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2021年度1+X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评优奖项名单的通知

各试点院校：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职成〔2019〕6号）等相关文件精神，持续

推进1+X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总结

2021年度1+X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及考核

工作，北京华唐中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教育部第三批培训评价组

织联合专家团队经认真评选，现对在证书试点推广及考核组织工作中

表现优异的先进院校及个人进行集中表彰，现将有关奖项及表彰情况

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 1：公布2021年度1+X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评优奖项名单

北京华唐中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二0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1：公布2021年度1+X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评优奖项名单

最佳牵头院校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宁德财经学校

金牌考核站点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梧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工商学校 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瑞昌中等专业学校 江西省民政学校

西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和田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学校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试点院校

滁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腾冲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皮山中等职业学校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宿州应用技术学校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南昌县中等专业学校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丽江市古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峨山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 灵石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潍坊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商务学校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山西省经贸学校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

杰出站长奖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白家荣 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 冯昭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崔媛 广西工商学校 张朝开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王慧博 腾冲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王洪波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郑敏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 叶克华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李绮华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佳文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王永囡 宁德财经学校 胡国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

学校
张敏 瑞昌中等专业学校 胡映良

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 程颖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教

育学校
于富宏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黄忠电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神和进

峨山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

学
郑云林 山西省经贸学校 李应华

江西省民政学校 袁金亮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薛俊杰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冯雪玲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张博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苏日娅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程云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柳坚毅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张雪松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靳鹏宪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宋香玉

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杨娟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刘杰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曾艳英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于志学

和田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喜明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付小前

皮山中等职业学校 张红星 滁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施文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黄勇强 禄丰市职业高级中学 胡爱平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远辉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俞雪雁

优秀考评员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冯俊芹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张华利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刘庆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陶铭芳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蒋伟平 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 黎琼英



梧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覃海莹 腾冲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段淑娟

宿州应用技术学校 刘志连 南昌县中等专业学校 李娟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术学

校
徐锐 瑞昌中等专业学校 何剑英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鹿婷婷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张永霞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徐瑞恬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

院
李媛媛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卢贞琦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荆春丽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连晓晓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吕建娜

南宁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张雪莹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李红艳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蔡娜娟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杨林

潍坊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程少军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

校
渠风宇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段亚琳 禄丰市职业高级中学 李丹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李玲 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杨娟

滁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吴大昌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淑贞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张奕婷 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黄海味

禄丰市职业高级中学 王鑫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

院
李秀然

滁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左然健

钻石园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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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刘东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杨瑾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蔡业共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祁延洁

皮山中等职业学校 陈全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陈晓华

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 张京蒲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孙斌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丽娟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梁嫄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邵尉 禄丰市职业高级中学 李志梅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高岩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李晴晴

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 赖俊峰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冯伟光

江西省商务学校 赵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学

校
张雪梅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李喜云 皮山中等职业学校 石磊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超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林蓓蓓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范平平 广西工商学校 陈鹏燕

西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海 南宁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薛毅

潍坊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李聪 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陈露露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教

育学校
丁秋菊 宿州应用技术学校 赵家灵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赵瑞春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钰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徐超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叶小健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吴明涛 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 祝振雷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禹晓君 江西省商务学校 马晓平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陈玉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尹超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王芳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徐晓辉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陈思 江西省民政学校 胡蓉

山西省经贸学校 潘仲尼 西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任桂霞

灵石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李博 宁德财经学校 赵珊珊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闫明烨 瑞昌中等专业学校 陈晓芳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吕飞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教育

学校
王慧亚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金玉娥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军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陆艺璇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陈峥嵘

滁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钟巧燕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吉艳青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罗淑君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李鑫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霞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肖会红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麦泉生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高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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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杨曦 山西省经贸学校 郭孝芝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赵琼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耿梦姣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乔艳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李佼佼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唐伟 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 翟玮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牙东进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佘细花

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张新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马志明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 周庆林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韦丁榛

宿州应用技术学校 王晔 峨山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张唯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张杰 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宋庆军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任杰玉 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朱新妹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汪芳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张婧

南昌县中等专业学校 何源 宿州应用技术学校 张大毛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祝源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丹和

遵义市红花岗区经济职业技

术学校
胡朝杰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职业教

育中心
栾黎玲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唐泽元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孔艳艳

莆田海峡职业中专学校 程伟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辉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教

育学校
秦贵杰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梦骄


		2022-04-27T10:18:22+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