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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获奖

1.1 主要获奖明细表

主要获奖明细表

序号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授奖部门

1 2022 年 1 月

2021 年广西教学成果
奖“‘产-教-城’融
合赋能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特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

2 2015 年 1 月
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

工作试点城市
国家级 教育部

3 2021 年 7 月
全国首批产教融合试

点城市
国家级

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

4 2019年11月
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试验区
国家级 中华职教社

5 2022 年 9 月
国家级产教融合合作

建设专业 7个
国家级 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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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获奖奖项

1.2.1 “产-教-城”融合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2021

年自治区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2.2 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工作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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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全国首批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

1.2.4 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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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第一批产教融合试点专业 7 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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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教学成果奖获奖

2.1 其他教学成果奖获奖明细表

其他教学成果奖获奖明细表

序号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授奖部门

1 2019 年

2019 年“政府领航、双元

一体、教产相伴、融合发

展”——职业教育发展柳

州模式的创新实践

广西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

2 2022 年

2021 年民族地区“三级递

进”试点探索现代学徒制

的实践

广西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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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教学成果奖具体获奖奖项

2.2.1“政府领航、双元一体、教产相伴、融合发展”——职业教育

发展柳州模式的创新实践（2019 年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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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民族地区“三级递进”试点探索现代学徒制的实践（2021 年自

治区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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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国家级荣誉

3.1 其他国家级荣誉明细表

其他国家级荣誉明细表

序号 获奖时间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授奖部门

1 2014 年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国家级 教育部

2 2020 年
第一批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

团（2 个）
国家级 教育部

3 2010 年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1 所） 国家级 教育部

4 2019 年 国家双高建设单位（1 所） 国家级 教育部

5
2014-

2018 年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6所）
国家级 教育部

3.2 其他国家级具体荣誉

3.2.1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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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第一批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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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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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国家双高建设单位（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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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6 所）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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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省部级荣誉

4.1 其他省部级荣誉明细表

其他省部级荣誉明细表

序号 获奖时间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奖金数额

（元）
授奖部门

1 2018 年
广西首批现代学徒制

试点城市
省部级 50 万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

育厅

2 2013 年
广西民族地区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省部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

育厅

3 2017 年
广西现代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示范区
省部级 柳州市人民政府

4 2018 年
广西职业教育改革成

效明显的市（第一名）
省部级 1000 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

5 2020 年
广西职业教育改革成

效明显的市（第一名）
省部级 1000 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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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其他省部级具体荣誉

4.2.1 广西首批现代学徒制工作试点城市



19

4.2.2 广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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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广西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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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2018 年广西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市（第一名）



22

4.2.5 2020 年广西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市（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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