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教育厅文件 
 

湘教发〔2021〕14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 
名师工作室和教师技艺技能传承 

创新平台认定名单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各高职高专院校： 

根据《关于开展湖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名师工作室和教师

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各地各校申报、

专家审核和公示等程序，认定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

智能运维”名师工作室等 33 个单位为 2021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双

师型”名师工作室（见附件 1），认定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电子

信息技术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等 25 个单位为 2021 年湖南省职

业教育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见附件 2）。现将上述名单予

以公布。 

 



－2－ 

附件：1．2021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名师工作室认定

名单 

2．2021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

平台认定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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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名师工作室认定名单 

 

序号 申报院校 工作室名称 主持人 

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智能运维”名师工作室 莫坚 

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陶艳轨道车辆技术名师工作室 陶艳 

3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名师工作室 李强 

4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珺影映画工作室 雷珺麟 

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黄登红名师工作室 黄登红 

6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业财税融合名师工作室 何万能 

7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数智财务”名师工作室 柳志 

8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曾全胜名师工作室 曾全胜 

9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杨志茹计算机应用技术工作室 杨志茹 

10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材智造“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田伟军 

11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龚艳丽“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龚艳丽 

12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名师工作室 肖爱武 



－4－ 

序号 申报院校 工作室名称 主持人 

13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数控加工技术工作室 许孔联 

14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李欢 

15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装备制造“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何瑛 

16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双师型”团队 陈建华 

17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余滢“湘铁”双师工作室 余滢 

18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光伏发电系统控制与优化 黄建华 

19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志红双师工作室 杨志红 

20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娟“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陈娟 

2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乐龄养生工作室 黄岩松 

22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陈燕“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陈燕 

23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贺冬梅戏曲表演工作室 贺冬梅 

24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姚博瀚汽车专业名师工作室 姚博瀚 

25 浏阳市职业中专 罗政球电子信息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罗政球 

26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电子+智能控制 刘国云  

27 核工业卫生学校 “天使之翼”名师工作室 刘莉华 

28 长沙财经学校 王朝辉会计事务名师工作室 王朝辉 

29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曾成志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曾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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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工作室名称 主持人 

30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朱世民“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朱世民 

31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刘琼名师工作室 刘琼 

32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志芳“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林志芳 

33 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 贵颖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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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认定名单 

 

序号 申报院校 平台名称 主持人 

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技术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唐亚平 

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交通基础设施检测监测创新平台 梁晓东 

3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佐佑翼动信息技能创新平台 刘彦姝 

4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朱光耀 

5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创新平台 段树华 

6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设备检修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刘剑飞 

7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电工装备先进制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方鸷翔 

8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智能检测及监测 吴佳晔 

9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化创新设计与智能制造 易杰 

1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制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杨丰 

11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治理技术技能创新平台 阳小宇 

1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李宏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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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院校 平台名称 主持人 

1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机器人智能制造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陈土军 

14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种业与生态农旅综合体 王聪田 

15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路建筑工匠技术创新平台 黎舜 

16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测绘技能虚拟仿真实训体系创新平台 郭宝宇 

1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实验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陈义 

1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安全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 陈育新 

19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湘瓷技艺传承创新平台 黄永平 

2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师技术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黄鹏 

21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袁世军 

22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湘绣技艺传承创新平台 李艳 

23 核工业卫生学校 基层护理技能紧缺人才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朱晓琴 

24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砌筑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李宁宁 

25 常德工业学校 技能成就梦想平台 徐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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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