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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为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具有良好的办学条件，人才培养质量高，社

会服务能力突出，办学实力强，社会认可度高。近3年内，经核实，学院不存在基

本办学条件有红、黄牌记录，在招生中没有虚假宣传和违规行为，没有校园不稳定

事件，在政府资助或奖励项目中没有弄虚作假行为，没有其他严重不诚信行为等。

申报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学校具备的10项标志性成果情况

（一）获得全国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海南省教学成果奖6项。佐证如下：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Flash动画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荣获
2013年海南省高职高专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以教学实验和建模为突破口，促进高职院校数学课程改革”荣获海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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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创新的研究与实践”荣获2012年海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校企合一”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荣获2014年度
海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基于产教融合与三级导师学徒制的动漫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荣获
2017年度海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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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持或联合主持过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项目且应用效果好。 

          无

3

国家级骨干专业图片（动画学院提供）

成果被立项为全国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三）承担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试点，成效明显。现有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专业2个，15个职业技能领域1+X证书制度试点，动画学院获评海南省“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院系。佐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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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1+X”考核站点

2020年12月1+X考试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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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动画学院被评为海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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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现有国家级骨干专业1个，省级特色专业5个。

          佐证如下：

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动漫设计与制作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

国家级骨干专业

（五）近五年学校就业工作被评为省级及以上就业创业典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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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在省级及以上竞赛中获得奖励744项，其中世界技能大赛省级选拔赛获

奖2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20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3

项；“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2项。佐证如下：

7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联想”杯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比赛团体一等奖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联想”杯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比赛团体二等奖

2017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电子商务技能大赛一等奖

2016年电子商务技能比赛国赛二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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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电子商务技能比赛国赛二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计算机网络应用
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园林景观设计团
体比赛三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园林景观设计团
体比赛三等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艺术专业技能大赛（音乐表演）比赛个人三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艺术专业技能大赛（音乐表演）比赛个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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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四合天地杯”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四合天地杯’
软件测试比赛中荣获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比赛团体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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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赛区“网站设计与开发” 项目选拔赛

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金奖

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银奖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云计算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比赛团体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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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2019年第九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2019年第九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2020年第六界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海南赛区职教赛道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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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2016 电子商务技能 一等奖 蔡仁桤、王菲、肖垂略
黄文儒 冯绍娜、蒋国文

2016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 一等奖 张珺姑、吕宇婷、钟火英 邓奉先、曾维鹏

2016 动漫制作 一等奖 邓华东 郑业芬

2016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 一等奖 陈浏坛、吴碧璇、张建 季文天、龙著乾

2016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 一等奖 陈志建、陈冬明、刘元智 马杰、王贞

2016 计算机网络应用 一等奖 江勇、林峰民、林师辉 符天、许嵩明

2016 园林景观设计 一等奖 林倩仪、朱耀民 丁石雄、李卓染

2017 电子商务（4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肖垂略、甘庆锋、黄文儒
陈柳茹 冯绍娜、司家斌

2017 动漫制作项目（个人项目） 一等奖 徐陆琳 戴敏宏

2017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仲超 马杰、李传科

2017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黄海、黄锟、江勇 杨登攀、陈冠星

2017 汽车检测与维修（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罗建、林志、王小友 符国星、谭辉

2017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个人项目） 一等奖 陈必倩、吴挺旭 薛祎炜、陈奋

2017 品牌包装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郑丹凤、曾如、饶水仙 刘文佳、张瑞娥

2017 汽车营销（2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李珊珊、杨立云 陈小威、覃桢

2017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 (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叶东、刘晓英、汪自富 杨帆、陈上

2018 电子商务技能（4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黄步君、戴晓凡、邹嘉怡
王太忠 司家斌、郝海妍

2018 动漫制作（个人项目） 一等奖 黄梅 戴敏宏

2018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金沩炜、刘淳滨、李柳萍 马杰、雷华军

2018 计算机网络应用（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王业钦、付聪、覃廷列 严敏、吴清秀

学生获得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4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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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2018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2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王振达、孙乐士 王平均、覃桢

2018 汽车营销（个人项目） 一等奖 黄康 陈小威

2018 园林景观设计（2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钟华生、钟昊南 丁石雄、鲍喜桐

2018 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蔡紫薇、符谷兰、尤朝女 刘文佳、张克亮

2018 品牌包装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郭泽鹏、颜晶晶、吴敏怡 张瑞娥、吴杨玲

2019 电子商务技能 一等奖 江智慧、李莲希、韩倩
陈宗泽 冯绍娜、周仁云

2019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一等奖 岑成、冼丹妮、陈明飞
邢秋月、邓雅雯 凌铭泽、吴凯

2019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周泽辉、陈启航、杨洋 马健杰、戴敏宏

2019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一等奖 王睿、柳其运、李儒浩 马杰、王晶

2019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一等奖 孙冲、冯祝林 周宝富、刘春霞

2019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吴健、程成、刘子焕 陈艺卓、马杰

2019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 一等奖 朱晓轩、钟昊南 丁石雄、文继伟

2020 电子商务技能 一等奖 林道程、陈宗泽、杨瑞熙
 赖晓文 冯绍娜、周仁云

2020 会计技能 一等奖 杨巧玲、梁琬婧、程子威
沈锐琼 凌铭泽、吴凯

2020 新媒体运营 一等奖 吴福鑫、陈琬平、吴挺玮
符渝婧 冯绍娜、吴薇薇

2020 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蔡菲菲、劳茂正、黄克谦 郑业芬、张洪

2020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吉训宇、张燕妮、胡鹏飞 陈艺卓、马杰

2020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 一等奖 冯祝林、陈孝丰 王平均、王伟

2020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一等奖 林科锦、崔钲坚、陈兴达 杨登攀、张国防

2020 园林景观设计 一等奖 王大茂、陈佳俊 丁石雄、文继伟

2020 海南旅游公益广告创意设计 一等奖 余珊汝、吴坤庚、王泽葵 庞炳楠、陈甜甜

学生获得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4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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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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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汽车检测与维修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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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品牌包装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汽车营销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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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汽车营销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佐 证 材 料

18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品牌包装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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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会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新媒体运营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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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海南旅游公益广告创意设计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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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大赛

年度 赛事名称 获奖
情况

发奖单位
级别 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

师

2016 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教育机器人 周志鹏 覃桢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省级 逸在云端“大美海南”主题系列
丝巾设计 黄幸子 刘文佳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省级 蜡染艺术体验 符谷兰 张瑞娥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羊村部落 胡永刚 马杰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PetFrer宠物伴侣 陈晓彬 刘英

2018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省级 拖光光沙滩鞋 蔡紫薇 刘文佳

2018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纸曰品牌瓦楞纸模块式家具设计 黄明浩 杨体莉

2018 “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二等奖 国家级 基于传统中医理论的五行查询与

养生推荐系统 韩正光 马杰

2019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创意工坊 林山山 刘文佳

2019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纸曰”瓦楞纸模块式家具设计 陈子豪 孙雯

2020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分分收 马杰

2020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加恒APP

2020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海游海南文创旅游纪念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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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五年来，教师获得全国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三等奖1项，全国微课教学比赛获奖5项，国家实用型发明专利9项，海南省教

学成果奖6项，海南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

项。佐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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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马瑞智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戴敏宏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刘洋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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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萍老师在2015年全国高校（高职高专）
微课教学比赛中获三等奖

陈冠星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

赵宝春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20.朱兵艳等教师荣获第二届中国外语微课大赛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符国星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杜玮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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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琴英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王贞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赵宝春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单位奖

刘春霞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蒋秀娟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佐 证 材 料

25

教师省级及以上奖项

序号 年度 参赛作品 获奖等
级 获奖教师 授予单位

1 2020 抗疫铸国魂，动漫颂英雄- -“济世良医”医者
手办制作 一等奖 赵宝春、戴敏宏

马瑞智、刘洋 教育厅

2 2020 习英语，晓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英文导游之
参观游览沿途服务 一等奖 袁琴英、黎明珠

杨晶、张玲君 教育厅

3 2020 数据库运维之道 二等奖 陈冠星、雷燕瑞
郭清菊 教育厅

4 2020 封装、继承、多态- - -开启编程新世界 二等奖 王贞、邓奉先
符石 教育厅

5 2020 数电智能之翼---虚拟仿真技术 三等奖 刘春霞、王平均
潘云霞、覃桢 教育厅

6 2020 营销有道，匠心以致---研判市场确定目标市场
营销战略 三等奖 杜玮、康迪

冯绍娜、符于江 教育厅

7 2020 油燃而生-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检修 三等奖 符国星、陈小威
邱垂斌 教育厅

8 2020 以味传情 以礼赢心--《大学英语》饮食篇 三等奖 蒋秀娟、吴婧聆
郭汉英、王瑞娇 教育厅

9 2019 《“随手一分·美化十分”----基本形设计及应
用》 三等奖 张瑞娥、刘文佳

庞炳楠、刘来权 教育厅

10 2019 《基于mutisim的DIY小电路的设计和制作》 三等奖 覃桢、王平均
潘云霞、刘春霞 教育厅

11 2017 《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 二等奖 曾维鹏、季文天
蔡莉莎 教育厅

12 2017 《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 三等奖 冯绍娜、周仁云
孔令建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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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立了校级竞赛制度，近五年来，学院承办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累

计16次。佐证如下：

26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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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佐 证 材 料

28

2017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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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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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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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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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每年按要求发布学院质量年报。佐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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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的通告

（九）近五年获评省级及以上产教融合项目(包括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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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立了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每年按要求发布学院质量年报。佐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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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具备的10项标志性成果情况

关于印发《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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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具备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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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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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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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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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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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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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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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佐 证 材 料

41

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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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学理念先进，发展思路清晰，办学

定位准确，办学特色鲜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内涵建设力度大，

专业建设基础好，师资队伍水平高，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学生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高，社会认可度高。佐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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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学校

（一）办学基础扎实，办学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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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
南海工匠黄泽烹饪科学技能大师工作室

暨万泉河美食研发中心

43

罗训大师VR工作室 周明全大师工作室

王伟大师工作室 张必弟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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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漫游戏人才培养工程授权合作院校 开源软件开发与应用能力测评试点单位

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中央财政支持

职业教育电子电工与自动化技术实训基地

中央财政支持
职业教育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实训基地

中央财政支持
职业教育艺术设计（动漫方向）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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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与大数据应用实训中心 Java智能机器人编程实训室

用友VBSE虚实训中心 动漫大师工作室

子产品芯片检测及数据恢复实训室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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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X”考核站点 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数据采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内涵建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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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联想”杯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比赛团体一等奖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联想”杯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比赛团体二等奖

2017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电子商务技能大赛一等奖

2016年电子商务技能比赛国赛二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漫制作比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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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电子商务技能比赛国赛二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计算机网络应用
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园林景观设计团
体比赛三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园林景观设计团
体比赛三等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艺术专业技能大赛（音乐表演）比赛个人三等奖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艺术专业技能大赛（音乐表演）比赛个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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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四合天地杯”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四合天地杯’
软件测试比赛中荣获团体三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比赛团体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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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赛区“网站设计与开发” 项目选拔赛

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金奖

201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大
赛银奖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云计算比赛团体三等奖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比赛团体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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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2019年第九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2019年第九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2020年第六界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海南赛区职教赛道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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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2016 电子商务技能 一等奖 蔡仁桤、王菲、肖垂略
黄文儒 冯绍娜、蒋国文

2016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 一等奖 张珺姑、吕宇婷、钟火英 邓奉先、曾维鹏

2016 动漫制作 一等奖 邓华东 郑业芬

2016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 一等奖 陈浏坛、吴碧璇、张建 季文天、龙著乾

2016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 一等奖 陈志建、陈冬明、刘元智 马杰、王贞

2016 计算机网络应用 一等奖 江勇、林峰民、林师辉 符天、许嵩明

2016 园林景观设计 一等奖 林倩仪、朱耀民 丁石雄、李卓染

2017 电子商务（4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肖垂略、甘庆锋、黄文儒
陈柳茹 冯绍娜、司家斌

2017 动漫制作项目（个人项目） 一等奖 徐陆琳 戴敏宏

2017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仲超 马杰、李传科

2017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黄海、黄锟、江勇 杨登攀、陈冠星

2017 汽车检测与维修（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罗建、林志、王小友 符国星、谭辉

2017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个人项目） 一等奖 陈必倩、吴挺旭 薛祎炜、陈奋

2017 品牌包装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郑丹凤、曾如、饶水仙 刘文佳、张瑞娥

2017 汽车营销（2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李珊珊、杨立云 陈小威、覃桢

2017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 (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叶东、刘晓英、汪自富 杨帆、陈上

2018 电子商务技能（4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黄步君、戴晓凡、邹嘉怡
王太忠 司家斌、郝海妍

2018 动漫制作（个人项目） 一等奖 黄梅 戴敏宏

2018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金沩炜、刘淳滨、李柳萍 马杰、雷华军

2018 计算机网络应用（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王业钦、付聪、覃廷列 严敏、吴清秀

学生获得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4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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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2018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2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王振达、孙乐士 王平均、覃桢

2018 汽车营销（个人项目） 一等奖 黄康 陈小威

2018 园林景观设计（2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钟华生、钟昊南 丁石雄、鲍喜桐

2018 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蔡紫薇、符谷兰、尤朝女 刘文佳、张克亮

2018 品牌包装设计（3人团体项目） 一等奖 郭泽鹏、颜晶晶、吴敏怡 张瑞娥、吴杨玲

2019 电子商务技能 一等奖 江智慧、李莲希、韩倩
陈宗泽 冯绍娜、周仁云

2019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一等奖 岑成、冼丹妮、陈明飞
邢秋月、邓雅雯 凌铭泽、吴凯

2019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周泽辉、陈启航、杨洋 马健杰、戴敏宏

2019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一等奖 王睿、柳其运、李儒浩 马杰、王晶

2019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一等奖 孙冲、冯祝林 周宝富、刘春霞

2019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吴健、程成、刘子焕 陈艺卓、马杰

2019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 一等奖 朱晓轩、钟昊南 丁石雄、文继伟

2020 电子商务技能 一等奖 林道程、陈宗泽、杨瑞熙
 赖晓文 冯绍娜、周仁云

2020 会计技能 一等奖 杨巧玲、梁琬婧、程子威
沈锐琼 凌铭泽、吴凯

2020 新媒体运营 一等奖 吴福鑫、陈琬平、吴挺玮
符渝婧 冯绍娜、吴薇薇

2020 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蔡菲菲、劳茂正、黄克谦 郑业芬、张洪

2020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吉训宇、张燕妮、胡鹏飞 陈艺卓、马杰

2020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 一等奖 冯祝林、陈孝丰 王平均、王伟

2020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一等奖 林科锦、崔钲坚、陈兴达 杨登攀、张国防

2020 园林景观设计 一等奖 王大茂、陈佳俊 丁石雄、文继伟

2020 海南旅游公益广告创意设计 一等奖 余珊汝、吴坤庚、王泽葵 庞炳楠、陈甜甜

学生获得海南省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41项



佐 证 材 料

54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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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项目一等奖

2016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高专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汽车检测与维修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一等奖



佐 证 材 料

56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品牌包装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7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汽车营销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动漫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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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汽车营销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海南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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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18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品牌包装设计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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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项目一等奖

2019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会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商务技能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新媒体运营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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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与数据恢复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一等奖

2020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海南旅游公益广告创意设计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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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畅享杯”全国新商科技能大赛
跨境电子商务技能竞赛全国一等奖

2019“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大赛”海南省赛
(专科组)一等奖 2019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大赛二等奖

2019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二等奖 2019年(第12届)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海南省级
赛一等奖

2019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全国高校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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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2019年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一等奖

2019年第三届全国跨境电子商务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
高职组一等奖，第一指导教师

2019年第十三届”新道杯“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
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2019年第四届“奥派杯”全国移动电子商务技能竞赛
海南赛区电子商务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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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全国团体三等奖

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电子信息服务业职业技能
竞赛电子商务师竞赛网赛选拔赛教师组二等奖

2019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大赛天梯赛
省一等奖

2020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海南省团体特等奖

2020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全国高校二等奖

烹饪专业师生代表队获2020年冬交会上烹饪技能竞赛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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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奥派杯”全国移动电子商务技能竞赛海南赛区
获奖单位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优秀组织单位奖 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单位奖

我院学生荣获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赛项团体三等奖

34.我院男子排球队荣获2018－2019CUVA中国大学生
排球联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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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大赛

年度 赛事名称 获奖
情况

发奖单位
级别 项目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

师

2016 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教育机器人 周志鹏 覃桢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省级 逸在云端“大美海南”主题系列
丝巾设计 黄幸子 刘文佳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省级 蜡染艺术体验 符谷兰 张瑞娥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羊村部落 胡永刚 马杰

2017 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PetFrer宠物伴侣 陈晓彬 刘英

2018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省级 拖光光沙滩鞋 蔡紫薇 刘文佳

2018 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 省级 纸曰品牌瓦楞纸模块式家具设计 黄明浩 杨体莉

2018 “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二等奖 国家级 基于传统中医理论的五行查询与

养生推荐系统 韩正光 马杰

2019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创意工坊 林山山 刘文佳

2019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纸曰”瓦楞纸模块式家具设计 陈子豪 孙雯

2020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分分收 马杰

2020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加恒APP

2020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铜奖 省级 海游海南文创旅游纪念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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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骨干专业图片（动画学院提供）

成果被立项为全国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国家级骨干专业

（三）专业建设基础扎实，师资队伍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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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动漫设计与制作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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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占吉教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严丽丽教授入选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李菊顺教授入选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刘洋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戴敏宏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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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春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马瑞智老师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陈冠星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

袁琴英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

杜玮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符国星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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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秀娟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刘春霞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三等奖

王贞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二等奖

赵宝春团队获得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

朱兵艳等教师荣获第二届中国外语微课大赛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潘萍老师在2015年全国高校（高职高专）
微课教学比赛中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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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海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朱兵艳、刘士祥老师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
思政教学比赛二等奖

海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海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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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与三级导师学徒制的动漫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荣获
2017年度海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曾维鹏  蔡丽莎：一种多功能网络监测系统 陈冠星：环保型牙膏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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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省级及以上奖项

序号 年度 参赛作品 获奖等
级 获奖教师 授予单位

1 2020 抗疫铸国魂，动漫颂英雄- -“济世良医”医者
手办制作 一等奖 赵宝春、戴敏宏

马瑞智、刘洋 教育厅

2 2020 习英语，晓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英文导游之
参观游览沿途服务 一等奖 袁琴英、黎明珠

杨晶、张玲君 教育厅

3 2020 数据库运维之道 二等奖 陈冠星、雷燕瑞
郭清菊 教育厅

4 2020 封装、继承、多态- - -开启编程新世界 二等奖 王贞、邓奉先
符石 教育厅

5 2020 数电智能之翼---虚拟仿真技术 三等奖 刘春霞、王平均
潘云霞、覃桢 教育厅

6 2020 营销有道，匠心以致---研判市场确定目标市场
营销战略 三等奖 杜玮、康迪

冯绍娜、符于江 教育厅

7 2020 油燃而生-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检修 三等奖 符国星、陈小威
邱垂斌 教育厅

8 2020 以味传情 以礼赢心--《大学英语》饮食篇 三等奖 蒋秀娟、吴婧聆
郭汉英、王瑞娇 教育厅

9 2019 《“随手一分·美化十分”----基本形设计及应
用》 三等奖 张瑞娥、刘文佳

庞炳楠、刘来权 教育厅

10 2019 《基于mutisim的DIY小电路的设计和制作》 三等奖 覃桢、王平均
潘云霞、刘春霞 教育厅

11 2017 《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 二等奖 曾维鹏、季文天
蔡莉莎 教育厅

12 2017 《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 三等奖 冯绍娜、周仁云
孔令建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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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论文获奖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论文名称 获奖情况 颁奖单位 获奖年

度

1 朱兵艳 论文《微信平台辅助的高职英语教学
模式设计与构建》                              

荣获第七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
全国教育技术论文一等奖 中央电化教育馆 2016

2 刘士祥 论文《微课的设计、制作与应用——
以英语“升降调”为例》

第七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
省教育技术论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6

3 李菊顺 论文《海南省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
现状及实效性研究》                             

海南省心理学会第二届学术会议论文
评选二等奖 海南省心理学会 2016

4 凌莉
论文《旅游英语教学模式创新对教学
质量贡献的探讨——以海南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旅游英语专业为例》                             

2016年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水平论
文评选一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16

5

严丽丽     
胡国杰     
史君萍     
郭英英

论文《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高专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考》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6 李菊顺 论文《基于大学生权益保护下的依法
治校策略分析》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7 李菊顺    
朱丹

论文《推动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的途
径探索》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8 袁春竹 论文《“一带一路”建设视域下的海
南高职师资培养体系探讨》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9 袁琴英 论文《立陶宛高职旅游人才培养的实
践及其对我省的启示》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10 郝海妍 论文《浅谈职业院校依法治校和治理
体系建设》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11 陈艺卓 论文《浅谈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如何培
养网络技术专业人才》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12 丰春光 论文《海南高职院校“十三五”发展
方向之我见》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13 郭英英      
刘洋

论文《高职院校“三阶段·四结合·全过
程”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构建研究》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14 戴敏宏       
文翠

论文《以“工匠精神”为抓手，锻造
职业院校“德技双高”创新型人才》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15 杨晶     
袁琴英

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高职
院校校园文化国际化之探索》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学术年
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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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论文获奖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论文名称 获奖情况 颁奖单位 获奖年

度

16 车广秀 论文《最是书香能致远》  全国第四届“书香三八”征文二等奖 中国妇女报社 2016

17 黄霞
论文《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素质
教育——基于“互联网+”时代海南

省高校图书馆建设》                                        

中南六省（区）高校图书馆2016年学
术年会征文三等奖

广东省高等学校图
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 
2016

18

严丽丽        
丰春光      
郭英英     
史君萍

论文《刍议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
改进》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7年会教学研
究论文特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7

19 丰春光
论文《高职院校教学评价制度与教学
质量管理体系研究与实践——以海南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7年会教学研
究论文一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7

20 张克亮 论文《“三级导师学徒制”下商业项
目引领的动漫专业教学改革》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7年会教学研
究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7

21
符天       

许嵩明     
吴云

论文《基于“启发式”方法的微课设
计与研究-<网络设备安装与调试>课

程为例》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7年会教学研
究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7

22 尚志强    
袁琴英        

论文《国际旅游岛建设环境下的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以酒店管理

专业为例》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7年会教学研
究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7

23
肖友荣       
刘景祥         
郑全军

论文《优化职业院校专业结构，促进
海南省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7年会教学研
究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7

24 张小群 论文《自媒体对海南高职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影响与应对》

首届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学术论
坛三等奖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
部

中共海南省委教育
工委

海南省教育厅 

2017

25 王智忠 论文《高职院校音乐表演学生专业技
能培养初探》

2017年海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教育
科研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7

26 林虹 论文《筑梦启程  逐梦青年  圆梦未来》
2017年“学习党代会精神·建设美好新
海南”征文比赛荣获高校教师组一等

奖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教育工会 2017

27 贺东建 论文《美丽新海南之花永远绽放在教
育热土上》

2017年“学习党代会精神·建设美好新
海南”征文比赛荣获高校教师组三等

奖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教育工会 2017

28 牛伟贤 论文《立足高校主阵地建设 助力美好
新海南发展》

2017年“学习党代会精神·建设美好新
海南”征文比赛荣获高校教师组三等

奖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教育工会 2017

29 王燕 论文《携手本土青年志愿者  促进新农
村文化建设》

2017年“学习党代会精神·建设美好新
海南”征文比赛荣获高校教师组优秀

奖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教育工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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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论文获奖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论文名称 获奖情况 颁奖单位 获奖年

度

30 朱兵艳 论文《加强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有效策略研究评论》

2017年民盟海南省委教育研讨会论文
二等奖

中国民主同盟海南
省委员会 2017

31 刘士祥 论文《自然拼接读在小学英语教学中
的应用：现状与策略》

2017年民盟海南省委教育研讨会论文
三等奖

中国民主同盟海南
省委员会 2017

32 朱兵艳    
刘士祥

论文《Blended learning视阈下英语
考试考核现状与策略——基于多元评

价的视角》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2017年年
会论文评选中，荣获三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7

33 朱兵艳 论文《混合式学习背景下的英语考核
多元评价研究》 

第八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省
教育技术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7

34
李超     

吴书友     
王正宝

论文《基于微课的高职体育“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的实施》                     

2017年海南省学校体育科学论文一等
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7

35

杨明      
周仁端     
谭传新     
凌敏

论文《高校体育课堂分模块分层次教
育的探讨》                    

2017年海南省学校体育科学论文二等
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7

36 凌莉

论文《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Strategies in 

Tea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Take the case of 
two class-hour as an example》  

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学术论
文评选一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17

37
丰春光      
史君萍    
廖敬

论文《海南省建省30周年，高职教育
改革新思路》               

  荣获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论文
评比二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8

38

严丽丽      
史君萍     
丰春光    
廖敬

论文《新加坡大学问责制对提升高职
院校诊改主体参与有效性的启示》                                                          

    荣获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论
文评比三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8

39 杨春亮 论文《高流失率背景下酒店专业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荣获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论文
评比三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8

40 符天       
王贞 

论文《基于“交互式”的软件技术专
业微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为例》                                                          

    荣获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论
文评比优秀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8

41 袁琴英    
陈婔

论文《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环境下
的协同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以旅游

管理专业为例》                                                            

  荣获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论文
评比优秀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8

42 凌莉
论文《基于职业岗位的所说技能培养
教学模式研究——以酒店职业英语为

例》                                                         

2018年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学术论
文评选一等奖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协

作组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18

43 刘来权 论文《高职“校企一体化”模型及应
用》

CIE2018中国IT教育博鳌论坛征文二
等奖

CIE2018中国IT教
育博鳌论坛组委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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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论文获奖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论文名称 获奖情况 颁奖单位 获奖年

度

44 刘士祥 论文《语块教学法在英语写作混合式
教学中的应用》

第九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
省教育技术论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8

45 朱兵艳 论文《自然拼读在小学英语混合式教
学中应用：困境与对策》

第九届“中国移动‘和教育’杯“全
省教育技术论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海南省教育厅 2018

46

魏应彬     
严丽丽      
刘来权    
王康

论文《高职扩招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在

2019年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年
会优秀论文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9

47
丰春光      
史君萍     
廖敬

论文《高职扩招背景下人才培养方案
改革研究——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

2019年海南省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年
会优秀论文评选中，荣获三等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9

48

严丽丽    
丰春光      
史君萍     
廖敬

论文《诊改视角下忧患意识融入高职
院校质量文化建设的探究》     

2019年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作
委员会年会优秀论文特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9

49 王智忠 论文《基于学生社团活动下的高职艺
术公共选修课开设研究》      

2019年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作
委员会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9

50 孙雯 论文《海南自贸区（港）建设视域下
传媒专业发展路径探析》    

2019年海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工作
委员会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海南省高等教育学
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2019

51 杨春亮 论文《关于海南旅文新时代职业教育
的几点思考》

第二届琼台高等职业教育论坛暨2019
年海南省高职教育研究年会 征文一等

奖

海南省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 2019

52 袁春竹     
王琴

论文《海南职业教育与产业文化建设
问题研究》

海南省职业教育发展论坛暨海南省职
业教育研究院2019年学术年会二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9

53 丰春光 论文《海南省民办职业教育发展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

海南省职业教育发展论坛暨海南省职
业教育研究院2019年学术年会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9

54 杨春亮 论文《基于海南自贸区视角旅游人才
职业教育研究》

海南省职业教育发展论坛暨海南省职
业教育研究院2019年学术年会，荣获

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19

55 凌莉 论文《新时代跨文化沟通教育：知其
缘由，明其内理，坐言起行》 

2019年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学术论
文二等奖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协

作组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  

2019

56 杨春亮 论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背景下国际
化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荣获海南省社科联“2020年社团活动
月”项目“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国家化专业人才培养发展论坛”

专题研讨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20

57 袁春竹    
王琴

论文《建设海南自由港特色的劳动教
育问题与对策》            

 荣获海南省社科联“2020年社团活动
月”项目“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国家化专业人才培养发展论坛”

专题研讨会论文三等奖

海南省职业教育研
究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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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效显著，专业设置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高度契合，校企深度合作，校企共建项目效果明显，形成校企协同
育人的格局。佐证如下：

78

南海工匠黄泽烹饪科学技能大师工作室
暨万泉河美食研发中心

罗训大师VR工作室 周明全大师工作室

王伟大师工作室 张必弟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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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海南省动漫产业基地共建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
实践教学基地

达内教育集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校内实习实训基地揭牌成立

漫画工作室挂牌仪式 会计工厂教学现场

全国互联网应用产教联盟与阿里巴巴国际站海南运营中心洽谈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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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赴四季春天酒店开展
专业认知教学活动

学生在琼海电视台实训 博鳌国宾馆

《红色娘子军》动画片截图

动画学院教学动画生产线

《可乐狗》动画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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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治理水平高，学校组织体系、管理制度完善，管理规范科学，
内控机制健全，已制定学校章程并经省级备案，设有理事会或董事会机
构，成立行业企业参与的校级专家委员会；建立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实行校级质量年报制度，近五年连续发布《高等职业院校质量年度报
告》。佐证如下：

81

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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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章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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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有关工作机构组成人员调整方案》的通知

关于成立学院理事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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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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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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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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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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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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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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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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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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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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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服务能力强，对区域发展贡献大，在服务“一带一路”、乡村
振兴战略、精准扶贫、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近五
年招生计划完成率不低于90%，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不低于90%。佐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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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届毕业生就业统计概况

2019届毕业生就业统计概况

2018届毕业生就业统计概况

2017届毕业生就业统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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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乡村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集中培训班在我院
举办 琼海市就业再就业——计算机技能培训在我院开班

举办餐饮服务与礼仪培训 举办退役军人计算机技能培训

开展普通话培训 开展育婴保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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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连续9年服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团省委书记盖文启与我院在北仍村志愿服务站的志愿者
合影

.我院志愿者在南海博物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我院志愿者在沙美村为往来嘉宾讲解琼海市
美丽乡村建设

蒋秀娟老师为国内外嘉宾提供中英文讲解 詹少斌书记深入我院定点帮扶村合口村
开展扶贫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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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少斌书记深入我院定点帮扶村合口村
开展扶贫调研工作

.我校教师指导村民制作的“保亭合口村乡厨月餠”

我校椰雕工艺教师张必第向贫困户介绍椰雕工艺产品

邢孔政副厅长一行与我校党委书记詹少斌，
副校长刘明鹏出席脱贫之星宣讲会

我校周刚同志荣获“2019年度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先进个人”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