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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 
 

交通行指委函〔2020〕7 号 

 
 

关于公布“第二届长风学霸拉力赛”优秀 
指导教师奖和最佳院校组织奖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协会、职教集团、院校: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等相关部委号召，保障全国本科、职

业院校学生“停课不停学”的工作办实办好，结合《全国交

通运输产教融合服务平台运营实施方案（2019—2020 学年第

二学期）》工作内容，由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主办，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壹米滴答供

应链集团有限公司、满帮大数据研究院承办，全国交通运输

产教融合服务平台、长风网技术支持的“第二届长风学霸拉

力赛”于 2020 年 3 月 9 日正式结束。 

“第二届长风学霸拉力赛”以学生在线自学，企业导师

参与在线指导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仓储、运输、国际货代、供

应链的岗位认知、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指导与考核，

激发学生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本次拉力赛共设仓储规划与设计、国际货运代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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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供应链运营四个岗位赛项，每个岗位包括职业素

养与社会关键技能、岗位专业技能 2 个学习及考核模块。截

止 2 月 28 日报名通道关闭，共计 22103 名学生报名参加。

其中，仓储规划与设计岗位赛项报名 9725 人次，国际货运

代理操作岗位赛项报名 5845 人次，运输管理岗位赛项报名

11751 人次，供应链运营岗位赛项报名 6324 人次。 

根据《关于举办“第二届长风学霸拉力赛”的通知》中

的奖项设置，本次拉力赛共有 109 名教师获得“第二届长风

学霸拉力赛”优秀指导教师奖，89 所院校获得“第二届长风

学霸拉力赛”最佳组织奖，获奖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1．第二届长风学霸拉力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名单 

2．第二届长风学霸拉力赛最佳院校组织奖名单 

 

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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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长风学霸拉力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学校名称 教师姓名 

1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侯守伟 
2 浙江公路技师学院 孙光耀 
3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周雯 
4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曲萌、谢璐、刘璐 
5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丹丹、袁斌 
6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江潇、刘彩芳、杨玉婷、吴智峰 
7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张春阁 
8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何涛 
9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蔡占华、冯建丽 

10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周烁 
11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唐伏龙、陈松燔、韩世万 
12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高飞 
13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懿帆、杨怡、常兰 
14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李军、秦明、傅俊、姚佩君 
15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杜艳红、伏玲暇、顾菲、陈朋 
16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郭英红、张颖 
17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李华、陈艳 
18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黄友文、李方敏 
19 嘉兴市交通学校 朱晨涛 
20 新疆工程学院 秦婷 
21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翁丽贞、孙彦平、胡伟、曲丽娜、苗建花 
22 南昌职业大学 李凤莲、喻正义 
23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易思佳、吴雯青、张桂敏 
24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 
25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黄艳、农官彬 
26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马向云 
27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文静 
28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李婉弟、黎丽琳 
29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夏馥、付饶 
30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韦嘉嘉、张梅 
31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靳娟利 
3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陈红霞 
3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郭瑛 
34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王荔霞、杨城 
35 三明学院 肖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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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教师姓名 
36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邱春燕、林美莺、叶丛辉、刘康明 
37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马世飞 
38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孟金环、王天宝、王忠福 
39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刘智铭 
40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陶春柳 
41 江西服装学院 刘春生 
42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晓娜 
43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李丹琳、黄晓婷 
44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阮晓华 
45 上海海事大学附属职业技术学校 李爱梅 
46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谢漫彬 
47 长沙财经学校 周莹、邹辉 
48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李孟怀 
49 内蒙古大学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冯晨曦 
50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韩祎 
51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王文艳 
52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邱春龙 
53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王忠政 
54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琴 
55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陈雪梅 
56 华东交通大学 张志坚 
57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杨欣 
58 成都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徐娟 
59 上海建桥学院 李人晴、孙瑞娟 
60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刘彩娜 
61 上海石化工业 殷洁 
62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范蕾 
63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曲理萍 
64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彩利 
65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 
66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梁智慧 
67 金陵科技学院 姜方桃 
68 山西大同大学 吴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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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届长风学霸拉力赛最佳院校组织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浙江公路技师学院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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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职业大学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财经学校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上海海事大学附属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市交通学校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新疆工程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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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服装学院 

三明学院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大学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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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上海建桥学院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交通大学 

成都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上海石化工业 

河南工业大学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桐庐县职业技术学校 

山西大同大学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开封技师学院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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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地质工程学校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