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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行指委〔2017〕11 号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首批 18 个职业（工种）标准制（修）

订课题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 年项目公

告》（食药行指委〔2015〕1 号）精神，经专家研究论证，现公布

首批 18 个职业（工种）标准制（修）订课题立项名单（见附件），

请有关单位按照课题要求做好相关工作，保质保量完成课题任务。 

 

附件：食药行指委首批 18 个职业（工种）标准制（修）订 

课题立项名单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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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食药行指委首批 18 个职业（工种）标准制（修）订课题 

立项名单 

 

一、课题名称：《药品购销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01） 

（一）课题总负责：王冬丽（上海市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中、西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耿广平 

负责单位：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2．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丛淑芹 

负责单位：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3．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 虎松艳 

负责单位：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4．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 陈江华 

负责单位：上海市医药学校 

5．协作单位： 

江西省医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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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汕头中医药技工学校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二、课题名称：《中药调剂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02） 

（一）课题总负责：石磊（江西省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戚秀萍 

负责单位：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2．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张慧芳 

负责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 黄沐 

负责单位：汕头中医药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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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 王加文 

负责单位：江西省医药学校 

5．协作单位：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三、课题名称：《医药商品储运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

题编号：SYHZW201703） 

（一）课题总负责：刘文娟（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王晓梅 

负责单位：上海市医药学校 

2．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葛龙涛 

负责单位：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3．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秦泽平 

负责单位：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陈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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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单位：江西省医药学校 

5．东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李德成 

负责单位：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6．协作单位： 

江西省医药学校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四、课题名称：《制药发酵提取精制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

定（课题编号：SYHZW201704） 

（一）课题总负责：徐阳（上海市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肖海群 

负责单位：江西省医药学校 

2．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王芃 

负责单位：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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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邱东凤 

负责单位：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协作单位： 

浙江省医药经济发展中心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五、课题名称：《制药菌种培育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

题编号：SYHZW201705） 

（一）课题总负责：王利华（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曹宏伟 

负责单位：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2．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李楠 

负责单位：河北化工医药职业学院 

3．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陈梁军 

负责单位：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协作单位： 

江西省医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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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六、课题名称：《制药菌种发酵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

题编号：SYHZW201706） 

（一）课题总负责：陈素红（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孙祎敏 

负责单位：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2．北京、天津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程秀玮 

负责单位：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3．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陈梁军 

负责单位：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浙江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张晓军 

负责单位：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5．江苏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蒋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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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单位：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6．协作单位：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七、课题名称：《药物合成反应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

题编号：SYHZW201707） 

（一）课题总负责：孙若兰（上海市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张红东 

负责单位：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2．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马娟 

负责单位：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3．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张京武 

负责单位：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4．东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朱丽波 

负责单位：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5．协作单位：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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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医药学校 

常州技师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浙江医药经济发展中心 

八、课题名称：《基因工程药品生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

定（课题编号：SYHZW201708） 

（一）课题总负责：李榆梅（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胡立德 

负责单位：浙江省医药经济发展中心 

2．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林俊涵 

负责单位：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西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曾雪 

负责单位：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协作单位： 

上海市医药学校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 10 -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九、课题名称：《食品检验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09） 

（一）课题总负责：马永（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麻文胜 

负责单位：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2．东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王洋 

负责单位：黑龙江民旅职业学院 

3．西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张志强 

负责单位：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李达 

负责单位：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续飞 

负责单位：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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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协作单位：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Department of Process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贵州大学 

十、课题名称：《药物分析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10） 

（一）课题总负责：张玮芳（上海市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东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朱丽波 

负责单位：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2．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甄会贤 

负责单位：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3．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刘浩 

负责单位：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4．协作单位：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医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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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 

汕头市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十一、课题名称：《药物微生物检定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

定（课题编号：SYHZW201711） 

（一）课题总负责：范松华（上海市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孙祎敏 

负责单位：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2．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韩璐 

负责单位：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陈素红 

负责单位：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4．东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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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李德成 

负责单位：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 

5．协作单位：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医药学校 

十二、课题名称：《胶囊剂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12） 

（一）课题总负责：杨春梅（上海市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南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田宇光 

负责单位：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2．北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李素霞 

负责单位：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3．中、西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孙笑宇 

负责单位：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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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黄晟盛 

负责单位：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5．协作单位： 

江西省医药学校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十三、课题名称：《颗粒剂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13） 

（一）课题总负责：车勇（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丁立 

负责单位：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2．东北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丁岚峰 

负责单位：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3．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邵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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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单位：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4．协作单位：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江西省医药学校 

上海医药学校 

十四、课题名称：《片剂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编

号：SYHZW201714） 

（一）课题总负责：汪婷婷（上海市医药学校） 

（二）课题组成员： 

1．中西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宋金玉 

负责单位：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华南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秦斯民 

负责单位：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3．东北、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李德成 

负责单位：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4．华东部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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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刘桂丽 

负责单位：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5．协作单位：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江西省医药学校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十五、课题名称：《气雾剂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15） 

（一）课题总负责：丁立（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黄荣林 

负责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车勇 

负责单位：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3．东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杜冬梅 

负责单位：沈阳市化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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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西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李慧 

负责单位：湖北长江职业学院 

5．协作单位： 

上海市医药学校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医院 

十六、课题名称：《液体制剂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

题编号：SYHZW201716） 

（一）课题总负责：董建慧（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协作单位：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云南技师学院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职业学院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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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上海医药学校 

江西省医药学校 

汕头保税区洛斯特制药有限公司 

十七、课题名称：《注射剂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课题

编号：SYHZW201717） 

（一）课题总负责：杜月莲（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东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李德成 

负责单位：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2．华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原嫄 

负责单位：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郭珅珅 

负责单位：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4．协作单位： 

江苏常州技师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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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十八、课题名称：《生化药品制造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

（课题编号：SYHZW201718） 

（一）课题总负责：范继业（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二）课题组成员： 

1．华中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兰立新 

负责单位：湖南职业技术学院 

2．华南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郭成栓 

负责单位：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3．华东地区（调研、撰写分报告及工作任务分析） 

负责人：盛贻林 

负责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4．协作单位：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