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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奖情况

2017 年度教师获奖明细

1. 2017年教育部发展规划中心课程改革获奖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参赛教师 所获奖项

1 第五期应用型课程建设大课堂 夏巧丽 二等奖

2 首届应用型课程改革实践征文大赛 郭胜青 一等奖

3 首届应用型课程改革实践征文大赛 邵素军 三等奖

4 第六期应用型课程建设大课堂 蔡昌茂 一等奖

5 第二届应用型课程改革实践征文大赛 蒋媛媛 一等奖

合计

2. 云南省首届教师教学比赛获奖一览表

序号 参赛教师 参赛课程 所获奖项

1 徐永梅 高等数学 特等奖

2 金志辉 平法识图 二等奖

3 赵紫伟 生物化学 优秀奖

4 张帆 财务管理综合实验 优秀奖

5 金灵 创业基础 优秀奖

合计

18



3. 第八届云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等次

1
应用型大学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

杨红卫、杨军、焦艳军、李楠、

李林
一等奖

合计

4. 云南省首届创新创业师资教学技能大赛获奖一览表

序号 参赛教师 所获奖项

1 李林 金奖

2 胡琼 银奖

合计

5. 首届校级教学名师获奖一览表

序号 所属学院 姓名 主讲课程

1 财会金融学院 李锋 《金融学概论》

2 工程学院 金志辉 《平法识图》

3 创新创业学院 李林 《创业基础》

4 人文艺术学院 许守蕾 《包装设计》

5 工程学院 乔琳 《电力电子技术》

合计

6. 第二届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奖一览表

序号 推荐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所获奖项

1
《包装设计项目化主题设计——校

园文化宣传产品系列设计》课件

李丽丽、许守蕾、石丽君、

张程、者胜祥
三等奖

2
《建筑工程计量与定额应用》实践教

学模式的改革与研究

徐静、叶美英、夏屿馨、

杨忠杰、杨张鉴镜
三等奖

3
学前教育专业工学交替实践教学模

式探索

陈香艳、杨丽芳、张程、

张鑫、丁晓琼
三等奖

4
构建虚拟仿真商业综合实验平台，培

养应用型经管人才
孙明山、李楠、郭胜青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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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功能建筑三视图投影模型 金志辉、宋爱苹 三等奖

6 平法识图（云教材） 金志辉、宋爱苹 二等奖

7 电子商务专业“以赛促学”教学模式
蒋媛媛、毛艳琼、王元十、

单维霞
二等奖

8
基于 VBSE 平台的跨专业模块化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孙明山、李楠、 罗喆、

罗小娟、 刘娟
二等奖

9

基于应用型大学建设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建的

探索与实践

杨红卫、杨军、焦艳军、

李楠、李林、解道赟
一等奖

10
工作内容系统化、工作任务课程化为

导向的专业课程改革的组织与实施

郭思智、宋飞宇、杨军、

甄祯、温荣坤、胡志昕
一等奖

合计

7. 优秀校外实习实践基地获奖一览表

序号 学院 基地名称

1 人文艺术学院 昆明市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慧谷分园

2 财会金融学院 正保教育财会实习实训中心

3 医学院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4 工程学院 云南云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 医学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6 医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 医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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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就业工作获奖统计

序号 奖项或荣誉称号 获奖时间 获奖级别 颁发单位

1 云南省201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二等奖 2010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2 云南省201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1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3 云南省201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2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4 云南省201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3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5 云南省高校大学生创业园示范园 2012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6 云南省201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4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7 2013年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 2013年4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8 云南省2014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5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9 2014年云南省就业创业工作创新奖 2015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0 云南省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2016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1 云南省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6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2 云南省2015年校园招聘活动优秀组织奖 2016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3 2015年云南省高校创新创业奖 2016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4 云南省2016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7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5 2016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创新奖 2017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6 2016年度高校毕业生年度质量报告优秀奖 2017年1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7 云南省2017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2018年2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8 2017年度鼓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先进集体 2018年2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19 2017年度全省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2018年2月 省级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

20 2017年度中国校企合作好案例 2017年11月 国家级 中国产学研合促进会  中国校企协同产学研创新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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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省级  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统计表

  制表部门：教学工作部      制表时间：2016年12月20日

序号 参赛赛项 参赛形式 赛项级别 主办 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1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徐永梅
江乾龙  汪建波  

马高强
云南省二等

奖
2016年10月

2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丁九桃
余迪  莫虎  
耿家寿

云南省二等
奖

2016年10月

3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杨淑菊
黎邵兴  段晓东  

白琴
云南省三等

奖
2016年10月

4
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

赛常规赛
团队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覃雍容
柯薇  张红友  

岳庆
三等奖 2016年10月

5
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

赛BIM5D管理挑战赛
团队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覃雍容
柯薇  张红友  

岳庆
二等奖 2016年10月

6
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
赛BIM招投标项目管理挑战赛

团队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覃雍容

柯薇  张红友  
岳庆

三等奖 2016年10月

7
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

赛全能赛
团队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覃雍容
柯薇  张红友  

岳庆
三等奖 2016年10月

8
第三届“广联达杯”云南省工程

造价及工程管理技能大赛
团队赛 省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覃雍容
柯薇  张红友  
岳庆  陆彦琳

三等奖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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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参赛形式 赛项级别 主办 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9
全国中  高等院校第九届BIM算

量大赛总决赛—全能赛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杨忠杰

王春晓 张梦婷 
胡静梅

三等奖 2016年10月

10
全国中  高等院校第九届BIM算

量大赛总决赛—常规赛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杨忠杰

王春晓 张梦婷 
胡静梅

三等奖 2016年10月

11 "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付玉梅  王爱玲  
张箪

铜奖 2016年5月

12
第四届“网中网杯”本科组财务

决策大赛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
经教育分会

杨党仆 
路帷

何岩鑫  王浩源  
陈璟  刘鑫薇  
毕焰惠  杨仙双

三等奖 2016年5月

13
2016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

训大赛总决赛
团体赛 国家级

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

李刚

李娜  卓玉祥  黄如叶 
刘刚  刘鑫薇  王爱玲
李 奎  余 嘉  毕焰惠 

李天娇

二等奖 2016年6月

14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
析大赛总决赛暨第四届海峡两岸
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大陆

地区选拔赛

团体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刘丽娟

则沙  田晓梅  
侯睿  熊艳娇

三等奖 2016年5月

15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云南赛区总决

赛（本科组）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
经教育分会

周银燕 
郭胜青

丁麟  罗庆  余祖彪  
余晓红  李兆艳

一等奖 2016年6月

16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全国总决赛

（本科组）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
经教育分会

郭胜青 
姚伯瑾

杨宗达  余祖彪  
李兆艳  岩罕扁  张菊 
李瑶  游思静  雷婉莹

二等奖 2016年11月

17
全国院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科云

杯”财会职业能力大赛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
会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

余琼 
卢梁彦

代龙帅  刘丽娟  
吴珊珊

三等奖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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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参赛形式 赛项级别 主办 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18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维修电工技能）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周诗懿 李海涛 三等奖 2016年5月

19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维修电工技能）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毛爱林 邱国军 二等奖 2016年5月

20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二等水准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张赟 三等奖 2016年5月

21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测绘二等水准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杨永芳 三等奖 2016年5月

22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测绘二等水准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高浩洁 三等奖 2016年5月

23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测绘二等水准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姚建磊 三等奖 2016年5月

24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测绘一等导线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毛梦宇 三等奖 2016年5月

25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测绘一等导线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石丙聪 三等奖 2016年5月

26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测绘一等导线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蓝文涛 三等奖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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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参赛形式 赛项级别 主办 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27
2016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专业
技能大赛（测绘一等导线测量）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 
蔚立军

杨永根 三等奖 2016年5月

28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周海攀
代有兵  杨煌  

邓贵元
云南省二等

奖
2016年10月

29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朱美玲
仁洪建  汪莲涛  

沙飞
云南省三等

奖
2016年10月

30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丁九桃  
董敏

杨飞  谭江  
罗龙松

云南省三等
奖

2016年10月

31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徐永梅  
张联霞

李攀  康强  
岩轰坎

云南省三等
奖

2016年10月

32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

应用大赛（全能赛）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毕江倩

段福伟  张粲  
昝保成

三等奖 2016年6月

33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

应用大赛（常规赛）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毕江倩

段福伟  张粲  
昝保成

二等奖 2016年6月

34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
应用大赛（BIM5D管理挑战赛）

团体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毕江倩
段福伟  张粲  

昝保成
一等奖 2016年6月

35
第三届云南省大学生工程造价技

能大赛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林迟 余宗丞 一等奖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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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参赛形式 赛项级别 主办 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36
第三届“广联达杯”云南省工程
造价及工程管理技能大赛招投标

项目沙盘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孙海宁  
张涛

邓斌斌 邵晓莉 孔渊  
唐朝晖

二等奖 2016年4月

37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创效大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杨景  滕晓宇 杨倩 
诸臣毅  朱琳  陈婷

金奖 2016年5月

38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创效大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倪静 杨骐瑞 李雪 
谭立维 何兴宇

金奖 2016年5月

39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创效大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杨耀花  付玉梅 徐建
谊  王爱玲 张箪 张悦

金奖 2016年5月

40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创效大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张颖异  李曼  邓斌斌 
凌鑫  王莹

银奖 2016年5月

41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创效大赛（社会调研论

文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张颖异 李曼 邓斌斌  
凌鑫  王莹

银奖 2016年5月

42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创效大赛（社会调研论

文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杨耀花 徐建谊 张悦 银奖 2016年5月

43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创效大赛（社会调研论

文竞赛） 
团体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倪静 杨骐瑞 李雪 
谭立维  何兴宇

金奖 2016年8月

44 会计科目扑克大赛 个人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宁会珍 罗进飞 第一名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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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子商务技能比赛 团体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杨勇
 黄一凡 王宇 
自然 杨君叶

第一名 2016年4月

46 会计技能大赛 团体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杨党仆 
陈明玉

张猛  杨璨  李啸  
付秀琼  罗进飞  

荀诗龙  胡建良 范海
凤

第三名 2016年5月

47
第十二届全国职业院校“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高职组）

云南赛区总决赛 
团体 省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
经教育分会

周银燕 
郭胜青

李瑶  王瑞娟  杨宗达 
游思静 雷婉莹

一等奖 2016年6月

48
第十二届全国职业院校“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高职组）

全国总决赛
团体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
经教育分会

郭胜青
丁麟  李瑶 王瑞娟  
游思静  雷婉莹

二等奖 2016年7月

49
全国院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科云

杯”财会职业能力大赛
团队 国家级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
会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

余琼  
卢梁彦

李亚楠 海融 杨君秀 三等奖 2016年5月

50 新媒体作品大赛 团体赛 省级 国际新媒体节组委会 唐佳 解若兰 虞俐 段智仁 入围奖 2016年7月

51
云南省第四届东南亚泰语演讲比

赛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仲如林 张剑芳 优秀奖 2016年3月

52 云南省英语口语比赛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刘小红 董洋芳 优秀奖 2016年4月

53 文秘技能大赛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荣文 宋丹 三等奖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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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药学综合技能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董晓蕾 王洁 二等奖 2016年5月

55 护理技能大赛 个人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洁 赖思帆 三等奖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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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学年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省级及以上学科、专业技能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层次 赛项名称 竞赛形式 参赛选手 等级 指导教师

1 本科
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BIM应用技能比赛-BIM造价应用技

能大赛
团队赛 陈思君 何治睿 候龙洁 三等奖 叶美英 徐静 王建英

2 本科
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BIM应用技能比赛-BIM施工项目管

理应用技能大赛
团队赛 蔡正亚 李天文 张国婷 优胜奖 覃雍容 毕江倩 张涛

3 本科 2017年云南省第四届大学生工程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团队赛 蒋革 谷慧 赵钰涓 一等奖 何明前 马石飞

4 本科 2017年云南省第四届大学生工程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团队赛 沈李智 刘丽 胡静梅 二等奖 赵永康 何明前

5 本科 2017年云南省第四届大学生工程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团队赛 王振兴 闫鹏 余昌盛 二等奖 何明前 马石飞

6 本科
全国高等院校建筑软件技能认证大赛--BIM算量大赛（合

作共赢团队）
团队赛

朱丽芬 段羿 代有兵 冯伟 李佳骏 邓斌 
廖兵 李婷 赵娇 何治睿 吴建勇 曹兴仙 
孙晓云 赵淑媛 陈蓉 侯龙洁 黄娅 毕美竹 

曾家玉 段晓东 雷光兴 唐小川 陈明 
王肖润 张馨月 梁静梅 袁宇 张乃乾 
胡亮东 张雪婷 袁源 陈慧丽 李福海

三等奖 蔡学梅 杨妮

7 本科 2017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云南赛区 团队赛 杨增礼 金秦贵 文泽桢 三等奖 张淑娟 杨淑菊

8 本科
2017年第四届云南省大学生工程造价与工程管理技能大

赛-工程算量
团队赛 何治睿 侯龙洁 一等奖 徐静 叶美英

9 本科
2017年第四届云南省大学生工程造价与工程管理技能大

赛-工程算量
团队赛 陈思君 朱兴海 三等奖 叶美英 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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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层次 赛项名称 竞赛形式 参赛选手 等级 指导教师

10 本科
2017年第四届云南省大学生工程造价与工程管理技能大

赛-工程项目管理沙盘
团队赛 蔡正亚 徐明珠 周江 三等奖 覃雍容

11 专科
第十一届全国水利职业院校“蜀水杯”技能大赛-工程测量

工
团体赛 何思磊 黄江荣 岩上 张金雄 三等奖 蔚立军 杨华成

12 专科
第十一届全国水利职业院校“蜀水杯”技能大赛-坝工土料

试验工（常规土工检测）
团体赛 李荣红 于壮壮 张杰红 三等奖 黄春丽 张涛

13 专科
第十一届全国水利职业院校“蜀水杯”技能大赛-混凝土设

计与检测
团体赛 段维肖 罗加明 田瑞碧 三等奖 廖淞竣 张涛

14 专科
第十一届全国水利职业院校“蜀水杯”技能大赛-制图员

（水利工程CAD）
团体赛 李沐宸 王珝镔 宋飞宇 三等奖 覃雍容 杨华成

15 专科
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BIM应用技能比赛-BIM造价应用技

能大赛
团队赛 代有兵 王雪茹 杨伟刚 优胜奖 张琦敏 杨忠杰 毕江倩

16 专科
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BIM应用技能比赛-BIM施工项目管

理应用技能大赛
团队赛 王成 钟宇 周涛 优胜奖 毕江倩 张琦敏 覃雍容

17 专科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团队赛 康文卓 蒋润怀 黎智勇 费文志 金奖 乔琳 卢诚

18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测绘大赛 团队赛 李垚 王朗生 杨国磊 郑从升 二等奖 颜加斌 蔚立军

19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汽车营销 团队赛 王欢 苏炳昌 二等奖 曹录翠

20 专科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团队赛 李春尧 温迪 余媛 二等奖 李星源 卢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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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维修电工技能 个人赛 和林峰 二等奖 周诗懿

22 专科 2017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云南赛区 团队赛 何霁 王印 赵霜 二等奖 徐永梅 董敏

23 专科 2017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云南赛区 团队赛 杨正波 王宏 常禹飞 二等奖 丁九桃 朱美玲

24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维修电工技能 个人赛 蒋润怀 三等奖 胡国顺

25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 团队赛 李继宏 吴鑫 王进 张瑞东 三等奖 马石飞

26 专科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团队赛 张宇 刘少松 普龙 三等奖 李星源 卢诚

27 专科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团队赛 刘颖 保云猛 何宇 三等奖 李星源 卢诚

28 专科
2017 年第四届云南省大学生工程造价与工程管理技能大

赛---算量
团队赛 高乾 张雪婷 二等奖 蔡学梅 杨妮

29 专科
2017 年第四届云南省大学生工程造价与工程管理技能大

赛---招投标
团队赛 邓斌斌 邵晓莉 杨家龙 三等奖 李涛 张涛

30 本科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江乾龙 汪建波 马高强 二等奖 徐永梅

31 本科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余迪 莫虎 耿家寿 二等奖 丁九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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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科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黎邵兴 段晓东 白琴 三等奖 杨淑菊

33 专科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代有兵 杨煌 邓贵元 二等奖 周海攀

34 专科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仁洪建 汪莲涛 沙飞 三等奖 朱美玲

35 专科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杨飞 谭江 罗龙松 三等奖 丁九桃 董敏

36 专科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李攀 康强 岩轰坎 三等奖 徐永梅 张联霞

37 专科
第十二届全国职业院校“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全

国总决赛
团体赛 丁麟 李瑶  游思静  王瑞娟 雷婉莹 二等奖 郭胜青

38 本科 “科云杯”全国大学生财会职业能力大赛 团体赛 代龙帅  颜霖 罗廷顺   吴珊珊 二等奖 余琼

39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团体赛
罗泓麟  周敬凌 杨飞龙  张江伟 赵靖   
张霄鹏 李凯 张福云 杨智冰  杜晨瑞 

二等奖 李锋 王晶贞

40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何思蕾 二等奖 李锋 李刚

41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胡晓丽 二等奖 李锋 储星星

42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何佳奇 二等奖 李锋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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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张江伟 二等奖 李锋 王晶贞

44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杨飞龙 二等奖 李锋 王晶贞

45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张霄鹏 三等奖 李锋 王晶贞

46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王儒德 三等奖 李锋 李刚

47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钟清平 三等奖 李锋 储星星

48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周敬凌 三等奖 李锋 王晶贞

49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李言结 三等奖 李锋 储星星

50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罗泓麟 三等奖 李锋 王晶贞

51 专科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个人赛 化艳莹 三等奖 李锋 储星星

52 本科 第十二届“用友杯”ERP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决赛 现场赛 杨宗达 张菊  李兆艳 岩罕扁 余祖彪 二等奖 姚伯瑾

53 专科 “税友衡信杯”税务技能大赛预选赛 团体赛  黄晓旭 普梦婷  汪阳 杨璨 殷鑫瑞  一等奖 周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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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专科 云南省会计科目扑克大赛 个人赛 马芮 一等奖 高景

55 专科 云南省会计科目扑克大赛 个人赛 丰明旭 二等奖 高景

56 专科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赛 现场赛  游思静  高婕  杨琼  雷婉莹 李伟梦  一等奖 姚伯瑾

57 本科 云南省ERP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赛 团体赛 岩罕扁  王继立  余祖彪  杨钧 朱新 一等奖 周银燕

58 专科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全国总决赛 团体赛 陈俊梅 余祖彪 郭题尔 岩罕扁 朱新 二等奖 周银燕

59 教师
首届“科云杯”云南省职业院校财会专业教师互联网+财

会职业能力大赛
团体赛 余琼 张晓燕 赵睿 周银燕 一等奖 ——

60 专科 云南省电子商务技术大赛 团体赛 马江涛 蒋志远 普清玉 李唯霞 二等奖 毛艳琼 杨国静

61 本科 云南省电子商务技术大赛 团体赛 杨磊 张孙辉 陈余辉 周心怡 二等奖 毛艳琼 蒋媛媛

62 专科 互联网+创业大赛 团体赛 杨明行 唐玲鸿 谭双平 黄一凡 三等奖 杨勇

63 专科 现代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 团体赛  杨亚娴  秦晓阳  唐世彪  丁健楠 三等奖 王元十 单维霞

64 专科 中餐主题宴会设计大赛 团体赛 唐玲鸿 陈希希  闫金敏 三等奖 任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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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专科 调酒师技能竞赛 个人赛 于谦 耿国雄 侯万龙 潘昱辰 鲁世奇 优秀奖 任海珠

66 专科 2017年云南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 个人赛 钱成城 三等奖 张鑫

67 专科 2017年云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团体赛 陈云杰 李浩 曾奕霖 高白薇 李信达 一等奖 石丽君

68 专科 2017年云南省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 个人赛 李安锐 三等奖 陈香艳

69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职院校“玉雕手工加工”技能大赛 个人赛 李姝琦 三等奖 黄岸锋

70 专科 2017年云南省文秘技能大赛 个人赛 杨光龙 三等奖 王荣文

71 专科 2017年云南省文秘技能大赛 个人赛 金玲秋子 三等奖 王荣文

72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校第五届东南亚语种演讲比赛 个人赛 依香勇 优秀奖 仲如林

73 专科 2017年云南省高校第五届东南亚语种演讲比赛 个人赛 刀承杰 三等奖 张丽娟

74 专科 2017年云南省英语口语技能大赛 个人赛 李佳琳 三等奖 费娟

75 专科 2017年云南省家具设计技能大赛 团体赛 马莎 何荣健 三等奖 罗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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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层次 赛项名称 竞赛形式 参赛选手 等级 指导教师

76 专科 2017年云南省汉柏杯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团体赛 杨洁 黄印煦 二等奖 张继消

77 专科 第二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节暨新媒体原创作品大赛 团体赛 虞俐 解若兰 段智仁 优秀奖 唐佳

78 专科 护理技能大赛 个人赛 余丽雪 三等奖 耿佳

79 专科 护理技能大赛 个人赛 夏雨楠 三等奖 耿佳

80 专科 护理技能大赛 个人赛 李富溶 三等奖 耿佳

81 专科 药学综合技能大赛 个人赛 马冬桔 二等奖 郭文娟

82 专科 药学综合技能大赛 个人赛 王春花 三等奖 唐艳梅

83 专科 药学综合技能大赛 个人赛 段生琼 三等奖 赵紫伟

84 本科
第二届云南省高校口译大赛暨中国翻译协会‘LSCAT杯’

第六届全国口译大赛云南省复赛
个人赛 陶启文 优秀奖 贾良彦 祁雯

85 本科
第二届云南省高校口译大赛暨中国翻译协会‘LSCAT杯’

第六届全国口译大赛云南省复赛
个人赛 金佳 优秀奖 贾良彦 祁雯

86 专科 第八届“外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 个人赛 刘会琴 特等奖 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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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层次 赛项名称 竞赛形式 参赛选手 等级 指导教师

87 专科 第八届“外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 个人赛 熊杰 三等奖 邱晓婷

88 专科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三创挑

战赛云南省区选拔赛 团体赛 李云霄 宋丹婷 马静妮 孟享 程熠 一等奖 焦艳军 李林

89 专科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三创挑

战赛云南省区选拔赛 团体赛 王思琪 王帅 李子豪  祁京哲 二等奖 焦艳军 李林

90 专科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三创挑

战赛云南省区选拔赛 团体赛 陈江 张奥博 徐彦菲 恭瑜 徐雨云 三等奖 焦艳军 李林

91 专科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三创挑

战赛云南省区选拔赛 团体赛
何兴宇 应宗坤 张力丹 曾健冲 唐浩程 丁

雪艳
三等奖 焦艳军 李林

92 专科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三创挑

战赛云南省区选拔赛 团体赛 李继鹏 罗婧语 陈星宇 张辉洁 张宇 优秀奖 焦艳军 李林

93 专科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三创挑

战赛云南省区选拔赛 团体赛 马立豪 李红胜 唐勇 卢西 赵友维 优秀奖 焦艳军 李林

94 专科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三创挑

战赛云南省区选拔赛 团体赛 高志越 字雪林 王彪 杨毅 倪静 杨蕾 王淇 优秀奖 焦艳军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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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技能大赛统计表

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承办单位 参赛人数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获奖情况

1
云南省大学生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工程造价项目）
省级

昆明理工大学
城市学院

4人
裴婉君、
徐静

15687470136 一等奖、三等奖

2
云南省大学生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工程管理项目）
省级

昆明理工大学
城市学院

4人 匡燕霞 13769143967 二等奖

3
云南省大学生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工程招投标项目）
省级

昆明理工大学
城市学院

4人 娄利芳 13648870865 二等奖

4
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维修电工技能竞赛

省级 昆明工业职业学院 3人 谢实 13668792936 二等奖

5
云南省“南方测绘杯”高等院校测绘技能大

赛
省级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人

王建英、
颜加斌

13888285236 无

6 云南省第五届大学生电子设计技能竞赛 省级 昆明理工大学 6人 谢实 13668792936 计划参赛

7 药学综合技能大赛 省级 楚雄高等医药专科学校 2
苏海林、赵紫伟、

李珊珊
15887052890 三等奖

8 护理技能大赛 省级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3
干敏、王洁、
冯福静、吴曼

13888299240
其中一名同学获得三

等奖

9 2015年云南省高等学校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省级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12 郭胜青、姚伯瑾 15969574880

10 2015年高等学校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国赛 国家级 —— 5 郭胜青、姚伯瑾 15969574880

11 2015年云南省会计信息技能大赛 省级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8 陈明玉、杨党仆 15087068187 省级二等奖、三等奖

12 2015年全国会计技能大赛 国家级 山西经贸学院 4 陈明玉、杨党仆 1508706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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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学生技能大赛获奖统计表

制表部门：教学工作部 制表时间：2016年10月12日

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参赛形式 参赛学生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荣获奖项 备注

1 药学综合技能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董晓蕾 二等奖

2 护理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洁 三等奖

3 会计科目扑克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宁会珍 一等奖

4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国赛 省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
计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刘丽娟、杨颖 三等奖

5 电子商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杨勇 一等奖

6 会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杨党仆/陈明玉 三等奖

7 会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杨党仆/陈明玉 三等奖

8 第四届“网中网杯”本科组财务决策大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杨党仆、路帷 三等奖

9 2016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总决赛 国家级
全国金融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

李刚（获优秀指导
教师）

二等奖

10
第十二届全国职业院校“新道杯”沙盘模拟经

营大赛全国总决赛
国家级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会商科专业委员

会
郭胜青 二等奖

10 "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一等奖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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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参赛形式 参赛学生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荣获奖项 备注

11 "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三等奖    

（铜奖）

12 "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三等奖    

（铜奖）

13 "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优胜奖

14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二等奖    

（银奖）

15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三等奖    

（铜奖）

16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三等奖    
(铜奖)

17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创效

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一等奖 （金
奖）

18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创效

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一等奖    
（金奖）

19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创效

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一等奖    
（金奖）

20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创效

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二等奖    
（银奖）

21
“移动4G+”--“创青春”云南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
市厅级 共青团云南省委 焦艳军/李林

三等奖    
（铜奖）

22
“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创效

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 焦艳军/李林

二等奖    
（银奖)

23 维修电工技能 省级 个人赛 李海涛 云南省教育厅 周诗懿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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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参赛形式 参赛学生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荣获奖项 备注

24 维修电工技能 省级 个人赛 邱国军 云南省教育厅 毛爱林 二等奖

25 测绘（二等水准测量） 省级 个人赛 张赟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26 测绘(二等水准测量) 省级 个人赛 杨永芳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27 测绘（二等水准测量） 省级 个人赛 高浩洁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28 测绘（二等水准测量） 省级 个人赛 姚建磊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29 测绘（一等导线测量） 省级 个人赛 毛梦宇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30 测绘（一等导线测量） 省级 个人赛 蓝文涛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31 测绘（一等导线测量） 省级 个人赛 杨永根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31 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省级 个人赛 余宗丞 云南省教育厅 林迟 一等奖

32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 团体赛（论文C）
代有兵、杨煌、

邓贵元
云南省教育厅 周海攀 云南省二等奖

33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 团体赛（论文D）
仁洪建、汪莲涛、

沙飞
云南省教育厅 朱美玲 云南省三等奖

34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 团体赛（论文C）
杨飞、谭江、

罗龙松
云南省教育厅 丁九桃、董敏 云南省三等奖

35
第三届“广联达杯”云南省工程造价及工程管

理技能大赛招投标项目沙盘赛
省级 团体赛

邓斌斌、邵晓莉、
孔渊、唐朝晖

云南省教育厅 孙海宁、张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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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参赛形式 参赛学生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荣获奖项 备注

36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赛（全能

赛）
国家级 团体赛

段福伟、张粲、
昝保成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毕江倩 三等奖

37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赛（常规

赛）
国家级 团体赛

段福伟、张粲、
昝保成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毕江倩 二等奖

38
第七届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大赛

（BIM5D管理挑战赛）
国家级 团体赛

段福伟、张粲、
昝保成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毕江倩 一等奖

39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 团体赛（论文D）
李攀、康强、

岩轰坎
云南省教育厅 徐永梅、张联霞 云南省三等奖

40 测绘（一级导线测量） 省级 个人赛 石丙聪 云南省教育厅 王建英/蔚立军 三等奖

41 新媒体作品大赛 国家级
国际新媒体节组委

会
唐佳 入围奖

42 云南省第四届东南亚泰语演讲比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仲如林 优秀奖

43 云南省英语口语比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刘小红 优秀奖

44 文秘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王荣文 三等奖

一等奖6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4项、优秀奖3项、入围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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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学生技能大赛获奖统计表

制表部门：教学工作部 制表时间：2015年12月20日

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荣获奖项 备注

1
云南省大学生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工程造价项目）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裴婉君、
徐静

一等奖

2
云南省大学生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工程造价项目）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三等奖

3
云南省大学生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工程管理项目）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匡燕霞 二等奖

4
云南省大学生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技能大赛

（工程招投标项目）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娄利芳 二等奖

5 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维修电工技能竞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谢实、周诗懿 二等奖

6 云南省第五届大学生电子设计技能竞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谢实、周诗懿、余静 三等奖

7 全国中、高等院校BIM算量大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裴婉君 三等奖

8
全国中、高等院校BIM施工管理沙盘及软件应用

大赛
省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覃雍容 二等奖

9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丁九桃、周海攀、
魏炎炎、徐永梅、

杨淑菊

二等奖

10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三等奖

11 云南省大学生会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陈明玉、杨党仆

二等奖

12 云南省大学生会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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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荣获奖项 备注

13 云南省大学生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姚伯瑾、郭胜青

一等奖

14 云南省大学生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二等奖

15 云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蒋媛媛

一等奖

16 云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三等奖

17 云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 李林

一等奖

18 云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一等奖

19 云南省大学生中华茶艺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高远、任海珠   三等奖

20
全国第十一届"用友新道杯"企业ERP模拟经营大

赛
国家级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商科专业委员
会

郭胜青 一等奖

21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总决赛
暨第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大陆地区选拔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刘丽娟 三等奖

22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决策大赛 国家级 全国高等财经职业教育协作委员会 余琼、罗娟 三等奖

25 护理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干敏、王洁 三等奖

26 药学综合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苏海林、李珊珊 二等奖

27 药学综合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苏海林、李珊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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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荣获奖项 备注

28
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广告艺术

（平面类）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关小荣 一等奖

29
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室内装饰

设计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石丽君、罗飞辉 二等奖

30 云南省2015年计算机作品赛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张鑫 三等奖

31
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数字媒体

技术应用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张继消 二等奖

32 首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节 国家级 国际大学生新媒体节组委会 张继消 优秀奖

33
云南省教育厅禁毒防艾保和谐摄影比赛-《古镇

风情》-《壮志凌云》-《雪山古镇》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张继消

二等奖

34
云南省教育厅禁毒防艾保和谐摄影比赛-《雪山

古镇》
省级 云南省教育厅 三等奖

35 201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省级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李荣妮、邵胤、金鑫
、刘小红

C类一等奖

36 201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省级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B类二等奖

37 201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省级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D类三等奖

一等奖8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13项、

45



2014学年大学生技能大赛获奖统计表

制表部门：教学工作部 制表时间：2014年12月15日

序号 申报赛项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赛项级别 荣获奖项

1 汽车营销 云南省教育厅 高冰 省级 三等奖

2 企业运营管理沙盘 云南省教育厅 李林 省级 三等奖

3 现代物流 云南省教育厅 王元十 省级 三等奖

4 市场调查 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焦艳军 国家级 一等奖

5
“挑战杯——彩虹人生”云南省首届职业院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省级 金奖（三项）

6
“挑战杯——创青春”云南省职业院校创新创效创业

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省级 金奖（一项）

7
“挑战杯——创青春”云南省职业院校创新创效创业

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省级 铜奖（一项）

8 “挑战杯——彩虹人生”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中共团委 焦艳军、李林 国家级 铜奖

9
“挑战杯——创青春”云南省职业院校创新创效创业

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焦艳军、李林 省级 银奖（二项）

10 “挑战杯——创青春”创业大赛 中共团委 焦艳军、李林 国家级 铜奖

11 市场调查分析 云南省教育厅 刘丽娟 省级 二等奖

12 英语口语（3） 云南省教育厅 李荣妮、祁雯 省级 二等奖

13 园林景观设计 云南省教育厅 赵志瑾 省级 三等奖

14 应用艺术设计 云南省教育厅 许守蕾 省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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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赛项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赛项级别 荣获奖项

15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云南省教育厅 唐佳、张继消 省级 三等奖

16 泰国孔敬大学杯泰语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李志强、仲如林 省级 三等奖

17 文秘 云南省教育厅 邓丽平 省级 未获奖

18 英语口语（3） 云南省教育厅 邱晓婷、刘蓉华 省级 未获奖

19 安宁市“夏日扬帆 法治领航”大学生法律知识竞赛
安宁市普治办联合市社管综治办、市职

教基地管委会、团市委
李娅媛 省级 一等奖

20 2014年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护理技能 云南省教育厅 吴曼、冯福静 省级 未获奖

21 2014年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药学综合技能 云南省教育厅
许银凤、蔡苇、

李珊珊
省级 未获奖

22 2014年云南省首届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黄艳、段红菊 省级 二等奖

23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陈明玉 国家级 一等奖

24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陈明玉 国家级 二等奖

25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陈明玉 国家级 三等奖

26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杨党仆 国家级 一等奖

27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杨党仆 国家级 二等奖

28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云南省教育厅 杨党仆 国家级 三等奖

29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省教育厅 周银燕 省级 一等奖

30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省教育厅 周银燕 省级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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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赛项 主办单位 指导教师 赛项级别 荣获奖项

31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省教育厅 郭胜青 省级 一等奖

32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省教育厅 郭胜青 省级 二等奖

33
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

赛全国总决赛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郭胜青 国家级 二等奖

34
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

赛全国总决赛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银燕 国家级 二等奖

35 2013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决策大赛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杨党仆 省级 一等奖

36 2014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决策大赛 厦门财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杨党仆 国家级 三等奖

37 2015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决策大赛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陈明玉 省级 一等奖、

38 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决策大赛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陈明玉 省级 一等奖

39 2013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决策大赛
    厦门财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陈明玉 国家级 三等奖

40 全国高校“大智慧杯”金融精英大赛 上海大智慧软件公司 靳来 国家级 最佳学校

41 全国高校“大智慧杯”金融精英大赛 上海大智慧软件公司 靳来 国家级 优秀指导教师第三名

1.金奖两项（商学院）  2.银奖一项（商学院）  3.铜奖三项（商学院）  4.一等奖八项（商学院一项、人文学院一项，财经学院六项）  5.二等奖九项（ 
商学院一项、人文学院一项、康复与护理一项、财经学院六项）   6. 三等奖十一项（商学院三项、人文学院四项、财经学院四项）   7.优秀指导教师全国

模拟白银组第三名（财经学院）   8. 最佳学校（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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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学生技能大赛获奖统计表

制表部门：教学工作部 制表时间：2016年10月12日

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主办单位 获奖学生 荣获奖项 备注

1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应用艺术设计（平

面单项）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李航 一等奖

2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文秘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张志华 三等奖

3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文秘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李若荣 三等奖

4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英语口语（专业

组）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刘娅唯 三等奖

5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会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李先方 三等奖

6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会计技能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王智 三等奖

7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市场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白耿 二等奖

8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市场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鄂壮 二等奖

9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市场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王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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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赛项 赛项级别 主办单位 获奖学生 荣获奖项 备注

10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汽车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刘宇 三等奖

11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汽车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巫浩 三等奖

12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汽车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谭俸天 二等奖

13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汽车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郭宇 三等奖

14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汽车营销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李昊宸 三等奖

15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现代物流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杨昌龙 二等奖

16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现代物流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向平 二等奖

17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现代物流大赛 省级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揭雨 二等奖

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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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学年大学生技能大赛统计表

制表部门：教学工作部 制表时间：2015年3月15日

序号 申报赛项 承办单位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荣获奖项 备注

1 汽车营销 云南交通职业学院 高冰 15025151345 三等奖 省级

2 企业运营管理沙盘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李林 15287162856 三等奖 省级

3 现代物流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王元十 13577001148 三等奖 省级

4 市场调查 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焦艳军 13529117636 一等奖 国家级

5
“挑战杯——彩虹人生”云南省首届职业院

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焦艳军
李林

15287162856 金奖（三项） 省级

6
“挑战杯——创青春”云南省职业院校创新

创效创业大赛
云南师范大学

焦艳军
李林

15287162856 金奖（一项） 省级

7
“挑战杯——创青春”云南省职业院校创新

创效创业大赛
云南师范大学

焦艳军
李林

15287162856 铜奖（一项） 省级

8 “挑战杯——彩虹人生”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中共团委
焦艳军
李林

15287162856 铜奖 国家级

9
“挑战杯——创青春”云南省职业院校创新

创效创业大赛
云南师范大学

焦艳军
李林

15287162856 银奖（二项） 省级

10 “挑战杯——创青春”创业大赛 中共团委
焦艳军
李林

15287162856 铜奖 国家级

11 市场调查分析 云南民族大学 刘丽娟 13987168660 二等奖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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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赛项 承办单位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荣获奖项 备注

12 英语口语（3）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李荣妮、祁雯 13888012417 二等奖 省级

13 园林景观设计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志瑾 13888920521 三等奖 省级

14 应用艺术设计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许守蕾 13508805682 三等奖 省级

15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唐佳、张继消 15288187538 三等奖 省级

16 泰国孔敬大学杯泰语技能大赛 云南师范大学
李志强
仲如林 

13669795826 三等奖 省级

17 文秘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邓丽平 15911530303 未获奖 省级

18 英语口语（3）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邱晓婷
刘蓉华

15288495429 未获奖 省级

19
安宁市“夏日扬帆 法治领航”大学生法律知

识竞赛
安宁市普治办联合市社管综治办
、市职教基地管委会、团市委

李娅媛 13888609515 一等奖 省级

20
2014年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护理技

能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吴曼
冯福静

15877933508 未获奖 省级

21
2014年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药学综

合技能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许银凤、蔡苇
李珊珊

13759587912 未获奖 省级

22
2014年云南省首届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技能

大赛
昆明医科大学、云南经济管理学

院
黄艳、段红菊 18287194102 二等奖 省级

23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

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陈明玉 18787482190 一等奖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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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赛项 承办单位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荣获奖项 备注

24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

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陈明玉 18787482190 二等奖 国家级

25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

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陈明玉 18787482190 三等奖 国家级

26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

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杨党仆 15087068187 一等奖 国家级

27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

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杨党仆 15087068187 二等奖 国家级

28
第七届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

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杨党仆 15087068187 三等奖 国家级

29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

经营大赛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周银燕 13529019806 一等奖 省级

30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

经营大赛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周银燕 13529019806 二等奖 省级

31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

经营大赛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郭胜青 15969574880 一等奖 省级

32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

经营大赛云南赛区总决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郭胜青 15969574880 二等奖 省级

33
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用友新道杯”沙盘模

拟经营大赛全国总决赛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郭胜青 15969574880 二等奖 国家级

34
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用友新道杯”沙盘模

拟经营大赛全国总决赛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银燕 13529019806 二等奖 国家级

35
2013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

决策大赛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杨党仆 15087068187 一等奖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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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赛项 承办单位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荣获奖项 备注

36
2014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

决策大赛
厦门财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杨党仆 15087068187 三等奖 国家级

37
2015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

决策大赛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陈明玉 18787482190 一等奖、 省级

38
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

决策大赛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陈明玉 18787482190 一等奖 省级

39
2013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网中网杯”财务

决策大赛     厦门财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陈明玉 18787482190 三等奖 国家级

40 全国高校“大智慧杯”金融精英大赛 上海大智慧软件公司 靳来 15887876585 最佳学校 国家级

41 全国高校“大智慧杯”金融精英大赛 上海大智慧软件公司 靳来 15887876585
优秀指导教师

第三名
国家级

1.金奖两项（商学院）  2.银奖一项（商学院）  3.铜奖三项（商学院）  4.一等奖八项（商学院一项、人文学院一项，财经学院六项） 
5.二等奖九项（ 商学院一项、人文学院一项、康复与护理一项、财经学院六项）   6. 三等奖十一项（商学院三项、人文学院四项、财经

学院四项）   7.优秀指导教师全国模拟白银组第三名（财经学院）   8. 最佳学校（财经学院）

制表人：杨红俊 审核人：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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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应用型课程改革

应用型课程改革的建设与实施

自 2014 年 8 月，我校被立项为云南省首批本科转型试点高校，学校领导高

度重视，积极构建宏观指导标准，全面落实建设任务，统筹推进各项建设改革。

在围绕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发展广泛调研，推进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础上，深化校企合作，结合行业标准，积极实施课程改革，

建设应用型课程体系，有效支撑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取得了一定成效。

课程改革建设思路

坚持“整体优化，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践并重，全面建设和重点建设相结合”

的原则，引导各门教改课程以行业标准为本，按照“工作任务课程化、教学任务

项目化、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理念，在遵循职业岗位的业务流程基础上，使“教

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重构应用型课程体系，力

求体现能力本位的课程目标和工作任务导向的课程内涵；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推动课程教学与信息资源的有效融合，以适应行业发展态势

及相关职业知识技能要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知识、能

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和全面提高。

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强调校企深度合作，构建以提升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应用型课

程体系

1.各学院在积极加入行业协会，与行业、典型企业开展多方合作，深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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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企业调研基础上，进行课改体系改革工作，与行业、典型企业共同确定课程

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课程评价方式等内容，保障课程改革的实效性。同时，

课程体系建设，着眼于人才培养目标，从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全局出发，打破学

科、课程间壁垒，使行业生产链与课程链有效衔接，将工作过程的职业能力作为

课程设置基本依据，注重学生职业可持续发展对基本理论技能的要求。

2.设置基于专业群的公共课平台及专业课平台的“双平台”体系，保证专

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基础理论的综合素质培育。公共课程平台，根据该专业群服

务产业发展所需的综合素质来开设课程，此类课程是保证学生职业修养与职业发

展潜力所必须开设的课程，专业群内专业均在积极建设开设；专业课程平台构建

方面，以行业标准和技术逻辑为依据，以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技术创新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和继续学习能力为目的。注重要加大专业课程应用模块的实践教学

体系开发与设计。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深入分析产业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构建

知识、能力、素质深度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二）紧密联系行业发展趋势，以专业领域新成果引领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改革课程形成教学内容更新机制，积极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引入课程

教学，课程内容能反映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使知识的

掌握服务于能力的建构。课程围绕与专业相关的最新岗位职业能力，组织教学内

容，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中心来整合相应的知识、素能，并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

再将课程教学内容按照职业成长的规律分解排列为若干教学情境。不再简单的把

职业能力培养理解为传授事实性的专业知识，更注重在职业情境中学习“如何工

作”，培养学生在复杂的工作过程中做出正确判断并采取有效行动的综合职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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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课程教学理念及方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课程资源

1.教改课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观念，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在了解学生知识基础，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

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安排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体验、反思

和探究知识。推行团队学习为主，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教学做”一体的教学

模式，尤其是问题导向教学法（PBL）、工程教育改革模式（CDIO）、项目驱动

式的学习、项目伴随式学习、工学交替等教学方法的应用，综合运用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同时，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共

享优质教学资源，破解校企合作时空障碍。如运用 BIM、VBSE 等系统，与企业合

作开发虚拟流程、虚拟工艺、虚拟生产、虚拟运营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将企业的

生产过程、工作流程等信息融入课堂。

2.加大推行混合式教学模式转变。大力推进课程网络资源建设，引入与自建

精品视频公开课，将验收通过广受好评的课程，建设为教学质量高、受众面广的

课程微视频，鼓励教师利用互联网思维，尝试线上、线下融合提升的翻转课堂等

教学模式，推行课程网络考试、网络平台选修课程、公共课网络学习等方式，积

极推行“课程+互联网”的教学模式模式。多门教改课程，运用微信平台，构建

课程电子资源科，实时更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四）推进课程考试方式改革，建立多元多方考评机制。

以“突出应用、重视过程、形式多样、注重反馈”为基本原则，对课程考试

方式、方法进行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教学规律的考试制度，

变末端考核为过程考核，变一次考核为多次考核，变封闭考核为开放考核，注重

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同时根据课程特点和培养目标要求，采用笔试、口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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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与口试相结合，撰写学术论文、读书报告、实验技能考核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并引入企业考评，校企共建课程考核内容，建立多元多方的学习评价机制，综合

检测学生在实践中灵活应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分析和反馈、

交流，总结经验和不足，从而全面提高命题质量、教学改革质量。

结合“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培育课改骨干教师

学校以“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积极引导校内有改革意愿和实

施改革的教师到相关企业行业挂职锻炼，合作研发，到工厂、企业或实习（实训）

基地参加与课程相近的工作，紧跟职业技能和行业标注革新，提升教师提升技术

技能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开展课程进修、教师教学技能培训、国内外学术进修、

课改负责人（或骨干）培训、参加各类高级研讨（修）班、现代教育技术及专业

技能培训，以及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等方式，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和教育教学水平，

认真落实青年教师传帮带制度，引进企业行业专业人员，参与课程改革指导和人

才培养工作，同时通过内培外引方式，打造一批高素质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

伍，支撑课程改革建设。

制度保障与经费支撑

学校自 2015 年启动课程改革建设工作，就将课改项目列为我校教育教学发

展重点工作，统筹规划，每学年按时启动立项、申报、建设、监督、验收等工作

（相关发文详见附件 1-6），使课程改革工作形成常态化，逐年扩大建设规模，

目前已立项教改课程 37门，2017 年实行院校二级建设制度，以二级学院初步培

育，支撑校级立项建设，今年拟新立项校级课改 40门，院级课改 20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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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引领好我校课程改革建设，提供良好建设平台，我校陆续出台《云

南经济管理学院课程建设实施方案（试行）》、《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校级教改课

程项目奖励办法》（云经管院〔2016〕56 号）、《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课程改革项

目验收管理办法（试行）》（云经管院教〔2016〕47 号）等制度保障，给予每门

立项课程以 2 万元建设经费支持，建设验收通过后，根据验收结果再给予课酬上

浮奖励，充分给予经费支持，鼓励教师参与课改积极性。

建设成效

（一）多方评价反馈积极，教学效果逐步提升，教学相长成果多样

我校教改课程，结合校内专家督导听课、同行教师交流评价、校外行业专

家综合评价，学生评课反馈，多方给予积极肯定。如通过改革的《建筑与装饰工

程估价》课程，外出进行课程实习，专业和综合能力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财务会计》课程，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学习积极性大大加强，结合过程性考核

课程成绩提升 3.9 个百分点；《包装设计》课程，依托校外真实项目，将教学与

生产实际结合，学生以完成企业安排的任务优劣为学习评价，受到学生与企业的

一致好评；通识课《淑女教育》，把女性的职业角色和性别角色很好地结合起来，

促进女生潜能的良好开发和女性人才的更好成长，学生参与度高，影响广泛。同

时，课改教师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总结，公开发表论文六十余篇，申报校级、省级

相关研究课题多项，师生成功申报专利 8项，带领学生参与“全国大学生市场调

查与分析大赛”等各类技能大赛斩获颇丰，教师教学热情和信心大大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各改革典型课程案例）。

（二）以赛促建，校内外交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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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赛促建、以评促建，鼓励课程走出去，参与多平台比拼，其中《平法

识图》、《建筑与装饰工程估价》、《工程项目管理》、《建筑设计初步》、《成

本会计》、《市场调查与预测》、《基础护理学》、《土木工程专业》、《生物

化学》、《包装设计》等课程改革效果显著，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举

办的三期说课竞赛中，我校共有 1 位教师获得特等奖，8 位教师获得一等奖，6

位教师获得二等奖，2位教师获得三等奖，并在校外乃至全国推广示范。我校已

有 16 名教师应邀参加各级别课程改革交流，先后到丽江师专、齐齐哈尔工程学

院、西安培华学院、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中山电子科技学院、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等高校进行课程改革经验推广及示范输出。鉴于课程改革工作已成为我校特

色与品牌打造的一大亮点，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全国应用型课程联盟批

准我校筹建应用型课程建设联盟西南分会，搭建交流平台，共同致力于推进西南

地区应用型院校建设新发展。

校内，形成课改公开课、示范课定期听课评课制度，定期进行课改交流讲座，

教师共享改革资源，积极分享交流，不断完善提升，形成良好课改氛围。

目前，课程改革建设已成为我校应用型本科转型试点建设的一大亮点。我校

将继续稳步推进课程改革建设，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不竭动力。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2017 年 4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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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活动组织与策划》

一、课程性质及目的

《商务活动策划与组织》是本科市场营销专业的选修课程，是一门策划、实

施、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

目标是让学生具有根据企业不同商务活动的需求正确实行策划、组织管理以

及撰写活动方案的能力。

二、课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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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环境创设》

图 1：教学内容的重构

《室内设计》

62



学生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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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

《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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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护理学》

《模拟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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