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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识图&机械产品三维模型设计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度表彰名单公示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关于在院校开展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等文件精神，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 2021 年与试点院校、个人积极推

动试点工作的进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为鼓励先进、树立榜样，我司对在 2021 年度试点工作中做出杰

出贡献的院校与个人予以表彰，同时希望获得相关表彰的单位和个人

在 2022 年中持续关注、积极申报、深度参与证书试点工作，共同推

动证书走向一个新的征程，构建人才培养的新体系！

附件一：《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年度表彰名单》

附件二：《机械产品三维模型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年度表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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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年度表彰名单

（注：以拼音进行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年度最佳机构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建设学校

年度最佳考点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年度最佳试点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白城师范学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赤峰建筑工程学校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河北科技学院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嘉兴市建筑工业学校 南通职业大学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年度最佳个人

卜伟 曾学礼 程明广

陈平平 冯浩龙 宫广娟

胡永骁 姜锐 康学璞

李甲君 李强 梁颖



林晓星 刘浩胜 刘顺生

宋锦威 孙强 谭伟

王剑 王艳 武郑芳

央金 杨治国 易峰

于海龙 侯小霞 张璞

张贞 赵家敏 周小芳

年度优秀实施院校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东营市垦利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东营职业学院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福建建筑学校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城市建设学校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市萧山区第四中等职业学校 合肥工业学校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交通学校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市建筑工业学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

九江职业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黎明职业大学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临沂职业学院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



中学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闽南理工学院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牡丹江大学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职业大学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水利电力工程学校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齐齐哈尔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省水电职业技术学校 曲靖师范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芮城县第一职业学校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城市建设学校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双流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市建筑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威海职业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武汉市建设学校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职业学院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市职业大学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宜昌市三峡中等专业学校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永泰城乡建设职业中专学校 尤溪职业中专学校

余姚市第五职业技术学校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郧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职业学院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 浙江省东阳市技术学校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郑州商学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重庆市巴南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工业学校 重庆市云阳职业教育中心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淄博职业学院



附件二：

机械产品三维模型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年度表彰名单

（注：以拼音进行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年度最佳机构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职业学院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年度最佳考点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福建工业学校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淮南现代经济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莱西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襄阳市襄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新疆工业经济学校 烟台职业学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年度最佳试点

安徽材料工程学校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白城师范学院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城市职业学校 九江职业大学 辽宁科技大学

临沂职业学院 宁夏工业学校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环境学校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年度最佳个人

白晶斐 鲍仲辅 曾文瑜

曾义聪 陈卫红 程畅

达洪勇 邓广青 付学敏

高洋 郭蕊 郭维昭

何婷婷 贾英锋 闫向琴

李俊涛 李润娟 李温温

李昭鸿 鲁霞 沈元元

田海疆 伍国炜 徐名生

袁伟才 赵正强 钟宝华

钟勤 钟荣林 朱树涛

年度优秀实施院校

阿勒泰地区职业技术学校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富蕴县职业高中 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淮南现代经济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冶金工业学校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临沂职业学院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仁寿新科综合高中学校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四川省邛崃市职业高级中学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新疆工业经济学校 烟台职业学院

宜昌市机电工程学校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职业教

育中心

重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酉阳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云阳职业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