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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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光献 性别 男 申报资格 副教授 申报类型 正常申报 

出生年月 1975.06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可授工学、理学

学位) 教师类型 教学科研型 

现专业技术资格 讲师 2004.09 2004.10 

原专业技术资格  

资格

取得

时间  

职务

聘任

时间  

 

最高学历(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本科  1999.09--2002.06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最高学位(起止时 

间何校何专业) 硕士  2009.03--2013.06  湖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技术 

外语成绩 

(或免试)  合格 
计算机成绩 

(或免试) 专业免试
现担(兼)任 

党政职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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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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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08-2000.07 丽水商业学校 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网络管理、C语言、

数据库应用、办公自动化等课程教学 
助教 

2000.07-今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技术基础、网络构建与管理、计算机网络管理、

网络技术、网络数据库技术等课程教学 讲师、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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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7-2004.08 研究生课程函授学习 浙江大学 陈纯 64 合格 

2004.10-2005.03 研究生课程函授学习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蔡红暹 240 合格 

2008.08-2008.08 LAMP系统工程师培训 开放源代码高校推进联盟 张建华 48 
LAMP系统工程师

2008.10-2008.10 锐捷认证高级讲师培训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 陈晓宇 56 RCSI认证

2009.08-2009.08 国家综合布线管理员进修 信息产业部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广州唯康公司 谢恩庆 48 
综合布线管理员、IDEAL认证

工程师 

2011.08-2011.08 锐捷认证工程师讲师进修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 陈晓宇 80 RCNAI认证

2009.07-2009.08 
实施丽水市体育中心弱电及部分强电工程项目，包括综合布线、网络设

备、服务器配置调试等工作 浙江贝尔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金小炜 120 
项目已通过验收

2010.08-2010.08 
对丽水模数转换，进行丽水数字电视市场机顶盒的安装调试及咨询，同

时对丽水华数网络进行改造测试调试等工作 丽水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殷军 80 
实现丽水城区数字化整转及互动电视

网络改造 

2011.02-2011.07 
实施科技项目申报、筹划丽威IT服务学院成立、BPO服

务外包调研及提案等工作 浙江丽威科技有限公司 叶继东 260 
学院教师下企业经验交流会

重点发言 

2012.07-2012.08 负责碟海村影视创业园门户网站、电子商务

研发等工作 
浙江碟海影视控股有限公司 陈皆龙 120 

丽水科技部研发团队

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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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历 

 

起止时间 所任工作名称 班级（姓名） 人数 成绩或业绩 



 

2003.09-2006.06 班主任 机电信息分院计算机信息管理0304班 38 合格 经 

 

 

 

 

 

历 

 

2008.09-2011.06 班主任 机电信息分院计算机信息管理0817班 44 优秀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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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网络与接口、计算机网络与接口实训、数据库应用、数据应用实训、网络数

据库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基础、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指导15人 

电信0605，0606，0703，信管0712，0713，0714，

信管0801,机电0706，0707  382人 全部 626 C 

2009/2010 
网络数据库技术、数据库应用实训、网络技术基础、毕业设

计与毕业实习指导18人 

信管0815，0816，0817，网络0812，网络0913，

信管0902  255人 全部 534 C 

2010/2011 
计算机网络管理、网络数据库技术、数据库应用实训，注：在浙江丽威科技有限公

司实践锻炼七个月、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指导17人 

网络0913，信管0918，0919 

134人 
全部及下企业 228 B 

2011/2012 
网络构建与管理、网络构建与管理实训、网络数据库技术、数据库应用实训、网络

技术基础、网络技术基础实训、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指导11人 

网络0913，网络1014，信管1020，网

络1115，信管1003  247人 全部 590 A 

2012/2013 
Office高级应用、网络构建与管理、网络数据库技术、数据

库应用实训、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指导9人 

网络1216，信管1121，网络1115，信

管1202  225人 全部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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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earch Of Decision Tree Learning Algorithm In 

Technology Of Data Mining Classification (1/1)代表作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SN:1975-9320  7(10) 2012.06 1/1 EI源期刊论文收录  

The Development Of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Wavelet Network (1/1)代表作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ISSN:1976-3700  4(9) 2012.05 1/1 EI源期刊论文收录  

Android系统环境下应用前景与开

发研究 (1/1) 
软件  ISSN:1003-6970，CN:12-1151/TP  32(10) 2011.10 1/1 CSA期刊论文收录 他引=2 

网络构建与管理项目教程 (1/1)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28350-8  2012.05 1/1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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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锤泵生产设备自动化工艺的改进和研究 2013R30027 
浙江省科技厅 技术创新

活动计划项目 

2013.07至

2015.06 5 1/4 否 
研究资料、创新团队、

专利等 

Linux应用与开发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2009R30011 
浙江省科技厅 高技能人

才培养项目 

2009.09至

2011.12 7 2/8 是 
研究报告、论文、软件

等 

绝缘子闪络通用在线监控软件开发 2012JYZB44 
丽水市科技局 公益性技

术应用项目 

2012.12至

2013.06 2 1/6 是 研究资料、软件等

浙江省欠发达地区—丽水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丽社联

[2011]11号 

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科研项目 

2011.10至

2012.05 0.3 1/4 是 研究报告等

丽水市“十二五”IT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2011JYZB06 
丽水市科技局 公益性技

术应用项目 

2011.12至

2012.06 2.5 2/11 是 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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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Android系统环境下应用前景与开发研究》 
丽水市第十一届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 三

等奖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12.12 1/1 

2012年首届浙江省高职院校网络技能大赛（指导学生） 团体 二等奖 
浙江省高职计算机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2.04 1/2 

2013年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应用”竞

赛（指导学生） 团体 三等奖 浙江省教育厅 2013.05 1/2 

2009年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指导学

生） 网站类高职组 一等奖 浙江省教育厅 2010.05 2/3 

2011/2012学年优秀青年教师 教师表彰 优秀青年教师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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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及基地建设 
负责校企合作办学下的“锐捷网络学院”申请及学

生的锐捷网络工程师认证培训与考核等工作。 
2010.01至2013.06 负责人  

团队 
丽水职业教育集团丽威IT服务学院智能电网研究所研究团队

成员，取得了课题、著作权、专利等成果共5项。 
2011.01至2013.06 负责人  

课程 
主持完成《网络构建与管理》院级重点教材和《网络技术基础》院级精品课程建设；排名

第三参与完成《计算机网络管理》2008年省级精品课程项目。 2009.01至2012.12 负责人  

学科/专业 
负责学院《网络构建与管理》、《网络数据库技术》课程标准的制订，

同时每学年作为专业团队成员对学院计算机类专业教学进行指导。 2008.01至2013.06 骨干成员  

团队 
丽水智能电子研究所团队成员，取得了课题、著作

权、专利等成果共8项。 
2010.01至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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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丽威科技有限公司 
2011年进行《电气结点发热温度在线监测系统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的申报

及科技招标，并获得丽水市科技局立项，项目编号：20110404。 

项目实现累计销售收入1000万

元，净利润210万元，缴税140万

元，新增就业15人。  

人员培训与挂职 浙江丽威科技有限公司 
2011年开始承担公司日常管理，负责丽威IT服务学院校企合作《计算机系统集成》课程开发、一期招生及开班

开课，CMMI-3项目认证团队核心成员，科技项目负责申报，数字化加工基地课题调研，BPO信息服务外包调研和

提案等工作。 

《计算机系统集成》课程一期培训50人，公司通过CMMI-3级认证，

并完成1项调研报告（2010年度全市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

和1项政协提案（2011民建集体提案）  

意见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 丽水市政协 
2011年对丽水市服务外包产业现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服务外包产业调查研究，完成《加快信息服务外包产业

发展，助推“智慧丽水”建设》的调研报告，并于2012年4月在丽水市“两会”上作大会书面发言。 

调研报告被列入2012年丽水市政

协三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汇

编  

项目研发与攻关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2012年主持完成《通用在线考试题目录入系统》软件研发 
软件实现了远程考题录入和在线

组卷，分7个不同功能模块，已取

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登记号：2012SR040800

学术/社会职务 
中国计算机学会/民进丽水市科

技经济专委会 

2010-2013年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丽水市计算机学会会员，并多次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2012-2013年任

民进丽水市科技经济专委会委员，主持或参与民进参政议政调研课题。 

计算机学会会员；完成丽水市“两

会”调研课题4项，获2012年度丽

水民进优秀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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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