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所在单位：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盖章）                         

                                                           

 一、基本情况                                           

姓名 胡秀萍 性别 女 申报资格 副教授 申报类型 正常申报 

出生年月 1976.01 现从事专业 风景园林学(可授工学、农学学位) 教师类型 教学科研型 

现专业技术资格 讲师 2007.09 2007.09 

原专业技术资格 中专讲师 

资格

取得

时间 2003.11

职务

聘任

时间 2003.11 

 

最高学历(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本科  1999.09--2002.07  浙江林学院  园林 

最高学位(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硕士  2006.10--2010.12  上海同济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规划设计） 

外语成绩 

(或免试)  合格 
计算机成绩 

(或免试) 合格 
现担(兼)任 

党政职务  

是否取得高 

校教师资格 是 
是否取得岗 

培合格证书 是 
研究生主干课 

程成绩(门数) 硕士 
是否 

“双师” 是 

岗位类别 教学 
年度考 

核情况 2009年：合格 2010年：优秀 2011年：合格 

1.工作经历及社会简历 

起止时间 单位 从事何种技术工作 任何技术职务 

1996.09-2003.10 浙江林业学校 园林规划设计等课程的教学 助教 

2003.11-2013.07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 讲师 

2.参加各种培训进修、访学（访问）、实践锻炼等及其业绩 

起止时间 内容 单位 导师或证明人 学分 成果或业绩

2011.07-2011.08 公寓景观设计 丽水市紫金老年公寓 俞林伟  
景观设计模型

2012.02-2012.08 老小区改造 莲都区公用事业管理所 吴大勇  
小区改造项目申报

2012.06-2012.06 台湾农林业发展 台湾农业旅游发展协会 王志文 12  
2011.12-2011.12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园林建设 浙江省高职教育农林牧渔类专业教学委员会等

柯敏 24  
2006.09-2010.12 硕士研究生课程 同济大学  380  

3.担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或任职以来指导青年教师工作的经历 

起止时间 所任工作名称 班级（姓名） 人数 成绩或业绩 

1996.09-2013.06 班主任 
园林9601、园林0507、园林0801、园林

1016 
48、46、48、50 优秀班主任、十佳班主任

经 

 

 

 

 

 

历 

 

2006.09-2008.09 指导青年教师 江玉珍 1  

                                                           

                                                           



 

 二、工作业绩(各栏目须加盖相关职能部门公章)                         
 1. 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无教学业绩考核情况的须注明原因，研究系列填写本职工作业绩) 

学年/ 

年份 
讲授主要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及学生数 

本人承 

担内容 

学年 

总课时 

教学业 

绩等级 

2008/2009 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园林制图、毕业设计指导24人 
园林0701、02、03、园林

0801、02、03  268 全部 502 B 

2009/2010 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制图、毕业设计指导14人 
园林0801、0802、0803和

园林1006  194 全部 571 B 

2010/2011 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制图、毕业设计指导14人 
园工0912、园林0915、花

卉1005  137 全部 631 A 

2011/2012 
2012.02-2012.08月下企业半年。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园

林规划设计、城市绿地设计、毕业设计指导14人 

园林1016、园林1117、林

业1005  145 全部 264 B 

2012/2013 园林规划设计、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毕业设计指导15人 园林1117、园林1016  107 全部 475 B 

 

 2. 任现职以来发表论文著作情况(正高填6项以内,副高填4项以内) 

论文、著作题目 
刊物(出版社)名称、 

刊号(书号)、卷(期)数 
发表时间

本人

排名

收录、转载 

等情况 

影响因子(IF)

和他引次数
高职园林规划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创

新 (1/1)代表作 

职教论坛  ISSN1001-7518 CN36-1078/G4  2011 

2011（08） 2011.03 1/1   

浅析乡村游背景下乡村聚落景观的

规划设计 (1/1)代表作 

农业考古   ISSN1006-2335 CN36-1069/K  2012

（03） 2012.06 1/1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庄景观规划设计 

(1/1) 

山西建筑  ISSN1009-6825 CN14-1279/TU  2010

（21） 2010.07 1/1   

基于旅游开发的乡村聚落景观乡村

性更新与设计 (1/1) 

现代农业科技  ISSN1009-5739 CN34-1278/S  

2012（05） 2012.03 1/1   

                                                           



 

 3. 任现职以来科研（含教改教研）项目等情况(任现职以来立项的，填5 项以内) 

项目名称(须注明立项号) 
项目来源 

和类别 

起止 

年月 

金额 

(万元)

本人 

排名 

是否 

结题 

成果 

形式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聚落景观的规划设计研究 2011ZC22 浙江省旅游局
2011.07至

2012.12 0.5 1/5 是 论文 

浙江省重点教材建设《园林制图》 ZJG2009290 浙江省教育厅
2008.08至

2011.06 4 2/6 是 教材 

丽水莲都区新农村景观建设发展定位研究 LZYA200903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2009.06至

2010.09 0.1 1/4 是 论文 

新世纪教改“双三步”校企深度融合，创新高职园林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 Yb2010131 新世纪教改项目 
2010.09至

2013.09 4 4/8 否 论文、研究报告

       

 4. 任现职以来所获荣誉和教学科研成果、育人成果等情况 (含各类授权专利，填5项以内) 

所获荣誉名称/成果的项目名称 成果类别和等级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本人(指 

导)排名 
全国职业院校林业职业技能大赛园林景观设计赛项（指导学

生获一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林业职业技能大赛园林景

观设计赛项优秀指导教师奖  国家林业局 2013.05 1/1 

第二届“上海种业杯”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农业职业技能大赛

园林景观设计项目（指导学生获奖一等奖） 

第二届“上海种业杯”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农业职

业技能大赛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优秀指导教师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村与农业职业教育专

业委员会、全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等 2009.05 1/1 

“项目为载体，校企深度融合”的高职园林人才培养模式创

建 
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优秀成果 三等奖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村与

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1.08 5/6 

“真知景观杯”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园林职业技能竞赛（指

导学生获一等奖） 

“真知景观杯”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园林

职业技能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浙江省高职教育农林牧渔

专业大类指导委员会 2011.10 1/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优秀青年教师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2011.09 1/1 

                                                           



 

 5.任现职以来参与团队业绩（如参与学科/专业/课程/实验室及各类基地建设的情况(填5项以内） 

业绩类别 内容 时间 
本人排名或 

所发挥作用 
备注 

浙江省重点专业建设 浙江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园林工程重点专业建设 2009.12至2012.06
3/15技能鉴定试题库建立、技能竞赛的组织、

综合实训教材的编写等（骨干成员）  

国家林业局重点专业建设 国家林业局重点专业——园林技术专业建设 2012.06 
2/3申报材料撰写及申报资料的收

集（骨干成员）  

实训基地建设 中央职教实训基地建设——园林技术实训基地建设 2017.10至2010.10
园林工作室，模拟设计室的方案编

制（骨干成员）  

课程建设 
浙江省普通高校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园林制图》

（浙教高［2011］9号文件） 
2011.02至2014.02

2/7完成电子教案、课程ppt等的制

作（骨干成员）  

课程建设 编写教材《景观设计》一本 2010.09至2011.01 3/10 教材编写及审核（骨干成员）  

 

6.服务社会工作（项目研发与攻关、技术指导与服务、成果推广转化与专利、政策与技术咨询、意见

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人员培训与挂职等）中取得的成果，担/兼任各类学术/社会职务等情况（填5

项以内) 

服务形式 服务地点 工作内容及本人承担的任务 工作成效 备注(专利号等)

技术指导与服务 丽水风景园林协会 丽水绿化项目方案会审和项目验收工作 效果良好  

技术技术指导与服务 丽水四维规划规划建筑设计公司 主持完成了丽水新农村绿化项目设计工作 
完成7个村的绿化

设计工作并竣工  

技术技术指导与服务 浙江万景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主持完成了丽水刘英小学绿化设计、古堰画乡和东西岩沿线山

体林相彩化规划设计、莲都区社区绿地改造项目 

竣工、通过方案审

查、竣工  

成果推广转化与专利 松阳顺心竹木制品厂 竹木制品的造型设计图绘制 效果良好 ZL201120537242.6 

社会兼职 农林教职委 浙江高职园林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秘书
参与教指委竞赛组织

工作，效果良好  

 三、所在单位考核及评审推荐意见                          

就申报者的思想政治、为人师表、专业知识、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含推广情况)、学科建设、实 

验室建设、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综合工作量是否饱满、是否符合破格条件提出意见: 

 

 总人数 实到人数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备注 

学科组       

所在单位 

评审委员 

会表决 
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