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一、个人（团队）奖 

正高组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团队成员 高校名称 获奖等级 

1 综合实训 滕英跃 何伟艳，马惠言，张印民 内蒙古工业大学 特等奖 

2 教育信息技术 于洪涛 王晶，孟晨，薄金丽 内蒙古民族大学 特等奖 

3 药理学 刘志杰 王建宇，刘倩，谷凯 赤峰学院 特等奖 

4 医学细胞生物与遗传学 王宗霞 吴涤，贾小娥，邹博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一等奖 

5 电力电子技术 宗哲英 张春慧，洪宝棣，王利娟 内蒙古农业大学 一等奖 

6 环境法学 赵玲  内蒙古大学 一等奖 

7 有机化学 包永胜 乌云，王帅，白图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一等奖 

8 英语口译 潘若芸 曲悦珍，韩瑞芳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一等奖 

9 计算机基础（一） 于艳东 丁秀琴，张培方，李俊芳 集宁师范学院 一等奖 

10 高等数学 A2 侯国林  内蒙古大学 一等奖 

11 大学物理 霍海燕 额尔敦布和，丽英，哈达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二等奖 

12 金融学 斯琴塔娜 赵璐，澈丽牧歌，陈柱 内蒙古财经大学 二等奖 

13 地理教学论 白絮飞 杜卫红，孙玮，韩丽荣 呼伦贝尔学院 二等奖 

14 材料工程基础 赵勇桃 杨礼林，王海燕 内蒙古科技大学 二等奖 

15 植物组织培养学 邸娜 王靖，郑喜清，王海燕 河套学院 二等奖 

16 方剂学 刘春慧 马建超，蒋召磊 内蒙古医科大学 二等奖 

17 油画人物 孙与平 包双梅，马媛，王华晨 内蒙古艺术学院 二等奖 

18 理论力学 李晓丽 芒来，姚占全，贺云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二等奖 



副高组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团队成员 高校名称 获奖等级 

1 危机管理 符亚男 王秀丽，乔洪滨，苏红梅 内蒙古工业大学 特等奖 

2 植物学 赵艳玲 杨颜慈，梁田雨，武月红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特等奖 

3 生理学 宣丽颖 白冬松 内蒙古民族大学 特等奖 

4 离散数学导论 贾永旺 曹艳，苏晓明 内蒙古工业大学 一等奖 

5 运动系统损伤与疾病 李强 刘瑞，姜助国，甄志龙 内蒙古医科大学 一等奖 

6 音乐名作欣赏 张鑫 李红梅，邬娟，肖瑞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一等奖 

7 综合商务英语 4 刘娟 冯娟，祁莎莎，解知霖 内蒙古财经大学 一等奖 

8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张巍娜 白彦辉，段宏伟，邹妍 赤峰学院 一等奖 

9 传统壁画绘制及创新应用 侯也 张晓霞，邹维佳，杨曦浩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一等奖 

10 金属材料学 孙昊 赵莉萍，李瑞红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一等奖 

11 基础护理学 高岩 董丽霞，张艳云，杜彤帅 内蒙古民族大学 一等奖 

12 医学免疫学 梅建军 陈建芳，刘友，王艳芳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一等奖 

13 实验心理学 李敏  内蒙古民族大学 二等奖 

14 电力电子技术 王海霞 戚乐，马斌畅，常君瑞 河套学院 二等奖 

15 高等数学 王娟 程慧琴，赵利云，侯玉双 内蒙古科技大学 二等奖 

16 药剂学 吕晓洁 刘佳，李瑞娟，顾艳丽 内蒙古医科大学 二等奖 

17 大学英语 A 韩丽伟 赵丽红，吕佩臣，龚韶华 呼伦贝尔学院 二等奖 

18 动物生理学 张东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二等奖 

19 无机化学实验 A 薛辉 康晓敏，贾艳媛 内蒙古大学 二等奖 

20 网络工程 王燕  内蒙古大学 二等奖 

21 数学分析 青梅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二等奖 

22 综合英语（二） 姜雪 马卓源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二等奖 

23 室内空间设计 1 王智睿 刘丽娟，张千，赵志林 内蒙古艺术学院 二等奖 

24 园艺植物保护学 韩海霞 姚岭柏，王晓云 集宁师范学院 二等奖 

 



中级及以下组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团队成员 高校名称 获奖等级 

1 城市设计 郑硕 杨光，成格尔，陈国清 内蒙古农业大学 特等奖 

2 现代物流管理概论 曹刚 姜海燕，汤晓丹，娜仁图雅 内蒙古财经大学 特等奖 

3 中国现代文学（一） 黎秀娥 郭培筠、石海光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一等奖 

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郝海燕 董占军，孟朝艳，陈彦艳 内蒙古财经大学 一等奖 

5 剧目舞台实践 哈布日 高桂峪，刘梦芊，刘谨赫 内蒙古艺术学院 一等奖 

6 通用英语（一） 罗娜 胡晓宇，杨静，娜布其 内蒙古工业大学 一等奖 

7 化工原理 兰大为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一等奖 

8 城市总体规划 侯红蕊 左木子，杨彬，左轶璆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一等奖 

9 医学免疫学 富红丹 潘海婷，孙娟，彭洪涛 内蒙古医科大学 一等奖 

10 基础化学 杜燕 杨美青，石松利，白迎春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一等奖 

11 幼儿游戏与指导 张媛 寇平平，孟庆艳，白艳霞 集宁师范学院 二等奖 

12 国际经济学 马艳艳 李雪峰，刘启云，丰华 呼伦贝尔学院 二等奖 

13 系统解剖学 丁新玲 姜晓东、王宇博、霍志会 赤峰学院 二等奖 

14 小学教育心理学 马红斐 翟晓云、叶琳 内蒙古师范大学 二等奖 

15 数字电子技术 宝都吉雅 郭华，崔媛，陶丽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二等奖 

1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二） 
杨涛  内蒙古大学 二等奖 

17 舞台表演 李艳萍 李红梅，曲展，肖瑞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二等奖 

18 数学建模 高晶英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二等奖 

19 中级财务管理 李晓燕 王海燕，郑颖莉,杨春艳 河套学院 二等奖 

2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范俊杰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二等奖 

21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刘章华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二等奖 

22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刘宏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二等奖 



二、优秀组织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