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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沂 职 业 学 院  

 

临职院党发〔2017〕71 号 
  

                                           
 

 

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院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学水

平，做好 2017 年山东省信息化教学大赛推荐工作，学院组织了

2017 年信息化教学大赛。根据《临沂职业学院关于举办 2017 年

信息化教学大赛的通知》临职院政发﹝2017﹞25 号文件要求，

2017年临沂职业学院信息化教学大赛于 7 月 12日圆满结束。  

本次大赛经各教学院部初赛选拔推荐，共有 75 个项目进入

院级比赛。经校外评委网络和现场两个环节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评审，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0 个项目、二等奖 19 个项目、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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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个项目，并根据各教学院部大赛组织情况和获奖情况评选出团

体一等奖 1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3个。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

现予以表彰，获奖名单附后。 

 

附件：1. 2017年信息化教学大赛教师获奖名单   

2. 2017年信息化教学大赛团体获奖名单 

 

 

中共临沂职业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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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年信息化教学大赛教师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项目 部门 
姓名 

（团体赛项目填写全体成员） 
获奖等级 

1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韩欣、宋增祥、张甜 一等奖 

2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张自立 一等奖 

3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丁士钰 一等奖 

4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商贸物流学院 宋丽丽 一等奖 

5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李海蓉、马丽丽、王兴凤 一等奖 

6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侯甜甜 一等奖 

7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陈丽 一等奖 

8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商贸物流学院 杨伟宁 一等奖 

9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商贸物流学院 勾月 一等奖 

10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刘丽 一等奖 

11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程艳香 李国梁  杜忠平 二等奖 

12 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 信息工程学院 张峰、窦青嵩、孙丽娜 二等奖 

13 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 信息工程学院 刁宝明、王保义、冯超 二等奖 

14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孙桂荣 薛春峰 二等奖 

15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商贸物流学院 高丕莲 二等奖 

16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思政部 隋燕玲 二等奖 

17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杨丽莉、刘玮、孙志蕾 二等奖 

18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思政部 王坤姣 二等奖 

19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杜伟迪、倪海峰、符广彬 二等奖 

20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吴传凤 韩其丽 二等奖 

21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刘世东、朱永福 二等奖 

22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朱振宁 二等奖 

23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商贸物流学院 韩琳琳 二等奖 

24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彭珊珊、邵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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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项目 部门 
姓名 

（团体赛项目填写全体成员） 
获奖等级 

25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刘超 二等奖 

26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刘春珍 二等奖 

27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刘晓明 二等奖 

28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徐芳 二等奖 

29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臧燕 二等奖 

30 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 信息工程学院 李兴峰 、高军、伦萍萍 三等奖 

31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石真 三等奖 

32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教务处 马庆杰、巩玉丽、王景凤 三等奖 

33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刘玉刚、杨德山、赵静 三等奖 

34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信息工程学院 周海燕、邵菲菲、刘传华 三等奖 

35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基础部 皮晓燕 三等奖 

36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张美平 三等奖 

37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思政部 胡东晓 三等奖 

38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基础部 孙怀芳 三等奖 

39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王守峰、李公文、徐勤龙 三等奖 

40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会计金融学院 孙昌春 三等奖 

41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王全军、马晓红、刘世东 三等奖 

42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基础部 凌思兰 三等奖 

43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基础部 惠丽萍 三等奖 

44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冯爱华 三等奖 

45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信息工程学院 杨德超、戚雯雯、刘伟伟 三等奖 

46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建筑工程学院 张玲、贾汇松、李欣 三等奖 

47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赵文秀 三等奖 

48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焦晶晶 三等奖 

49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刘珍 三等奖 

50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建筑工程学院 郝广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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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项目 部门 
姓名 

（团体赛项目填写全体成员） 
获奖等级 

51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商贸物流学院 郭鑫 三等奖 

52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管峰 三等奖 

53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姚文伟 三等奖 

54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王光芝 三等奖 

55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刘云 三等奖 

56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杜琦 三等奖 

57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闫华、袁悦、刘明远 三等奖 

58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教务处 阚照国 三等奖 

59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建工学院 任晓辉 三等奖 

60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吴昌芳 三等奖 

61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巩文霞 三等奖 

62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思政部 席娟 三等奖 

63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李可梅、宫婷、夏辉 三等奖 

64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杨丽莉、刘玮、李爱云 三等奖 

65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建筑工程学院 曹晓璐 三等奖 

66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刘玉倩 三等奖 

67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代林杰 三等奖 

68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孙宗广 三等奖 

69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牛丽丽 三等奖 

70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王爱晓 三等奖 

71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基础部 朱珍、田洪波 三等奖 

72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机电工程学院 牛司余、齐敬豪 三等奖 

73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思政部 王金义 三等奖 

74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会计金融学院 张元水 三等奖 

75 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现代服务学院 董静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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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年信息化教学大赛团体获奖名单 

 

一等奖：思政部 

二等奖：现代服务学院   基础部 

三等奖：机电工程学院  商贸物流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中共临沂职业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