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018-2019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职业能力研究项目结项获奖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负

责人 
项目成员 奖项 

1 花艺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3 金立敏 王鑫、朱剑波、吕文涛、王亚峰 特等奖 

2 服装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05 戴孝林 吴国华、韩云霞、姚月霞、兰伟华、丁伟 特等奖 

3 汽车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5 涂杰 刘海亮、王海峰、李步照、韩风、蔡月萍 特等奖 

4 食品营养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1 高翔 陈凤芹、华晶忠、陈金春、吕玉珍、王艳萍 一等奖 

5 医院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2 蒋大卫 蒋佳宏、吴昀、苏艳霞、翟文敬 一等奖 

6 安全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4 陈川 王伟、贾红果、管金海、严建华、翟瑞媛 一等奖 

7 信息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6 袁晓静 
刘红玲、陈正东、卞长云、张迎春、吉小

辉、李萃 
一等奖 

8 食品检验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11 周建检 刘坤、王媛媛 一等奖 

9 农业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26 梅四卫 李庆魁、张仁贵、郭益红、许乃霞 一等奖 

10 职业素养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28 徐国华 陈晓芬、方王正、吴树罡、许洪岩 一等奖 

11 统计分析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11 
张盛、

徐波 
郭伟伟、徐黑妹、杜君、刘登辉、刘玉秀 二等奖 

12 物流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15 冯夕文 杨晨霞、刘智慧、辛禹辰、张莉、吴兆明 二等奖 

13 大数据分析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16 程显毅 
邱建林、蔡艳婧、刁爱军、邓建萍、钱春

花、潘果、付雯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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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筑机电抗震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19 万春风 邵叶鑫、丁李、徐照、李亚香、殷岳、陈浩 二等奖 

15 健康照护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21 蒋大卫 钟官震、蒋佳宏、肖裕红、苏艳霞 二等奖 

16 瑜伽导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9 林琳 

林秋洁、冯韫韬、王业慧、刘黎、胡玮玮、

吕纯林、余嘉、丁义龙、左倩、赵西玲、张

莹、赵晓江 

二等奖 

17 计算机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12 

刘红

良、黄

雁 

李庆荣、杨俊林、顾旭峰 二等奖 

18 芳香疗法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1 
宋彬、

田小薇 

卫国华、冯凡、孙翔宇、李婷婷、李晓丽、

李忞芯、李宛芯、张弘、赵辉、贾蕾、杨

丽、吴茜 

二等奖 

19 健身教练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10 石弘 冯韫韬、潘明、孙开宏、刘晓霞 二等奖 

20 无人机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15 陈阳 冯秀 二等奖 

21 室内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2 邹涵辰 蒋国良、王伟红 二等奖 

22 教学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3 
王伟、

赵宇 
阮佳琪，鞠蓓蓓，彭星 二等奖 

23 财务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8 李爱芬 孙建文、顾玉萍、林峰、赵金江、于海燕 二等奖 

24 数字媒体设计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16 陈正东 
秦彩宁、石范锋、潘珩、刘和存、路远、彭

雪萍、田人羽、 曾妮丽、张颖、鹿峰 
二等奖 

25 快速阅读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4 周亮亮 王贺、岳俊芬、刘鑫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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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三方职业资格认证 ZY2019D005 王庆运 
王美娣、陈承华、张贵侠、程晓平、江庭、

钱璐、王媛媛、许洪岩 
三等奖 

27 营销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07 吕家剑 王永钊、成汉华、许传久、王丽、张雪佳 三等奖 

28 移动通信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06 

丁正

永、丁

胜高 

陈志峰、马宏茹、尤澜涛 三等奖 

29 护理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13 李锦萍 刘永印 三等奖 

30 网络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13 杨洋 窦家勇、骆桂娣 三等奖 

31 英语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A014 党瑞红 姜婷、张亚梅、方宁 三等奖 

32 机器人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17 董诗绘 王洪海、王刚、郭燕 三等奖 

33 医疗设备维修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B020 王国庆 龚建涛、邱立家、石波 三等奖 

34 企业培训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6 范一智 
王建中、曹炳泰、蔡启明、范青源、洪海

江、郭美 
三等奖 

35 金融分析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7 闫海峰 
骆桂迪、卢斌、陈晓慧、路璐、王倩倩、李

海峰、王重天 
三等奖 

36 宠物营养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8 陈凤芹 陈丽、王晓红、杜天玺、李锦春 三等奖 

37 区块链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09 王梦寒 
范翔、高建欣、吴玟静、魏威、赵达悦、査

璐琰、朱斌 
三等奖 

38 健康管理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10 余悦 罗惠媛、夏秋蓉、于阔 三等奖 

39 历史建筑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11 季文媚 石建和、李金霞、欧军珺 三等奖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负

责人 
项目成员 奖项 

40 耳穴全息疗法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12 张亚娟 校尔康、戴林林、田华栋、武建设 三等奖 

41 青少年茶艺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13 赵正龙 陶峻骏、赵政华、沈倩霞 三等奖 

42 机电工程师职业能力考试指南 ZY2019D014 郁汉琪 

谢志余、王小刚、何家林、陈云霞、陈子

银、王郝、史先焘、朱同波、张兆东、蒋建

强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