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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职教指字〔2018〕5号 

 

关于公布2017年度物流职业教育教学 

成果奖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适应新时代下物流行业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新要求，深化物流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关于开展 2017 年物

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物职教指字〔2017〕12号）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物流行指委）组织开展了 2017 年度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评选工作。根据 2017 年度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程序和

办法，经申报成果单位初审推荐，共收到成果申报材料 294份，其中

有效申报材料 266份。 

物流行指委组织专家对教学成果材料进行了初评、网评和会评三

个轮次认真评审，根据《通知》要求，兼顾中高职平衡的原则，最后

共评出获奖成果 154 项，其中一等奖 27 项、二等奖 53 项、三等奖

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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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项。现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开展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评选工作，是调动广大教师投身物流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积极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本次

教育教学成果申报工作得到了广大物流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和广泛

参与，成果呈现数量大，涉及的领域多，水平高，创新和应用性强等

特点。对展示物流行业职业取得的成绩，推动教学改革，推广先进教

学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各院校结合自身实际，相互学习、借鉴获奖成果，深化物流

教学改革，为物流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附件：2017年度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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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度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成果完成人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高品质.全过程.深融合”物流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曹家谋 
朱长春，薄斌，孙雷，张露，笪

旦，董昕灵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

学校 

中职学校物流和电商专业“一体

三维、协同发展”人才培养体系

的创新与实践 

严少青 
田中宝，覃忠健，朱燕萍，彭翔

英，曾珎，蔡建忠，张勇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系司所”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创

新及其在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

和现代商贸服务业专业群的实

践 

邓子云 
翦象慧，米志强，杨晓峰，刘宁，

杨子武，陈超群，聂裕鹏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根植产业、引领产业的物流管理

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建设与实

践 

陈建华 
袁世军，段圣贤，胡元庆，杜丽

茶，曾玉湘，谭新明，肖智清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校行企业融合， 共建跨境电商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探索与

实践 

易善安 
陈建新，屈大磊，谢振华，张瑞

夫，刘伯超，于斌，周剑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生师企校”四方共赢的物流人

才培养生态圈的构建与实践 
钱廷仙 

王桂花，丁德波，丁天明，王春

艳，何菲菲，戴德颐，姚炜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四进一融”横向一体化物流职

业教育供应链创新与实践 
梁世翔 

姬中英，刘伟，王骏，王江，代

湘荣，丁立群，陈香莲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化与本土化相融合的

“12345 工程”物流管理人才高

职与本科分段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谈慧 
张海宁，周立军，朱玉赢，刘晓

明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东盟培养高职跨境物流人

才的探索与实践 
李卫东 

吴砚峰，李建春，程云燕，杨清，

李继宏，李飞诚，盛义阵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互联网+的物流职教信息化

应用创新与实践 
王伟 

沈建国，王自勤，余建海，王细

红，孙金丹，楼建列，张东芳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现代物流专业群知识融合能力

耦合课程体系开发研究与实践 
王建良 

李海民，纪付荣，韩小霞，杨瑞，

蔡占华，夏智伟，秦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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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供应链管理思想的商科专

业校内一体化实训基地建设研

究与实践 

高钧 
刘刚桥，肖仁伟，李明，师建华，

李志英，陈盛千，孙成喜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系统化、实战型、

开放式”产学研联动的实训教学

体系改革与实践 

胡子瑜 
盛鑫，刘世明，付荣华，黄洁琦，

吴志华，黄颖，陈春梅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

革与科研融合研究与实践 
孙婕 

李慧慧，姚微，乔骏，樊艳玲，

陈件辉，李娜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中本衔接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证

研究——以物流管理为例 
刘泓 

刘泓，陆永健，殷琴，孙统超，

余晓红，叶雷锋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跨专业设计、多功能模块、生

态化融合”现代物流开放实训基

地体系化构建 

李德建 
杨礼美，吕志君，李文黎，梁鹏

飞，杨汝洁，杨麒伊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

学 

校企共育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导

向的口岸物流课程体系建设 
王岩 何运峰，张艳，邵婧，阮清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中职物流专业中英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立波 

刘立卫，林珍平，李如姣，吴燮

坤，邓兰，黄国菲，李慧霞 

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 
现代学徒制“4S”学徒在岗学习

模式探索与实践 
彭宏春 王彦文，沈昕，杨志能，王建勇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物流专业“共育共产共建 共享

共赢共创”产教深度融合模式研

究与实践 

堵有进 
张玲雅，何晓光，张晓燕，顾明

国，黄婷华，施彦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广东北斗星盛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引领，产教融合探索智慧物

流创新人才培养与实践 
缪兴锋 

别文群，李山伟，杨红玲，魏国

平，彭焕文，徐隆久，秦方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苏州大洋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基于共生共长校企深度融合的

供应链物流人才培养 
盛立强 

杨浩军，杨思东，丁红英，林美

顺，王勇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构建“专业+产业+就业”三业联

动的高职物流人才培养创新模

式 

张劲珊 卢小锦，曹伟，谢祥添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并重的现代物流技术应用

人才“五教合一”培养体系创新

与实践 

苏霄飞 
桂德怀，苏华，欧阳芳，周芳，

许斌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双核递进，创学融通”中职商

贸类专业 小微创业教育模式研

究与实践 

毛艳丽 
赵金英，李忠臣，李宇晴，孙艳

丽，周健康，裴雅青，吴洪艳 

沈阳市化工学校、沈阳

现代制造服务学校 

基于系统工程的“四合四环四

制”物流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与实践 

贲志宇 
张杰，于鸿彬，高静，崔永正，

周纯宏，孙敏辰，崔佟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冈州

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人才培养

模式物流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与实践 

李驰稳 
梁国新，林洁瑜，林文富，易飞，

张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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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成果完成人 

新疆商贸经济学校 
中职物流精品课程中高职教育

贯通培养模式教材开发与实践 
姜萍 

邓小乐，寇振国，沙比热古

丽·吾加，布左热木·阿布

都热衣木，温军利，王硕源，

袁森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专业层面供给侧改革

的探索与实践：以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胡延华 
冯华，沐潮，欧阳文霞，黄

大为，彭德辉，陈菁菁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产业链的“三维集成、校

企协同”高职商贸类人才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 

王文霞 
黄新谋，肖锭，肖红，郑琦，

虢欢 

青岛商务学校 
“双制”携行，混合所有制助

推现代学徒制可持续发展 
刘刚 

金晶，王瑾，王琍，李德凯，

王钊伟，王昊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

院 

“学做创”一体，跨境电商物

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姚大伟 

朱惠茹，万思，付霞，姚翠

平，王小妮，刘健，乐飞红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 

基于“四段交互”人才培养模

式的物流管理专业群教学评价

实践与推广研究 

孔月红 

胡洋，仪玉莉，关艳萍，章

良，皇甫艳东，刘冉昕，王

广伟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 

非常 6+E：物流管理专业群法

律课程信息化教学研究与实践 
王频 

潘果，陈建华，吴春平，旷

健玲，袁方，周密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双四级递进”的物流工匠培

养路径研究与实践 
姬中英 

王江，杨晋，王骏，代湘荣，

罗雅情，王亚男，任天舒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与

实践 
宋艳苹 

王国玲，王国龙，马朝阳，

韩笑波，李瑞吉，邵清东，

王志强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基于学徒制模式的中职物流专

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研究与

实践   

吴洪艳 

毛艳丽，翟雅楠，李忠臣，

马高梅，王瑞，吴琼，唐福

英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外运秦皇岛口岸实业

公司 

“互联网+”背景下“四链融合”

的物流产学研基地创新与实践 
马三生 

王业军，章扬，崔惠，张宓，

邵清东，李青山 

福建省晋江职业中专

学校 

“引企入校、工学交替”，培养

创新创业型物流 人才的探索

与实践 

陈雄寅 贾铁刚，韦妙花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物流类专业“2 中心 1 平

台 3 对接 1 融合 1 团队”实践

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龙 
刘志娟，陈涛，梁超强，胡

红玉，李旭东，谢锐琼 



— 6 —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精准供给的校企“四同步”

高职物流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

究 

罗振华 
张伟萍，王自勤，孙玺慧，

林敏，周美华，赵军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

西物流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广西北部

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北

海分公司港口培训中

心 

基于“教学+竞赛+企业培训”

的物流管理立体化系列教材研

究与实践(教材) 

李建春 

吴砚峰，杨清，崔忠亮，吴

立鸿，农小晓，李小青，李

飞诚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引企入教、专创融合、三位

一体”的快递物流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与实践 

杨晋 

姬中英，王亚男，刘伟，代

湘荣，刘宁，胡惟璇，李自

立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

业技术学校 

以专业课程为主要载体的职业

素养培养探索与实践——基于

物流专业校企合作的实践 

梁乃锋 
张小彤，姚镇城，胡梅，张

玲，李军，严寒冰，李凯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以“工匠精神+创新实践能力”

培养为目标的高职物流专业实

践教学综合改革 

丁原祖 
孙亮，王慧盟，周倩，梁坤，

郑媛，聂艳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国际货运代理”课程优质资

源建设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黄建辉 
蔡龙文，冯佳，王伟，王莉，

郑文岭，孙鸿，游雪光 

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 
仓库保管员职业资格鉴定教材

建设的探索与研究（教材） 
翟光明 张宏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 

“服务需求、开放融合”，物流

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渠道

的研究与实践 

仪玉莉 

关艳萍，王庆伟，郭艳君，

刘冉昕，刘景良，皇甫艳东，

章良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技能大赛的仓储与配送管

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姚微 

孙婕，乔骏，李慧慧，陈件

辉，樊艳玲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市场需求的电子商务物流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李家华 李方敏，陈政石，梁衬章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

养研究与实践 
纪付荣 

王建良，秦玉权，李海民，

魏秀丽，刘杰，李永亮，张

海霞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基于产教融合的物流服务与管

理专业“两平台三阶段”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史金虎 
郭尧，吴冰，王春杰，易燕

萍，江文庆，陈莹，刘幸赟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 

以现代物流多功能共享型实训

基地建设促进高职物流管理专

业群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 

胡洋 

孔月红，仪玉莉，刘景良，

关艳萍，王广伟，李政凯，

皇甫艳东 

长江职业学院 
基于物流集成理论的校园终端

物流中心运营研究与实践 
代承霞 

平怡，黄丹莉，刘浪琴，赵

采正，陈长，黄鹏程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澳大利亚 TAFE 物流职业教育

标准与中国物流高职教育的国

际化融合与发展实践 

关浩宇 
高钧，尚立云，李志英，郭

永生，胡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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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港

航物流人才协同育人培养模式

研制与实践 

蔡佩林 
涂建军，查安平，李爱云，

贾行浩，曾艳英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高职

物流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

创新与实践 

谢振华 
易善安，张瑞夫，于斌，陈

勇，刘伯超，王晓明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运用信息技术搭建高职物流人

才终身学习环境的研究与实践 
杨军 

韦冬莉，邵清东，高晓莎，

田晓，赵继新，戴晓云，梁

玥悦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发挥产教融合重点专业教材建

设优势，培养行业特色高素质

应用创新型人才探索与实践 

龙少良 龙科宇，程丁龙，杨建新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国际商贸物

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盛湘君 

王耀燕，方巍巍，陈罡，楼

前飞，楼巧玲，王东辉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高职物流

“校企深度融合”协同育人模

式的探索与研究 

劳健 
王媚莎，邱漠河，覃常员，

阚文婷，沈华艳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 

以行业作业流程为导向的专业

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余浩宇 王珏，林锋，徐细凤，万璇 

江苏省淮安中等专业

学校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物流实训

教材及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实

践研究 

王娟 
赵熹微，徐璨，江浩，陆一

鸣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冈

州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数字化课

程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梁国新 

李驰稳，林洁瑜，林文富，

易飞，陈国雄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

院 

港口码头远程生产实境教学课

堂 
李风雷 

刘祥柏，刘慧，李先，佟黎

明，史大伟，李君楠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中高职物流教育课程衔接研究 王秀荣 
刘照军，孙凌云，李子秀，

白洁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韩洲雄 

邵华，齐卫军，白彦龙，李

斐，张春明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工程物流管理专业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设计和

创新实践 

叶超 
吴海光，田昌奇，魏彬，杨

丰华，陈辉，罗庭明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

校 

物流职业教育双创人才培养

“C-T-S”模式研究 
邓永胜 

陈智刚，潘灿辉，季永青，

马俊生，刘伟，段丽梅，唐

克生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六融合、六对

接”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实践 

王永富 
何智娟，龚翠英，蒋沁燕，

李亚琦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工学交替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方峻 

杨爱明，曹爱萍，王佑华，

吴林蔓，高姝擘，陈洁，肖

志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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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智造物流服务人才

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郑丽 

陈平，张伟，王卫洁，李玲

俐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校企协同培养物流管理专业学

生实践能力的机制研究-以广

东心怡科技物流有限公司为例  

乔骏 
孙婕，姚微，李慧慧，陈件

辉，刘加宁 

宁波职业技术学学院 

基于“双师+项目”模式的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

的课程实践-以《供应链管理》

课程为例  

马翔 
周亚，章玲玲，沈文天，邱

渡军，叶陆艳，欧阳泉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学教一体

“7S 标准化管理”实践方案 
郑学平 

张渺，孙明贺，史会斌，张

志磊，张志波 

深圳市中诺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智慧物流背景下物流人才培养

的改革与实践 
王建宇 

胡延华，李文黎，张勇，陈

松，欧阳文霞，马玉娇，杜

梦婷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协同创新理念下的物流管理专

业机制体制探索实践——以四

川物流职教联盟为例 

黄远新 
姚进昆，陈俊杰，马莉，易

伟 

临沂市商校 中职物流专业发展研究 张洁 
张京奇，宋晓明，吴莎莎，

房泓任，王广凤，王建秀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中职物流专业《仓储作业实务》

课程“教赛创” 三阶递进式教

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张齐 
董媛媛、丁小芳、张雅静、

张许畅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刘宝庆 

孙晶艳，王国玲，王玥，韩

笑波，李瑞吉，郭修明，蓝

仁昌 

 

三等奖 

申报单位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成果完成人 

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

校 
《商品陈列》 张莉 徐雷 

黑龙江职业学院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岗证课赛衔

接的课程体系研究 
王金妍 

刘莉，景文艳，王蕾，张卓

远，王艳，胡云峰，施雯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 

校企融合协同培养高职物流类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李巍 

徐丽，高同彪，康翠玉，陈

启新，姜明珠，刘琼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基于专业认证视域的物流管理

专业建设与实践 
李红卫 

付琪，苗晓锋，姚涛，赵忠

义，尹清，郭延娜，陈磊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 
《配送管理实务》（第二版） 杨爱明 

李述容，曹爱萍，冯森洋，

任天舒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赛教结合、赛建互促、校企

融合”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何景师 
戴航，颜汉军，陈晓忠，刘

慧怡，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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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职物流专业“云课堂”教学

模式创新（长风模式） 
杜召强 

沈彦惠，孙红菊，丁奉亮，

马良，毕明霞，于雅婷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配送管理实务》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建设 
翟敏 

杨京智，郑真真，左丽丽，

王智伟，石斐，任会福，张

开涛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协同创新的高职物流人才职业

核心能力培养研究 
吴春尚 

邓文博，方艳，殷锐，叶慧

娟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冈

州职业技术学校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系列教

材（运输作业实务） 
林文富 

温伟群，钟惠迎，周慧群，

张炯泽，易飞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物流专业中高衔接、高本贯通

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秦玉权 

邓亦涛，纪付荣，张向春，

李海民，刘杰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五

粮液技术学院 

校企双主体实施 “二三四”体

制机制创新 ——物流管理专

业办学探索与实践 

卢琳 
朱涛，吴斯科，王天霞，翁

勤晴，钟洪发，杨晓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

院 

搭建生态圈，推进港校联动的

高职物流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苏志勇 

陶春柳，朱文涛，樊奇，钟

鸣 

长江职业学院 
物流技能人才“三维协同”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黄丹莉 

平怡，代承霞，刘浪琴，寇

飞，冯力，黄洁，吴元佑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中职物流基于校企共育的“企

业课堂”教学模式实践方案 
苏国锦 

孙明贺，李俊梅，王丽宁，

刘杨，刘璐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

院 

基于产教融合，以学生为主体，

岗位体验倒逼人才培养创新与

实践 

赵柱文 
刘康，赵安岭，谢志红，王

希宇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慕课理念构建<<物流信息

管理>> 网络课程平台及其应

用实践 

施建华 
曹林峰，罗治得，朱飞，胡

炜 

湖州交通学校 
三个“一体化”推进物流高技

能人才的培养 
商磊 许兆婷，吕芸，王海涛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

院 

虚拟仿真课程《ERP 沙盘模拟

实务》在物流职业教育中以赛

促教的探索与实践 

宋玲玲 
张伯玮，侯宝燕，吕和，董

威，满长君，邱波，李猛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物流专业群学赛一体化教学模

式改革与实践 
谢漫彬 魏松林，蔡若松，林运超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创新型实践

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李菁 魏红刚，吴会杰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打造一部与时俱进的“外贸单

证实务”教材 
陈广 

符兴新，肖勇，纪春，陈丽

云，周健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

学院、武汉纺织大学管

理学院 

“互联网+”下多维度的专业教

学体系建设与实践 
周兴建 

周建亚，范学谦，杨晋，韩

烈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

校 

供给侧改革思想在“物流专业

英语”课程的创新应用 
刘小红 

戴四新，王成宇，陈映帆，

常兰，杨佳俊，王思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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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职业学院 
校企共建物流管理生产性实训

基地建设模式研究 
梅艺华 

黄恩平，梅俊莹，周园源，

王铮，喻正义，高习文，罗

为岚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动态调

整机制研究 
杨京智 

翟敏，郑真真，任会福，张

开涛，左丽丽，王智伟，李

晓燕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基于双创教育的“365 创客空

间”实施方案 
孙明贺 

李素芳，王丽宁，张雷，张

从罗，鲍炜磊 

福建江夏学院工商管

理学院 

“学训赛创”同步实践教学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曾倩琳 郑颖，陈宾 

郑州市商业贸易高级

技工学校 
《运输作业实务》 郝冰 

徐文娟，李明玉，段彪，陈

卓，王政委，崔晓明，周爱

明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湖南省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 

高职物流管理校外实训基地

“模块化”之汽车制造供应物

流实训项目开发与实践 

袁世军 

陈建华，钟静，覃强，胡元

庆，何丽媛，马建翠，何建

崎 

长江职业学院 
“坐标交互 进阶烘培”人才培

养模式 
李一辉 

邓桂兵，雷宇，金小莹，吴

晶，杨丹，欧阳琼，冯力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政行企校多方共投的校内

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校企协同人

才培养模式实践探索项目 

盛立强 

杨浩军，林美顺，杨思东，

丁红英，刘敏，何春明，徐

维莉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中外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

与“人才培养方案”深度融合

的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蔡南珊 
周雅婷，阮雩，赵加平，朱

琴，苏爽，鲍钰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新编《物流设施与设备》 王海文 

孙旭，张晓明，王艳丽，丁

玉书，詹晖，张辉，周倩倩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

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研究 
张想明 

郭凯明，赵振亚，张文彦，

谈笑，张小艳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高职《物流设备与技术》课程

“六步一证、双师引领”实践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张玲雅 
堵有进，何晓光，张晓燕，

施彦，顾明国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仓储作

业实务》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陈百建 时明荣，盛怡雯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以成果为导向的高职物流管理

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刘世明 

胡子瑜，陈惠红，盛鑫，付

荣华，吴志华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虚拟物流企业在物流管理专业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马华 张文彦，郭凯明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共享经济形态下高职国际货运

代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荣瑾 

王澔如 ，王学成，柴立军，

杨洁，施威，寇毅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物流专业“三层融合”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及核心课程

建设的实践与成果 

马建国 李明明，魏凤羽，程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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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外贸学校 
物流管理专业核心课程改革研

究 
李明玉 

宋华，吴晓雨，范华晴，董

波，张一，赵静，梁艳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创新创业的物流管理人才

实践能力培养 
黄友文 

李方敏，程艳，杨志鹏，何

波波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民航配载

与平衡课程建设与应用研究 
张议 

卓晓芸，彭莹，肖珊珊，姚

蓉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服务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一带一路” 商贸物流人才培

养方案实施的创新与实践 

张彩利 
刘海斌，陈军川，靳鸿，刘

晗兵，张瑜，孙静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制造 2025 新生态之精益

生产物流教学实施方案创新 
王顺林 

陈一芳，郑卫东，周亚，沈

文天，马翔，石建平，舒文

兵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

院 

“互联网+集装箱”港口物流模

式研教实践 
梅叶 

李风雷，王明，李先，刘慧，

韩兆英，柴洁琼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勤务学院 

“三赢模式”物流实践案例教

学法的研究与应用 
蒋丽华 闫成礼，田建忠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适应跨境物流业转型升级的高

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提高研究与实践 

李旭东 
曾艳英，王龙，廖毅芳，刘

如意，李淑艳，曾立雄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

院 

《校企共建专业几个瓶颈问题

及其对策研究——以报关与国

际货运专业为例》 

王平 
孟波，刘洪新，靖麦玲，莫

艳清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产业价值链与供应链理论

的商贸物流类高端职业人才培

养培养与实践 

邓汝春 
陈广仁，钟伟民，罗晓斐，

殷华，彭斯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基于云平台

的混合式教学研究与实践 
许迅安 怀劲梅，陈汉明，王爽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 

高职高专《物流地理》课程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

实践 

谢金龙 
翟玲英，廖明忠，段圣贤，

邹志贤，武献宇，王宏宇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法律风险融入高职物流管理专

业法律类课程教学的研究与实

践 

文川 

纪广月，刘英，邓振华，刘

吉松，阮晓华，吴海成，郑

慧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物流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以“以院港融合、三进三

出”模式为例 

姚进昆 马莉，陈俊杰，易伟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校企一体共建物流设施设备

“动态图”资源库——助力课

堂演示新方法 

张龙 

字海清，郑晖，张自强，秦

翠平，李杰顺，和志勇，朱

莎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院校物流专业在深化产教

融合教育教学改革中的探索与

创新 

蔡冰 
刘莉娟，任焕，柳亚，朱飞，

赵瑜，党永龙，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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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高职骨干教师企业顶岗实践

TPTW 培训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物流复管理专业为例 

刘淑一 
伍瑛，曾明，姚继国，蒋兴

君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货运代理实践教学方法研

究与实践 
胡勇 范爱理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大物流创新人才培养的

《国际货物运输实务》教材开

发与应用 

王明严 
陈广，丁琪，戴丽萍，符海

文，潘玥舟，陈辉韬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教材开发与教学应用推广 
胡元庆 

陈建华，袁世军，严福泉，

肖和山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虚拟企业在高职物流管理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李玉娟 孙鑫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基于物流人才多元化需求的专

业建设与改革 
肖荣辉 郑月琴，陈静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概论》 吴会杰 
李菁，魏红刚，马伯君，樊

恺盈，季新竹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真实任务真实做真有用”项

目化模式催生学生双创成果形

成的探索 

郑晖 

邹红艳，张自强，张龙，秦

翠平，李杰顺，和志勇，朱

莎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现代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体系

改革与实践 
谢明 

邹敏，陈瑶，杨光华，黄祺，

吴颖，彭宁，吴丘林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基于“教、学、用、评、诊、

改”六位一体的《会计报表填

制与处理》课程教学模式创新

与实践 

张月芳 
叶超，吴海光，田昌奇，陈

辉，封小霞，蔡昱，王晓丽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工程物资成本核算与控制》

教材 
王晓丽 

刘超群，叶超，贾云龙，吴

海光，杨丰华，张月芳，苏

开拓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电子商务

物流课程改革与实践 
范珍 

李万青，谢佳佳，管亚风，

康亮，向国伦，王雪峰，刘

源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

院 

全面发展理念下的高职物流管

理专业课程设置的探索与实践 
谢卓君 

王凤基，何文华，倪丽云，

张经珊，林艳，王兆熊，刘

娜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生产性物流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建设与社会服务 
邹敏 

谢明，陈瑶，吴颖，何懿哲，

黎鹰，杨光华，钟炼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张权 

潘意志，李勇辉，董先剑，

何畅，李敏，刘禄琼，杨冬

梅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活用企业专家资源开展专业讲

座小课程模式的探索 
张自强 

刘伟，郑晖，张龙，李杰顺，

秦翠平，和志勇，朱莎 

南昌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视角下的高职院校物

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谢娟 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