理名师工作室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62 江苏省职业教育蒋伟凤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丹阳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63 江苏省职业教育徐刚机电技能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靖江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64 江苏省职业教育钱和生语文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65 江苏省职业教育印建清德育名师工作室 江苏省靖江中等专业学校 合格 

66 江苏省职业教育朱仁盛机电技术应用名师工作室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67 江苏省职业教育朱照红、张新华创新创业名师工作室 泰州市职教研究室 合格 

68 江苏省职业教育李先栓化学名师工作室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合格 

69 江苏省职业教育陈颖服装表演名师工作室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需复评 

70 江苏省职业教育刘克军电子电气名师工作室 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盐城市高级职业学校 需复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