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职成函〔2019〕569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人选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职业学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度河南省高等

职业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函

〔2019〕326 号）要求，经学校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结

果公示，确定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杜鹃等 114 名教师为 2019

年度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人选（见附件），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高职院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

管理制度，把青年骨干教师培养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

形成青年骨干教师建设梯队，培养一批师德高尚、技艺精湛、育

河南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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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水平高超的青年骨干教师。 

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实行目标管理。学校要加强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的日常管理和中期考核。受资助的青年教师，须在规定

的三年时间内完成任务，在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团队建设、项

目成果、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预期目标。省教育厅将统一组织安

排终期考核，考核合格者，将颁发“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青年骨

干教师”证书。考核不合格者或违反道德规范、弄虚作假经调查

核实后，将追回拨付经费。对完成效果较差学校，省教育厅将核

减学校推荐名额，并予以通报。 

三、各高职院校要对获得省教育厅资助培养的青年骨干教师

匹配等额经费，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结合教育部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的相关要求，积极

鼓励青年骨干教师参与改进企业产品工艺、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促进青年骨干教师的成长和发展。 

 

附件：2019 年度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人选名单 

 

 

 

2019 年 11 月 13 日 

    （主动公开） 



附  件 

 

2019 年度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人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姓名 学校 项目名称 专业大类 

2019GZGG001 程金凤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产教融合视阈下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2 乔平平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河南农产品跨境电商物流发

展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3 石  玺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电子商务专业双创实验班教学模式研究及工作室建设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4 牛秀粉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大智移云”时代下河南省高职新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5 张  洁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省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6 牟爱州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河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PPP模式下的合同管理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7 吴  潇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河南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8 刘晶晶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供给侧结构性背景下我省煤炭企业全面质量创新模式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09 张茜茜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创新模式

的研究--以新安县为例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0 陈姗姗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十连环”互动法在高职会计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1 何  楠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财经商贸类专业群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2 钱艳娜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减税政策对民营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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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GZGG013 杨纪红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引领下高职院校审计课程改革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4 魏亚芳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金课”背景下会计专业课程建设与创新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5 郭会芳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郑州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建设下科技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6 李  洁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业财融合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7 方铮炀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课程思政渗透高职电子商务专业教学全过程的路径研究 财经商贸大类 

2019GZGG018 王林生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互联网+”中药材信息智能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19 李巧君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窄带物联网下火灾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0 吴芬芬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数据驱动的高职专业精准教学及评价模式研究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1 蒋清健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双元制环境下以问题和行动为导向的技术类课程教学方

法探索与本地化实践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2 余  勇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视域下的大数据安全人才培养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3 蒋永丛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新时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4 降  华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高职计算机类课程 SPOC混合教学应用研究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5 徐海燕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6 邵明省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改进暗通道算法的智能视觉物联网图像去雾系统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7 杜  鹃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技术专业分类分层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8 李  杰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WebGIS的网约车实时监控云服务平台研究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29 马莹莹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院校学业预警系统研究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30 王化喆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互联充电设备云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31 赵  恒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职教改革背景下物联网行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 电子信息大类 

2019GZGG032 李云飞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套路贷”的法律规制与防控研究 公安与司法大类 



 — 5 — 

2019GZGG033 倪  斌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司法行政领域运用研究及风险防范 公安与司法大类 

2019GZGG034 杨  涛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电控发动机无线智能故障模拟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交通运输大类 

2019GZGG035 和豪涛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路大件运输安全和运输经济性研究 交通运输大类 

2019GZGG036 朱  锦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挖掘构建信息系统智能运检模型的研究与开发 交通运输大类 

2019GZGG037 韦成杰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单步交互模式的信号联锁教学系统研发 交通运输大类 

2019GZGG038 涂凯迪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现代信息技术与高职思政课深度融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39 杨  馨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434现代学徒制在商务英语专业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0 杜  嘉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基于 OBE理念的警察类专业外语能力培养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1 袁妮子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下智能旅游中英文解说开发项目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2 陈凯锋 焦作大学 “BOPPPS模型+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设计实践与探索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3 张燕子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课证岗赛”融合背景下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4 王  娜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气质理论在高师专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5 孟亭含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源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6 王  伟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在高职院校的实

践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7 张  媛 南阳职业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转型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8 闫晓红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新形势下基于学习生态观的高职英语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49 陈祥真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心理资本视域下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师职业认同感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50 尹百利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罗山南北部汉语方言调查与普通话学习策略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51 孙娓娓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自信视域下“国学经典”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

的实践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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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GZGG052 尚华辉 永城职业学院 图的控制数及其应用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53 张  莉 永城职业学院 全科小学教师融入 STEAM教育理念的艺术素养培养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54 王慧琴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省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微课制作与应用水平提升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55 陈花芳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微课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中的建设及应用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56 宋兴甫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互助论视阈下高职教育类课程“双导师”队伍建设研究 教育与体育大类 

2019GZGG057 张香荣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视角下的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研

究与实践探索 
旅游大类 

2019GZGG058 张红娜 南阳职业学院 教育人类学视阈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旅游大类 

2019GZGG059 张  媛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基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需求的高职双语教学体系研究和实践 旅游大类 

2019GZGG060 吴娟娟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永磁同步电机轻微匝间短路故障的检测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2019GZGG061 李文举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智能信息技术的火电厂集控运行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2019GZGG062 孟立慧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农林牧渔大类 

2019GZGG063 马丹丹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中原经济区生态园林建设省市县树和省市县花研究 农林牧渔大类 

2019GZGG064 陈星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不同浓度的 8-HQ、水杨酸对雏菊切花保鲜的效应研究 农林牧渔大类 

2019GZGG065 张贺伟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牛羊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农林牧渔大类 

2019GZGG066 邓  珂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引领下的园林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农林牧渔大类 

2019GZGG067 胡晓冰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丁酸梭菌筛选及比较基因组学分析 生物与化工大类 

2019GZGG068 胡  鹏 焦作大学 可降解复合高吸水性树脂对废水重金属离子处理研究 生物与化工大类 

2019GZGG069 王婷婷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杜仲活性成分的提取及在食品中的应用研究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2019GZGG070 赵  辰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城市供水水库水资源利用研究与实践 水利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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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GZGG071 张晓磊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钢衬钢筋钢纤维混凝土压力管道阻裂机理研究 水利大类 

2019GZGG072 李  艳 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 基于 Sentinel遥感数据的麦田土壤墒情反演 水利大类 

2019GZGG073 魏国安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职教二十条背景下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专业定位及人才

培养路径研究 
土木建筑大类 

2019GZGG074 杨  磊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市区建筑物密集区的深基坑开挖施工与紧邻刚性长短桩

复合地基的相互影响的研究 
土木建筑大类 

2019GZGG075 饶  兰 开封大学 纤维珊瑚混凝土力学性能及本构关系研究 土木建筑大类 

2019GZGG076 杨  柳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BIM技术在轨道交通施工中的应用研究 土木建筑大类 

2019GZGG077 赵  萌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影响下高职院校公共艺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改革 文化艺术大类 

2019GZGG078 胡  娟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录音技术在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中的实践应用研究 文化艺术大类 

2019GZGG079 王  斌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木工实训教学改革研究 文化艺术大类 

2019GZGG080 鄢彬彬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河南旅游城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研究 文化艺术大类 

2019GZGG081 孟晓辉 开封大学 以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河南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文化艺术大类 

2019GZGG082 李峰亮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文化传承视野下“非遗”纳入高职院校课程体系研究—

以少林武术为例 
文化艺术大类 

2019GZGG083 李  培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校园虚拟漫游系统设计与展示 文化艺术大类 

2019GZGG084 江世明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成果社会转化与传播

路径研究 
新闻传播大类 

2019GZGG085 王  佳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基于广告课程模块

的教学实践探索 
新闻传播大类 

2019GZGG086 王  克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羧酸功能化的多钒氧簇的合成及生物学活性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87 石  科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去泛素化酶 USP3通过影响 AuroraA的去泛素化抑制食管

癌增殖的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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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GZGG088 高雅琪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专业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89 崔颜宏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临床应用的“理-实-虚”一体化解剖学实验教学改革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0 张小玲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过表达 KLF5对胃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1 朱宝安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PTPRJ在人前列腺癌细胞株 DU145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2 薛士鹏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淋球菌 nspA-ctxB融合基因原核载体的构建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3 吕长坤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造血干细胞捐献后电解质和骨代谢相关指标变化及意义

的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4 于舒雁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药学专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5 侯小丽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人体解剖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6 柳  璐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养老背景下智能医疗产品的需求调查与应用推广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7 赵  新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以护理工作过程为导向《康复护理学》精品课程的研究 医药卫生大类 

2019GZGG098 王  磊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水泥工艺故障诊断与预测算法研究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099 宣  峰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实训装置研究设计及实训项目开发”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0 申超群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娱乐型机器人的开发与应用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1 王艳丽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针对机器学习中分类问题的集成特征选择算法研究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2 黄  樱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沙盘系统的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核心课程实训标准

的研究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3 高  云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迈腾 B8轿车车载网络教学系统研究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4 范  龙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实训创研室”的机械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研究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5 李俊堂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双元育人，分段上岗”人才

养模式研究与实施 
装备制造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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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GZGG106 鲁  佳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下新型活页式教材的开发与应用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7 吉文哲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智能空调控制系统应用研究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8 李  静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一款新型防冻液滤清器的研发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09 王永科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双元制”模式下机电专业群教学改革与实践推广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10 赵  方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具有功率因数调节和电子负载功能的直流稳压电源的研究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11 郑晓茜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ZigBee技术的温室大棚远程监控系统设计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12 袁文凤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嵌入式果树施药仿形喷雾的控制系统 装备制造大类 

2019GZGG113 张耀辉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基于氟石膏和电石渣等工业废料的新型高性能注浆充填

材料研发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2019GZGG114 张  剑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倾斜摄影测量和 BIM技术在园区绿化中的应用研究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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