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温教研职〔2017〕42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温州市 2017 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职业能力大赛职业素养赛项（创新创业作品）

评比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中职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16 年温州市中等职业学校职业能力

大赛学生职业素养创新创业赛项预选工作的通知》（温教研

职函〔2016〕143 号）的精神，温州市 2017 年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职业能力大赛职业素养赛项（创新创业作品）评比业已

结束。经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37

项。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具体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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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公布温州市 2017 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

能力大赛职业素养赛项（创新创业作品）评比结果的通知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7 年 5 月 11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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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 2017 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能力大赛职业素养赛项

（创新创业作品）评比获奖名单 

一等奖（5 项） 

项目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创业计划书 城市菜园——指尖

上的健康果蔬 

葛美娜 谢  伟 
胡梦洁 万  静 

李  昂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苏忠仙 董  书 

创业计划书 “半畳书房”创业计

划书 王婷婷、金雨诺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  鹿 程景雪 

创业计划书 那些年咖啡厅 孔思思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

校 王晓丹 叶冬青 

创业计划书 “捷停”私人车位短

租停车系统 
施俊杰 张子鉴 

陈  煜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蔡徐慧 黄海茹 

创业计划书 欢乐时光--闲来吧 
秦玉燊 张慧慧 
潘  洁 曾淑静 

余瑞荣 

瑞安市职业中专教育集团

学校 颜智平 胡克发 

二等奖（9 项） 

创业计划书 一公里水果店 
谢炎克 金  腊 

唐志康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封鹏杰 

创业计划书 WeTake 文化创意

工作室 赵世隆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来  华 罗芳芳 

创业计划书 中国早潮网 
南彦博 钱贤泽 
张哲豪 夏书涯 

牛洪伟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

校 姜祥淼 李建丹 

创业计划书 地下停车场广告开

发项目 

陈辉煌 周情慧 
施伟东 董  振 

叶  伟 
瑞安市开元职业中专 郑  亦 

创业计划书 篮球一家——球友

俱乐部 

梁  楠 厉  洲 
项金敏 叶晓菊 

杨婷婷 

瑞安市职业中专教育集团

学校 施茹茹 叶彩莲 

创业计划书 完美意餐——生态

园 Perfect meal 
林  丽 周  华 

谢利雅 
瑞安市职业中专教育集团

学校 蒋海彬 余海娜 

创业计划书 月嫂的服务趋势 吴  海 郑文杰 
孟帮椿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陈灵欢 

小发明 一体化拖把 黄朝阳 高国庆 
李寿海 吴海鹏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李  峰 徐  捷 

小发明 降噪防尘窗帘 沈圣勇 杨轶超 
郑  洲 胡家志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声芬 

三等奖（37 项） 

小发明 多功能电插板使用

说明书 

沈小格 周洁帆 
瞿  杰 何  越   

叶克帆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柯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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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发明 高亮度强反光汽修

车间专用日光灯 

李余浩 叶家琦 
苏俊睿 沈家伟 

王  储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卢斌 

小发明 多功能螺丝刀（一

字、十字） 黄展远 林  坤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叶岩荣 陈胜昔 

小发明 触摸式 USB 扩展键

盘 翁建鑫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蓝林花 叶岩荣 

小发明 多功能筷子 周世哲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金邓勋 

小发明 便携跳绳 季曦藩 严开来 
张星童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来  华 夏冬芹 

小发明 记时笔 黄孝龙 陈旭枫 
邓玉坤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宋文文 林日馀 

小发明 多功能砧板 陈旭枫 邓玉坤 
黄孝龙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吴胜祥 林日馀 

小发明 双口味水杯 孙东东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林日馀 宋文文 

小发明 电线收纳器 李隆萧 麻王军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余建勇 林日馀 

小发明 自行车防盗报警锁 戴深博 周程鹏 温州技师学院 虞学聪 肖若进 

小发明 太阳能自动分拣压

缩垃圾桶 柯险峰 姜作成 温州机械职业技术学校 虞学聪 肖若进 

小发明 便携式数控铣刀装

刀架 
何佳俊 杨  兴 

王乐伟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计胜国 陈茂焕 

小发明 吸力刻度圆规 彭威龙 卢  杰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郑小勇 林仕旦 

小发明 内镶式空调晾衣架 杨  兴 何佳俊 
王乐伟 叶友邦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丁林捷 陈月贵 

小发明 吸力三角板 卢  杰 彭威龙 
付瑞豪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黄金京 郑何燕 

小发明 简易蚊香分离器 杨伟强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何端丰 张海飞 

小发明 自行车内胎改进 熊鑫鑫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何端丰 张海飞 

小发明 新型防溺水的书包 陈  隆 胡  坚 瑞安市开元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张  青 

小发明 磁悬浮魔力杯 叶伟龙 吴盛凯

伍增敏 
瑞安市开元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陈秀琴 

小发明 新型防烫伤安全吹

风机 

季祥焕 姜辅航 
黄驰皓 章舒阳  

木梦妮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

集团学校 范  浩 蔡煊煊 

小发明 具有转向灯功能的

安全自行车头盔 

国李洁 郑  龙 
林  鹏 严敬畏 

金奏凯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

集团学校 项露青 包志宇 

小发明 快速降温水杯散热

底座 

吕子键 戴  利  
吴汉泽 朱威伦 

黄雯浩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

集团学校 李海霞 林爱舞 

创业计划书 “瓯韵”菜品研发工

作室 王蓉蓉 周行章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李姚建 

创业计划书 瓯塑工作室 吴旻窈 金忠信 永嘉第二职业学校 谢佩佩 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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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计划书 “家居巧匠”旧物改

造工作坊 
林心然 陈怡楠 
董莹莹 朱铭潮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金新建 刘彬彬 

创业计划书 本草产品 潘杰 温州护士学校 徐之路 

创业计划书 
创艺坊——指尖上

的艺术 

王钰婷 戴聪慧 
涂星月 王一璇 

李红杨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郑笑欢 姜祥淼 

创业计划书 云雁药膳 虞雅妮等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  哲 彭淑凝 

创业计划书 一元云购买 石志杰等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彭淑凝 王  哲 

创业计划书 “自由穿吧”--创业

计划书 
吴  坚 姚逸倩 
吴黎磊 陈小山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阮丹云 吴海微 

创业计划书 鸭梨山大减压俱乐

部 
陈文婷 陈思凡 
木陆毅 王忠阳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何  群 潘先韵 

创业计划书 “ 伴你 ” 养老移动
app 

林 洁 林鸿锶 
杨霜霜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钱冰梅 谢  悦 

创业计划书 蝶梦服装工作室 
华美先 苏忠庆 
赵丽丽 陈文婷  

吴小芳 
温州技师学院 刘淑茹 

创业计划书 云流量“趣”买吧创

业计划书 
蔡圣理 林招豪 
林佳怡 徐朦朦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叶小红 陈王强 

创业计划书 猪古力乐园 
陈正璋 金彬彬 
徐浩迪 林扬锋 

虞娟娟 
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虞上朔 鲍海舟 

创业计划书 “学·易”交易平台创

业计划书 
姜贤斌 林聪聪

李倩倩 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黄  琴 钱红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