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参赛队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1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韩佳,张丛丛,颜振凤,赵晓换 探访历史长河 追寻文明踪迹 一等奖

2 济南市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 李敏,李蕾,张彩 中西方美术鉴赏 一等奖

3 淄博市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李卫卫,张小妮,焦传亮,王靖 成长十二辑 知礼兼修德 一等奖

4 临沂市 临沂市工业学校 王雪蕊,王绪强,邢伯民,高子璇 “疫”启成长，心花路放 一等奖

5 东营市
东营市东营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王子君,朱双双,沈艳静,王倩倩 修铸德行润匠心，指引儒厨成长路 一等奖

6 青岛市 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 徐海娣,栾成梅,陈珝,杨晓丽 学“语”致用——我为研学团做向导之行·食篇 一等奖

7 潍坊市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潍
坊市工业学校,临朐县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潍坊市工业学校

张真真,刘海彬,宋海江,王晓菲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之旅 一等奖

8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段晓文,袁娜,韩克明,李盼盼 尚和合——运用多媒体技术 二等奖

9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巩玉雪,夏雪,王紫玉,纪元
探微知著析形象，创编体验悟人生——中外文学
作品（小说、戏剧）选读教学设计

二等奖

10 济南市 平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郭丽,张月芬,张丽媛,董兰 概率与统计初步 二等奖

2020年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拟获奖作品名单（中职组）
（同一奖次内按第一位团队成员姓名拼音排序）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附件1



序号 参赛队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11 东营市
东营市垦利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李会菊,王艳霞,章海霞,尚增宝 书香明德·墨卷育人——佳作赏析 二等奖

12 枣庄市

枣庄市峄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枣庄市峄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枣庄市峄城区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枣庄经济学校

李平,马丹,殷寒,邵静 腹有诗书气自华 --诵读经典，走进唐诗宋词 二等奖

13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刘春燕,李雪梅,耿伟伟,李亮 练涵咏功夫 品诗里阴晴 二等奖

14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刘娜,牛海荣,李娜,韩银玲 曲线新视角 建筑新视界 二等奖

15 淄博市 淄博电子工程学校 申恒芳,王凤,陈齐,亓萃 The road to growth成长之路 二等奖

16 临沂市 临沂市工业学校 沈庆贺,王坤,王晓强,袁文文 Change & Development 二等奖

17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王文敬,盛娟娟,霍文祥,高文杰 透视经济现象 投身经济建设 二等奖

18 青岛市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尉玉杰,王颖莉,王秀珍,李欣 富有生命力的函数 二等奖

19 济南市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谢晓雪,李晓琦,李捷良 小工匠·大情怀-四德润心之旅 二等奖

20 聊城市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许学慧,崔玉翠,许静,吕慧 从“学校人”到“职业人”的准备 二等奖

21 菏泽市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袁萍,史俊杰,赵玲,董珊珊 明德践礼，知行合一 二等奖

22 烟台市 烟台机械工程学校 陈昀,郭洪利,姜同运,于龙涛 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三等奖

23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程震,张明,王剑锋,耿红 传承女排精神 领略排球魅力 三等奖

24 枣庄市 枣庄市卫生学校 崔涛,朱凌云,张辉,刘洁
Keep Disease Away from Health 守护健康 远
离疾病？ ？

三等奖



序号 参赛队 参赛单位 团队成员 作品名称 拟获奖次

25 菏泽市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丁艳,朱艳华,杨月兰,身份证
说“抒”达“礼”,扬帆“汽”航--说明文阅读-
抒情写作-文明用语教学

三等奖

26 淄博市 淄博工贸学校 杜楠楠,王蕾娜,尹海燕 设计之美，以美育人 三等奖

27 滨州市 博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顾楠,张继勇,吝玲玲 Show you Around China---带你遇见最美中国 三等奖

28 潍坊市 潍坊市工业学校 郭晓坤,孙静静,闫冰蕊,邱慧琳
Fluent in English，Successful in Business
商务沟通 畅行无阻----电子商务基础英语

三等奖

29 威海市 山东省文登师范学校 侯绪宁,王晓荣,丁英美,宫强
Volunteer Service and Part-time Jobs（志愿
在心，服务在行）

三等奖

30 青岛市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李彩霞,杨玉美,刘俊卿,闻鑫 PPT助力网店运营 三等奖

31 东营市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亓晓云,侯振芳,陈娥玲,刘影
How can we help each other when the
epidemic strikes—Offer and ask for help
in shopping

三等奖

32 聊城市 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 秦永晗,何倩倩,刘彦君,王泓晴 井盖上的“中国风” 三等奖

33 日照市
日照市机电工程学校,日照市
机电工程学校,日照市工业学
校

孙绪玲,王传芳,尹翠
“疫”路同行，一路畅行---高铁乘车流程之服
务用语

三等奖

34 菏泽市 菏泽卫生学校 王枫,王萍,张文珍,吴侠 Health—关注健康 医者仁心 三等奖

35 菏泽市 郓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明明,马力,邬莹,曾华伟 璀璨画卷梦 上下五千年 三等奖

36 泰安市 东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平,吴凡,董溶溶,赵华
有温度的绘画，有高度的对话——使用PPT制作
烙画宣传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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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日照市 山东省日照师范学校 王萍,程翠芳,朱迪,潘正业 乘风破浪 快乐成长 三等奖

38 聊城市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王永慧,张时月,王迎春,张建国 悠悠诗歌韵 浓浓家国情 三等奖

39 潍坊市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辛宗杰,岳玉梅,马金玲,王光甫 变中有律——机电视角下的三角函数 三等奖

40 枣庄市
枣庄经济学校,枣庄经济学校,
枣庄经济学校,枣庄理工学校

徐鲲鹏,乔明,刘华艳,祁志卫 数学教你“砂”里“陶”金——线性规划初步 三等奖

41 临沂市 临沂市工业学校 周卉,张燕燕,王晓旭,段培党 一语一言 佳游无限 三等奖

42 潍坊市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禚传华,刘亮,邱纯森,张新敏
知言明象品诗韵 入境晓情悟诗魂——经典诗词
赏析

三等奖

二、专业技能课程一组

1 济南市 平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学丽,石媛媛,李燕,赵莹莹 守护生命，共筑爱的围墙--呼吸系统病人的护理 一等奖

2 滨州市 滨州市中等职业学校 付首存,吴海梅,付明军 悟心声 听律动 知美好--音乐律动八段锦 一等奖

3 聊城市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贾文静,李敬,尹丽敏,徐丹 商务活动礼仪 一等奖

4 临沂市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李胜南,杨希,任崇静,王加鑫
中药抗疫 健康同行——从“三药三方”中看药
物的应用

一等奖

5 烟台市 烟台旅游学校 林泽慧,张云萍,王璐,孙涵熙 尚礼领航，行仪致远--民航客舱礼仪服务 一等奖

6 日照市 日照市农业学校 梅花冬,王璐璐,刘伟伟,张成杰 智慧农业—温室大棚环境量的检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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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鲁中中等
专业学校,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苏丽丽,刘芳,李瑞雪,周莉群
绿水青山 看中国——推介长江中下游旅游区旅
游资源

一等奖

8 潍坊市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瑶瑶,王根生,李娜,蒋友磊 健康宣传广告设计 一等奖

9 潍坊市 潍坊市工业学校 于水心,张志鹏,徐嘉磊,徐绍彬
春风化雨润华夏，个税改革惠民生
——个人所得税

一等奖

10 东营市
东营市东营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虞月,任燕,李智杰,赵彩云 祖国在我心中——蛋糕展台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11 东营市
东营市东营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张海英,孙爱华,杜伟,刘楚君 因您而变见真情——宝宝宴接待服务 一等奖

12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郑晓,杨梦娇,孟淑婕,周宝升 全自动轧钢冲压模拟装置液压系统 一等奖

13 烟台市 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 陈方方,于晓,王菁,曲云 钢琴的“中国风” 二等奖

14 枣庄市 枣庄经济学校 杜楠,于春艳,王思斯,苗腾腾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设计“精神文明、
健康体魄”主题月活动

二等奖

15 滨州市 鲁中高级技工学校 高红霞,张中海,赵融,杨莹莹
五谷为养 五畜为益 五菜为充 五果为助----评
定各类食物营养价值

二等奖

16 济南市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 韩乃丽,曹学苹,邱玲,张波
“印”象中国——Photoshop小型印刷品平面设
计

二等奖

17 枣庄市 枣庄市卫生学校 韩新,栗亮,马文义,刘常艳 老年人常见症状与疾病的护理 二等奖

18 淄博市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 呼泓敏,曲姿,李俊霞
不忘幼教初心，牢记育人使命——幼儿的个性与
社会性发展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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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淄博市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胡斌,赵真,周晓杰,孙艳翠 装配与现浇的碰撞——走进楼梯 二等奖

20 滨州市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贾文秀,王文文,王丽华,霍晓燕
“牢记使命战疫情，心系幼儿保健康”—幼儿传
染病的预防及应对

二等奖

21 济南市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 姜治臻,战泽航,刘晓莉,于建 工业机器人的绘画技巧与探索 二等奖

22 威海市 山东省文登师范学校 鞠佳娟,代海芹,刘旻昕,王瑶 绿色环创 润物无声——幼儿园室内环境装饰 二等奖

23 滨州市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马秀莲,厉鹏,薛晓楠
蕴有温匠心 悟劳动之美——探究温度检测与控
制

二等奖

24 威海市 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任琳,于静,丁晶晶,郑炳涛
遇见“美”好，“妆”点幸福—— 婚礼妆之新
娘妆面化妆技法

二等奖

25 菏泽市 菏泽职业学院 申静,张熔寒,房萍萍,冯冬梅
“会”人一步，“计”高一筹——项目化会计凭
证认知与实践

二等奖

26 烟台市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宋春红,史丽男,孙宁宁,曲姝仪 按图索意·与工程对话——建筑工程图识读 二等奖

27 临沂市 临沂市工业学校 孙璐,王洪涛,李鹏,高子茹 诚待八方客，备车谈所需 二等奖

28 济宁市 山东省济宁卫生学校 武超,郭俊,张静静,邓现梅 心的呵护-心血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二等奖

29 潍坊市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尹倩倩,邹敏,邵媛媛,常晓蕾 讲好古建故事，传承千年文脉 二等奖

30 青岛市 青岛艺术学校 张子瑶,魏雪,刘楠楠,单芸
讲好中国故事，播好中国声音——语言表达技巧
的运用

二等奖

31 济南市 济南传媒学校 赵宁,孔文焕,王宇,赵振 不一样的视觉创意设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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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潍坊市
诸城市福田汽车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赵艳,王希庆,李婧,苗斐
爱国精神筑复兴梦，社会品德润幼儿心——幼儿
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实践

二等奖

33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赵至国,王晓君,高峰,王雪梅 生命的源泉-人体代谢器官 二等奖

34 日照市 日照市农业学校 庄宿强,崔乃松,刘育佐,庄许超 安全伴我行——汽车制动系统 二等奖

35 济南市 平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诚,赵键,韩孝燕,焦荣楠 生命系安全系--汽车制动系构造与维修 三等奖

36 威海市

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威海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
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杜娟,高杰,王雪梅,胡迎春 一波才动万波随—机械传动 三等奖

37 临沂市 临沂市高级财经学校 盖丽玮,顾婷婷,张莹莹,顾颖 说说存货那些事 三等奖

38 日照市 日照市卫生学校 郭秀涓,王树芳,刘慕冰,刘宁艳 守正祛邪、迎接新生命———妊娠分娩期护理 三等奖

39 滨州市

阳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阳
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阳信
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阳信县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飞,胡延芳,李玲,马奎月 常见的有机化合物 三等奖

40 东营市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婧娜,荆颖颖,王靖 医德赢心-医术医人---注射技术 三等奖

41 潍坊市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李丽,郭文龙,王云龙,李航 电控发动机点火系统检修 三等奖

42 聊城市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李倩,李敬锋,高玲,薛莲 财产清查 三等奖

43 东营市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婷婷,刘红梅,魏晓静 新个税 新征程--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与缴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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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威海市
威海市文登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刘飞,王灵凌,王潆茁,刘波 同心战疫，小店铺也有大作为----网店美工设计 三等奖

45 滨州市 博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明明,王浩,王亭,梁天琪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三等奖

46 泰安市 泰安市工商中等专业学校 刘乾祯,娄晓璐,刘翠,王海慧
关爱健康 自由呼吸——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护
理

三等奖

47 枣庄市 枣庄经济学校 刘鑫,梁超,李晓茹,王芳
“对话”环境，润物无声—回归儿童立场的幼儿
园功能室环境创设

三等奖

48 东营市
东营市垦利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马剑萍,张敏,张小莹,马中英
以艺抗疫 云游四方——后疫情时代导游素养六
提升

三等奖

49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石玉,田国莉,寇萍,张波 从“心”开始，惊喜服务 三等奖

50 枣庄市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宋婷婷,程丽莉,胡乐梅,朱建华 丝路之旅——人文景观导游 三等奖

51 泰安市 东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宋秀丽,任平,李松
助力脱贫攻坚 ——打造有机蔬菜基地VI标识设
计

三等奖

52 滨州市 滨州市中等职业学校 隋雨君,刘焕焕,唐杰,冯歆 直流可调稳压电源的安装与调试 三等奖

53 临沂市 临沂电力学校 孙鹏,刘召鑫,张杰,刘文东 电力有线 动力无限 三等奖

54 青岛市
青岛市房地产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王逸晨,徐凯萍,任枫,孔哲 教栋梁 育匠心——梁的计算与识图 三等奖

55 潍坊市 潍坊市高密中等专业学校 王玉欣,曾伟,王晓虹 慧眼识童趣 慧心育童心——学前儿童认知发展 三等奖

56 青岛市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
学校

邢国琼,于雅婷,王莉莉,薛正香 商品的旅程——物流技术与实务基础理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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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济南市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 徐萍,郭磊,雷怡然,荆荣霞
与时俱进 分秒必争-基于51单片机的可调数字钟
设计

三等奖

58 德州市
德州市陵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闫子鹏,谢俊杰,任洪云 确立目标市场 三等奖

59 枣庄市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严艳艳,朱青龙,耿贺,赵启良 土方工程 三等奖

60 聊城市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杨洁,王洪,姜雪剑,魏红梅 幼师的“说”与“教”--普通话 三等奖

61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商贸学校 叶小濛,孙邈,姚丽,高冰洁
金牌推销员的自我修养——推销洽谈与处理顾客
异议

三等奖

62 菏泽市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油涵真,李丽伟,王静,段亚楚
用“芯”服务，“芯”随你动----汽车服务接待
综合实践

三等奖

63 烟台市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于辰龙,孙振龙,王凤瑾,王凤姣
同心抗议 守护健康呼吸——呼吸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三等奖

64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张文娟,赵丽丽,赵娟,刘涛 童心绘动物之趣 妙笔画人物之情 三等奖

65 枣庄市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周鹭,朱玺,吕晓莉,吴守营 企业财务成果核算 三等奖

66 烟台市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周欣欣,王瑞琳,于佳慧,聂春娇 学会报表 预见未来 三等奖

67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朱萍,李秀玲,王文霞,李霞
呵护耕地健康 筑牢优质粮仓-植物生产与土壤培
肥

三等奖

68 临沂市 临沂市工业学校 左士光,李秀莹,丁祥瑞,陈真真 疫去春来，静待花开--生命体征的评估及护理 三等奖

三、专业技能课程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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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营市
东营市东营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车秀双,姜莎莎,魏晓彤 随手礼的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2 滨州市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胡瑞棣,延晓东,吕凯,胡永红 供料系统的安装 一等奖

3 烟台市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姜作升,陈亮,解银平,张娜 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故障诊断与排除 一等奖

4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李媛,马萍,路静,张艳 析光知谱 科学优选 一等奖

5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高级职业技术学
校

孙一鸣,刘雪慧,张煜,赵娜娜 展国漫之风 塑工匠之魂——卡通角色动画制作 一等奖

6 东营市 东营市中等专业学校 袁永文,孙涛,刘禹彤,戴艳艳
上电畅通汽车行,匠心铸就技能梦 ----12小时快
速突破高压系统不上电

一等奖

7 烟台市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 张延武,孙丽华,宋明祥,刘海鹏
精工拆检 匠心育人—发动机配气机构拆装与检
修

一等奖

8 淄博市 淄博理工学校 曹丽伟,武娟,胡瑛麟,刘云霞 国风谱新韵 旗袍展匠心 二等奖

9 烟台市 烟台经济学校 褚延梅,邹慧,张雁南,刘学堃 一杯香茗浓底蕴，溢品文化传古今 二等奖

10 滨州市 阳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玉辉,袁广西,张学颖,李军 关爱每一天之清洁护理 二等奖

11 潍坊市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毛晓青,徐颖,方合其,王靖斐 常见不适症的保健按摩 二等奖

12 潍坊市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商亚博,董学敏,孙伟明,初晓波 婚宴面点的制作与创新 二等奖

13 滨州市 博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尚川川,周书勋,纪雷,张翠 “初心育人、匠心筑梦” --小型配电箱的安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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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枣庄市 枣庄市卫生学校 孙海波,叶秀利,龙周婷,郎蔷 匠技保康 全家安心——儿童保健 二等奖

15 泰安市

泰安市工商中等专业学校,
泰安市工商中等专业学校,
平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泰安市工商中等专业学校

王海燕,陈浩,蔡丽敏,和晓雯 情系危重，抢救生命 二等奖

16 聊城市 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 王健,邢林林,秦雪姣,苗润路 匠心铸魂·起动未来--电控发动机起动系统检修 二等奖

17 临沂市 临沂市工业学校 邢慎娜,蒋淑静,赵利萍,高敏
“衬”托精彩 “衫”烁青春----女衬衫结构制
图

二等奖

18 烟台市 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战明侨,王尉,崔丽萍,王为民 电击伤EMSS全程救护 二等奖

19 青岛市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
学校

赵贵森,王艳,孙磊,李盛敏 工业生产线中升降机的电气控制 二等奖

20 临沂市 临沂市高级财经学校 周桂玉,曲淑妙,于小安,杜安琪 人在“画”中游——Flash基础动画制作 二等奖

21 枣庄市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白丽娟,冯仁慧,张宁,张婧 “针”心用药 守护健康--注射给药法 三等奖

22 威海市 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陈海凤,修月琴,高蓉蓉,王树强
低压电器与电动机的控制线路及其安装调试与维
修

三等奖

23 济宁市 嘉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楚海利,程泽丽,陈亚文,靳海英 心随“领”动，“衣”展天下 三等奖

24 威海市 威海市卫生学校 崔雪艳,王淑英,王秀梅 安全防护 温柔以待 三等奖

25 日照市 日照市农业学校 董世友,刘贵超,郑华玉,徐高敏
产教融合育人 助力乡村振兴——职业装制版与
试样

三等奖

26 临沂市 临沂市工业学校 韩宝栋,李蓉,杜星星,张朝阳 智能搬运码垛 打造无人仓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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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德州市 武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华新,刘金平,崔爱燕,黄慧 剪辑大师的成长之路 三等奖

28 临沂市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黄霞,徐晓雨,王江,卢振明 上肢摄影技术 三等奖

29 淄博市 淄博机电工程学校 刘鸿悦,李越,王立波,王雪
闻令逐日，吸光化电—PLC在光伏电站中的运行
控制

三等奖

30 菏泽市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晓杰,赵莹,鲍金鼎,张艳 企业典型零件“螺纹管接头”加工实例 三等奖

31 潍坊市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梅卫霞,杜佩佩,马荣刚,杨巧玲 机械传动系统的装配与调试 三等奖

32 菏泽市 单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孟永静,郭莹莹,牛月娟,张璇
绿色能源 照亮梦想---基于PLC控制光伏逐日路
灯的设计

三等奖

33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邱兆玲,丁明波,王海燕,陈维鹏 内燃机配气机构模型零件测绘 三等奖

34 滨州市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释甲,张召,李娟,霍光浦 BMS系统常电电路故障诊断与排除 三等奖

35 青岛市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孙希忠,段忠蕾,施佳奇,高聪
运营幸福地铁，服务精彩生活—— 自动售检票
系统运营与维护

三等奖

36 青岛市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王宁,赵海曼,纪艳芬,姜雪丰
重“氟”利用，绿动未来——汽车空调检修设备
的使用

三等奖

37 聊城市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王淑贞,赵立华,孙金燕,李爽 给孩子专业的爱—婴幼儿身心保健 三等奖

38 潍坊市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张涛,刘宝泉,周立平,管衍辉 多功能稳压电源 三等奖

39 济宁市 山东省济宁卫生学校 张娴,张文利,孙新华,赵静 急救为人人 人人会急救-常用急救技术 三等奖

40 济南市 济南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赵立媛,矫春言,黄鹏,王佳迅
技术防范 平安相伴——入侵报警系统的安装与
调试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