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 2020 年连云港市中等职业学校

参加省教学大赛团队竞赛能力提升培训的通知

各相关职业学校：

根据《关于举办 2020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的通知》（苏教职

函[2020]13 号）文件精神，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即将开赛。结合市

教学大赛日程安排，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0 年连云港市中等职业学校参

加省教学大赛团队竞赛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培训对接省赛最新精神，解

读大赛文件，深度剖析往年省教学大赛竞赛情况，为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和参加省教学大赛夯实基础。

一、培训时间

2020 年 6 月 16 日下午 14:30-17:30

二、培训地点

连云港市教育局一楼报告厅

三、培训对象

入围省教学大赛团队所有成员

四、培训内容

五、有关要求

请各相关学校高度重视此次培训，通知到每位参培人员，并指定专

人负责培训联络。入围省教学大赛团队所有成员均需参培，不得缺席，

特殊情况不能参培者，需所在学校出具证明。参培人员产生的交通费由

所在学校按相关规定予以报销。（所用参培人员要戴口罩，按要求就坐）

附件：参培人员名单

连云港市教育局

2020 年 6月 15 日

培训内容 地 点 主讲人 时 间

2020 年省赛方案解读及现场

决赛能力提升技巧 连云港市教育

局一楼报告厅

周如俊 下午 14:30--16:30

参赛作品（文档、视屏材料）

撰写、视频制作能力提升技巧
王琳 下午 16:30--17:30



附件：参培人员名单

序号 学 校
竞赛

项目

主讲

姓名
团队成员

1 连云港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德育 杨敏 丁凤强 单 璐

2 连云港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农林牧渔 杨 菲 杨菲菲 戴乐军

3 连云港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能源化工 童婵娟 张玉环 沈夕泉

4 连云港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加工制造 孙灵慧 赵小娟 何培群

5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综合 杨婷婷 张瑾

6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药卫生 高杨 匡立娟 张君 胡必梅

7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药卫生 邱群 吕文龙 张岩 潘如燕

8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药卫生 于妍婷 刘杉 瞿世文

9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王用楼 魏良婷 汤琴

10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刘蓓 吕复娟 王亚芹

11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颜伟 张明琦 伏杨 汪祥

12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卢双婷 王芹 朱海燕

13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信息技术 苗书铭 周锦 耿丽丽 殷勇

14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文化艺术

与教育
赵月玥 孙颖 张丹

15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土木水利 程骅 杨天翔 王宏伟

16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财经商贸 刘良保 徐海丽

17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 乔静 程宝

18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 苏春霞 王华萍

19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 陈丽娜 王倩

20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王璇 黄娅

21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文化艺术

与教育
孙誉格 李婷婷 屠祥 刘海鲲

22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加工制造 刘芳 丁燕 黄炜亮 王军歌



23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加工制造 金玉 王志慧

24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交通运输 周康震 顾杰志 张永坡

25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经商贸 马荣 匡芷仪 王媛

26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闫慧 王黎黎 王丽丽

27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 信息技术 宋茹 秦小喜

28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 加工制造 何海娟 赵爽

29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 财经商贸 王吉玲 王佳佳

30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德育 王永珏 陆道华 武丹丹

31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孟林玲 赵会荣 王平

32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体育 翟玉晶 周在钱 汪杰

33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加工制造 李沙 陆业明 张渺

34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加工制造 郇山琼 周涛 汪玉

35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匡亚兰 仲晓艳 孙承建

36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张岁娟 朱松

37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信息技术 徐妮 卢艳 张静

38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文化艺术

与教育
付婷婷 陈丽 祁亚雪 王家超

39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文化艺术

与教育
王蕾 杨方 王琼

40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交通运输 英昌凯 陈跃香 范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