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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队现状综述

（包括：团队带头人能力水平、管理水平，团队教师综合素质、师德、教学水平、科研水平等）

1、会计专业教学团队带头人学校副校长汤向阳，中学高级教师，技师，江苏省特级教师、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职业教育教科研中心组成员、南京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南京市专业学科带头人、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南京市职教系统先进个人、南京市首

届“十佳”双师型教师、鼓楼区中青年拔尖人才、鼓楼区标兵教师、鼓楼区首届首席教师、鼓楼

区首届杰出教师、鼓楼区教科研先进个人、鼓楼区党代表。六次参加江苏省技能大赛获一等奖三

次、二等奖 3次，江苏省“两课”评比示范课，江苏省创意论坛一等奖，江苏省创新作品大赛二

等奖。具有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率先垂范，刻苦钻研，严谨笃学，淡泊名

利，持续学习，不断创新。对所教专业具有系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精湛的专业技

能，课堂教学能力强，效果好。教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有高尚的学术道德、严谨的科研作

风和科学、求实、团结、协作的精神，工作业绩与学术成果显著，在全省有知名度和影响力。

2、会计专业教学团队有专任教师从 15人发展至 28人，专业师生比例 1：28；专任教师的

学历全部是本科，其中硕士学位 7人，博士 2人；35岁青年教师,8人；高级职称 10人；中级以

上（含高级）职称 18人；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 24人，其中技师 22人；在 15位专任教师中有

4位市学科带头人，4位市优秀青年教师，2位省教科研中心组成员，2位市兼职教研员。另外，

还有外聘兼职教师 7人，均为会计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具有技师

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团队成员的综合素质优良，师德修养好，爱国守法，爱岗敬业，教育教学理

念先进，团结合作意识强，团队集体学习力、执行力强；关爱学生，治学严谨，教学有方，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甘为人梯，乐于奉献，事业心强，责任心强，工作量饱满，完成本职工作任务

出色，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成果显著，28人中 14人有市级及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团队教师坚持

“五认真”，教学能力强，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学生评价好，团队成员多人多次开设市级

公开课，在省市大赛获奖，指导学生在省级市级大赛获奖，指导学生在市技能考核、统考统测中

取得好成绩；团队在市区教研、课改实验、课题研究、校本研训、继续教育、组织学生社团活动、

社会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得到校内外一致好评。



二、团队成员基本情况

类型 姓名
年

龄
学历/学位 所学专业

教师系列

职称

非教师系列

专业技术职

称名称及等

级

职业资格证书和执业资格

证书名称及等级

团队带头人 汤向阳 44 本科/硕士 会计学 中学高级 电子商务师

专任教师 李耘 45 本科/硕士 会计学 中学高级 商业经济师

专任教师 丁卫刚 49 本科 商业企业管理 高级讲师 会计师

专任教师 鲍亚伟 55 本科 会计学 中学一级 会计师

专任教师 朱澍宁 39 本科 金融 助理讲师 会计师

专任教师 朱丽 50 本科/硕士 会计学 高级讲师 会计师

专任教师 徐佩玉 46 本科 会计学 高级讲师 会计师

专任教师 唐钟 46 本科/硕士 会计学 中学一级 会计师

专任教师 陈娟 37 本科 财经 中学一级 商业经济师

专任教师 李晓俊 43 本科 计算机应用教育 中学一级 会计师、助理电子商务师

专任教师 许丽娟 35 本科/硕士
会计学、技术经

济及管理
中学高级 商业经济师、助理电子商务师

专任教师 麦磊 37 本科/博士 会计学 中学一级 会计师

专任教师 徐丹 45 本科 法学 中学高级
神州数码认证网络工程师、助

理电子商务师

专任教师 黄萱 26 本科 财务管理 助理讲师 会计从业资格证

专任教师 高梦雪 25 本科 会计 助理讲师 会计从业资格证

专任教师 陈明凤 24 本科 会计 助理讲师 会计从业资格证

专任教师 荣静 34 本科 会计 中学一级 会计师



专任教师 冷静宜 27
本科/硕士在

读
经济学 助理讲师 助理会计师

专任教师 徐培 27 本科 会计 助理讲师 助理会计师

专任教师 周丽华 25 本科 会计与审计 助理讲师 会计从业资格证

专任教师 陆钰 24 本科 会计学 助理讲师 会计师

外聘教师 史莹 43 本科/硕士 会计学 高级讲师 会计师 会计师

外聘教师 卜正朗 53 本科 会计 会计师 会计师

外聘教师 刘正斌 54 本科/博士 会计学 教授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外聘教师 周建宏 50 本科 会计学 理财师 理财师

外聘教师 王定坤 44 大学 会计 高级讲师 会计师 会计师

外聘教师 张二网 45 大学 会计学教育 高级讲师 电子商务师 电子商务师

外聘教师 刘玉琴 44 大学 会计学教育 高级讲师

会计师（中

级）高级会计

师（高级）

会计师（中级）高级会计师（高

级）

表中类型选择“团队带头人、专任教师、外聘教师”进行填写。



三、团队建设规划及目标

（一）团队建设规划：以市教育局 2012年 1号文件为指针，以打造高水平、高素质、高技

能的教师队伍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教师队伍建设评价机制创新为动力，在《十二五》

期间积极争创南京市职业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三创”型人才，为南京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建设目标：鼓楼中专校会计专业教学团队由专业带头人、教学骨干、中青年教师及相

关行业企业专家组成，以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为平台，承担专业建设与发展、课程建设与实施、

课堂教学、实训教学、教书育人、教学研究与改革、教师发展、资源建设、社会培训服务等职能。

团队建设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素质为核心；以培养行业企业欢

迎的实用型专门人才为办学目标；优化团队成员的年龄、学历、职称、职业资格等级、专兼结合

等结构，保持团队成员相对稳定，优势互补，形成合理的梯队，发挥团队和个人的最大潜力；专

家型团队带头人带领团队成员推进专业建设，实现专业目标和团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团队成员

强调“双师素质”，即教师的知识素质（包括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实践知识和职业教育知识）、教

师的能力素质（包括教学能力素质、实践能力素质和信息素养），专任教师应注重实际操作能力

的培养，兼职教师应注重理论教学能力的培养，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相得益彰。团队要及

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相关行业企业动态，准确把握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方向，保持专业建设的

领先水平，形成风格鲜明的团队特色；要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创新、省级品牌专业建设、省级实

训基地建设、精品课程开发建设等；要与行业企业合作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技术研发，立足

课堂教学，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使得学生在基本素质、技能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有较大

突破，培养的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欢迎，社会认可度高；要依托团队师资优势，开展社会培训服

务，培育良好的社会声誉，为“两个率先”、和谐社会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四、团队建设经费使用情况

（一）团队建设进度安排：

1、2012年 2月份召开两次会议：一是学习《关于开展南京市职业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的实

施意见》，明确开展市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基本要求、实施步骤等；二是

学习《南京市职业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标准》，把握“团队组成”、“团队带头人”、“团队建设”

三个“一级指标”的内容，逐项逐条对照自查，肯定已取得的成绩，找出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之处，

制订团队建设规划和团队成员个人进步发展规划，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实现团队及团队成

员个人的奋斗目标；三是在 2月 20 日之前，填写好《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申报表》，一式 3份按时

上报市教育局职社处。

2、在上报《申报表》之后，团队及全体成员按照团队建设规划和团队成员个人规划的要求，

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执行，每学期结束前进行回顾总结，对照团队建设预期成果，检查反思执行

落实情况，肯定成绩和进步，找出不足之处，制订下一步改进措施，确保按时落实到位。

3、按照本团队申报的建设年度（2013年），团队建设抓紧抓实，做优做强，迎接立项批准后

第二年（2014年）的市级统一中期检查；迎接第三年（2015年或 2016年）的市级统一总结验收。

（二）团队经费使用情况

学校于 2012年 7月迁入河西嫩江路校区办学。为把会计专业创建成为省级品牌专业、省级实

训基地、市级优秀教学团队，专项使用经费经费 327904.30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团队教师学习培训费用：41863.60元

2、团队实训基地软件等配套更新费用：202750元

3、团队教师教科研费用：5090元

4、团队课堂教学资源费用：23910元

5、学生技能训练竞赛费用：54290.70元



五、团队相关师生获奖情况

序

号
姓名 成果名称或大赛获奖名称 认定部门 等级

1 汤向阳 省技能大赛财会专业教师组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2009 年二等奖、

2010 年一等奖、

2011 年一等奖、

2012 年二等奖、

2013 年二等奖、

2014 年一等奖

2 汤向阳 省第 30 届（2010）珠算技术比赛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教师组个人全能

一等奖

3 汤向阳 市财会专业教师组技能比赛 市教育局
2009、2010、2011

年均获一等奖

4 汤向阳 市专业课教师教学能力竞赛 市职教教研室 2010年获一等奖

5 汤向阳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多媒体课件评选 中国职教学会 2011年获二等奖

6 汤向阳 省市“两课”评比 省教育厅、市教育局
2011年获市一等

奖、省级示范课

7 汤向阳 省中职财会学科特级教师 省人民政府 2014 年

8 汤向阳 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评比 市教育局 2014年获一等奖

9 汤向阳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4 年

10 汤向阳
担任省职业教育教科研中心组财经

商贸类专业组组员
省教育厅 2012 年

11 汤向阳、鲍亚伟 信息化教学设计 省教育厅 2015 年一等奖

12 陈 娟 市财会专业技能比赛教师组 市教育局 2012 年一等奖

13 陈 娟 省财会专业技能大赛指导教师 省教育厅
2014年优秀教练

奖

14 李 耘 市商贸综合技能竞赛 市教育局
2013年优秀指导

教师

15 麦 磊 市财会专业技能比赛教师组 市教育局 2012 年三等奖

16
学生

蒋晖
省技能大赛财会专业学生组 省教育厅 2012 年二等奖

17
学生

丁佩民
省创新大赛学生组 省教育厅 2012 年二等奖

18
学生

石静
省创新大赛学生组 省教育厅 2013 年三等奖



19
学生

党佳丰
省技能大赛财会专业学生组 省教育厅 2014 年三等奖

20

学生

丁金晶、陈雯、

陈蕾

省技能大赛财会专业学生组 省教育厅 2015 年三等奖

21

学生

丁金晶、冯涛、

刘露

省技能大赛财会专业学生组 省教育厅 2016 年一等奖

22 学生 8 人 市财商类专业中职学生组技能比赛 市教育局

2011年 5人二等

奖、

3 人三等奖

23 学生若干名 市财会专业中职学生组技能比赛 市教育局

近三年 4人一等

奖、10人二等奖、

21 人三等奖

24

学生

金文聪、郭皓亮

等人

全国 ERP 沙盘模拟大赛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4 年三等奖

25

学生

金文聪、郭皓亮

等人

全国 ERP 沙盘模拟大赛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 年三等奖

26 荣 静 全国 ERP 沙盘模拟大赛指导教师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4 年二等奖

27 荣 静、高梦雪 全国 ERP 沙盘模拟大赛指导教师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 年三等奖

28 冷静宜 市财会专业教师组技能比赛 市教育局 2015 年二等奖

29 徐 培 市财会专业教师组技能比赛 市教育局 2015 年三等奖

30 徐 培 省财会专业教师组技能比赛 省教育局 2016 年三等奖

31 汤向阳 论文《中职师资培训需求调研报告》 省职教论坛 省级一等奖

32 汤向阳
论文《情境下传承珠算文化的教学

实践探寻——以票币折算》
省教师培训中心 省二等奖

33 汤向阳
论文《融资结构对公司控制权市场

的影响分析》
《当代经济》

34 汤向阳 《江苏教育》封面人物 《江苏教育》

35 李 耘
论文《中职会计生态课堂教学模式

探究》
省职教论坛 省级二等奖

36 李 耘
论文《克服职教教师职业倦怠的有

效途经》
省职教论坛 省级三等奖

37 李 耘
论文《和谐 创造 意境 情感——论

文化环境与“生态”专业课》
省教师培训中心 省三等奖



38 李 耘
论文《创新教学模式 打造中职会计

生态课堂》
省教育报刊总社 省三等奖

39 许丽娟
论文《基于市场营销下的体验式教

学方法的研究》
省职教论坛 省级三等奖

40 鲍亚伟 论文《优化资本结构方法的再认识》 省教师培训中心 省级二等奖

41 唐 钟
论文《试论财务会计教学中的“合

作学习”》
省教师培训中心 省级三等奖

42 周丽华
论文《翻转课堂对职业学校教学的

优化——以会计专业教学为主》
省教师培训中心 省二等奖

43 周丽华
论文《论职业学校内涵建设与质量

提升的策略》
省教育报刊总社 省二等奖

44 荣 静
论文《浅谈职业学校教师内涵建设

与质量提升》
省教育报刊总社 省二等奖

45 荣 静 论文《赏识“问题学生”》 省教师培训中心 省三等奖

46
汤向阳、鲍亚

伟、李耘

参与主持课题《中等职业学校“三

业三争”教育实践研究》
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省级

47 汤向阳
主持联院立项课题《五年制高职学

生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实践研究》
省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省级

48 李耘

核心成员参与联院立项课题《五年

制高职学生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实践

研究》

省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省级

49 汤向阳
主持课题《销售服务培训课程资源

的校企双向开发研究》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省级

50 丁卫刚 主编教材《成本会计》及练习册 江苏科技出版社 省级

51 鲍亚伟 主编教材《基础会计学习指导手册》 江苏教育出版社 省级

52 鲍亚伟 主编教材《财务管理》 人民邮电出版社 省级

53 汤向阳 参编教材《财务管理》 人民邮电出版社 省级

54 鲍亚伟 主编教材《会计基本技能实训指导》 南京大学出版社 省级

55

李耘、陈娟、朱

澍宁、高梦雪、

黄萱、冷静宜、

周丽华、荣静、

徐培

参与编写《会计基本技能实训指导》 南京大学出版社 省级

56 李耘、汤向阳 参编《礼行天下》 南京大学出版社 省级

57 汤向阳 主编教材《柜组账务处理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 省级

58 李 耘 参编教材《柜组账务处理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 省级



59 汤向阳
参与主持立项课题《中职教师能力

培养研究》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级

60 汤向阳
参与主持立项课题《南京市职业教

育课程改革与开发研究》
省教科所 省级

61 汤向阳
主持立项课题《专业基础课程发展

性教学评价改革研究》
市教科所 市级

62 唐 钟
参与市级课题《财务会计综合实验

教材》，并参与编写该教材
市职教教研室 市级

63 荣 静 省“两课”评比研究课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省级

64 荣 静 省职业学校微课大赛 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省级三等奖

65 黄 萱 省“两课”评比研究课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省级

66 徐 培 全国职业学校财经类专业说课比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全国二等奖

67 鲍亚伟

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担任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学业水平考试会计类研究组副组长

省教育厅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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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队建设成果

（包括教师发展、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建设、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技能教学、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学生培养质量、产学研结合、教科研成果、技术服务、特色创新等）

《南京市职业教育“双师型”优秀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标准》规定：“所在专业建设成为省级品

牌专业或特色专业”；“建成有省级以上实训基地，开展内容先进的实训项目训练”。《建设标准》

明确规定，所在专业建成“省级品牌专业”和“省级实训基地”，是创建市级优秀专业教学团队的

前提条件和必备条件。据此，我们把优秀教学团队建设作为《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一项工程、一

项目标，把优秀教学团队、省级品牌专业、省级实训基地三者有机融合，三位一体，把团队建设

的进度安排及预期成果设定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 2012年至 2013年，创建优秀教学团队与创建

省级品牌专业有机结合；第二阶段 2014年至 2015年，创建优秀教学团队与创建省级实训基地有

机结合；最终于 2016年市里总结验收时宣告创建成功。

现将团队建设的成果总结如下：

1、教师发展：团队成员人人制订个人进步发展规划，目标明确，措施得力；在课堂教学、“五

课”教研、“两课”评比、优秀教学成果、课题研究、论文评选、课改实验、技能大赛、创新大赛、

基本功大赛、信息化大赛、拜师结对、到企业顶岗实践、专业教师职业资格证书等级提升、继续

教育、指导学生统考统测和技能考核考证、开展学生社团活动、学生评教等方面，成效明显，达

成《建设标准》的规定要求。

2、课程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构建“三以一化”的专业课程体系，专业技能课程内容与职业

标准有效对接；自主开发 3本校本专业技能教材，列入省级规划教材；专业主干课程配有数字化

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资源普遍进课堂，利用率高，成效显著；开设相应的专业选修课程，拓宽

学生的知识与能力。

3、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和技能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产学研结合：积极创建成为省

级品牌专业，拓展专业专门化方向；积极创建。已成为省级实训基地，开展内容先进的实训项目

训练，实践教学规范，特色鲜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改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符合专业人才

培养要求；产学研紧密结合，积极向教学转化，促进教学成效提升。

4、学生培养质量：本专业毕业生双证率达到 100%，参加市技能考核和统考成绩超过市均分；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对口就业率达 95%以上；就业质量高，学生满意度达 95%以上；用

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达 95%以上，社会认可度高。

5、社会培训服务：积极参与行业企业的技术服务与技术研发，力争取得良好效益；开展职业

培训服务，专业培训每年达 500人次以上，培训质量好，社会声誉好。

具体表现为：

1、2012年会计专业被认定为省品牌专业。

2、2012年会计专业教研组被评为市优秀教研组。

3、2015年会计专业教研组被评为区优秀教研组。

4、2014年“能行天下”会计技能社团被评为市优秀学生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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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年会计实训基地被评为省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

6、2016 年汤向阳财会名师工作室被评为首批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

7、2015 年团队成员汤向阳、鲍亚伟在省信息化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8、2014 年团队成员汤向阳在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1个。

9、近三年我校技能大赛水平稳步推进，学生在市会计技能大赛中，4 人一等奖、10 人二等奖、

21 人三等奖；省赛中 3 人一等奖、1人二等奖，1 人三等奖；ERP 沙盘模拟竞赛也荣获市一等奖、

二等奖；教师也荣获省赛一等奖 2次，二等奖 2次。

10、近三年团队成员主持或参与的国家级课题 1 个，省级课题 4 个，市级课题 2 个，校级课

题人手一个。

11、近三年团队成员在国家级、省级、市级两课评比中荣获国家级二等奖一次、省级示范课 1

次、省级研究课 1 次，市级一二三等奖若干。

12、近三年团队成员陆续编写了《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习指导》、《柜组账务处理技术》、

《财务管理》、《礼行天下》、《会计基本技能实训指导》等省级规划教材、省联院目录教材、校本

特色教材。

13、近三年团队成员在刊物公开发表及省级获奖论文 15 篇，市级获奖论文 4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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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部

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审

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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