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鹰 男，1973年6月生，湖南省津市
市人，中共党员，双师型教师，省级专业带
头人。

1996年湖南师范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与
教育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2006年，被教
育部选派到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学习机电技
术应用（机电一体化）专业知识与技术。

2015年，被常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聘
为常德市第六届机电专业联组主持人，

2017年被常德市教育局认定为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
2007、2008、2012年被津市市人民政府授予嘉奖，2013年记

三等功一次，两次被津市市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7年，指导程果同学参加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职

组通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护项目荣获二等奖，代表湖南省参加
国家级项目竞赛。

吴梅英 女，中共党员，高级讲师，学
校服装专业名师工作室主任，双师型教
师，省级专业带头人。

1999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因
工作成绩显著4次被津市市人民政府评
为嘉奖人员。

2007 年 8 月被常德市教育局授予
“常德市优秀教师”光荣称号。

2007年9月被津市市人民政府授予
“十佳教师精英”光荣称号。

2008年被湖南省教育厅遴选为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省级专
业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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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安 男，1973 年出生于湖南
省津市市保河堤镇西湖渔场的一个
农民家庭。现担任广东省中山市科
达通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5 年毕业于津市职业中专学
校电子电器维修专业，同年 3 月学校
统一分配到广东省中山市国泰电子
有限公司做一名普通的操作员。

1997 年被广州三联电子有限公
司看中，邀请担任副厂长。

2001 年被中山市华力通电子有
限公司以年薪 10 万的高薪聘请担任
主管。

2004 年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
企业——中山市东升镇鸿鑫电子厂。

2007 年 9 月开始真正做自己的
产品——各类手机电池，并成功注册

“科达通”品牌。并将工厂升级为中
山市科达通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现拥
有厂房 8100 平方米、15 条流水线生
产设备，在职员工500人，有专门的研
发团队。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国，年产
值达3000余万元，上缴国家税收上百
万元。

罗莉莉 女，湖南省津市市新洲
镇人，1995年湖南省津市职业中专学

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毕业生。
1992年，她带着对服装设计的浓

厚兴趣，来到了津市职业中专学校，
选择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开始了
自己崭新的学习生活。

1995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
西服装学院，学习国际服装设计。

1997年至2006年，先后任职于香
港（深圳）佳康制衣有限公司、广州市
妙而舒制衣有限公司、美国苹果服装
集团广州苹果童装有限公司、广州市
永祺服装有限公司和西班牙运动品
牌“KLLME”广州分公司，担任业务
主管或经理。

2000 年 3 月自己注册“小风筝”
婴童品牌。

2002年，开辟了国外市场。
2007 年工厂开始转型以做衬衫

为主，产品销往欧美、东南亚等地。
现今，工厂年生产额为500万元左右，
工作车台120台，可容纳工人200人。

2010 年在广东江门地区开设分
厂，顺利投入使用。

卢湘军 湖南慈利人，1994年 —
1997 年就读于津市市职业中专机电
专业。2004年离开上海，来到浙江嘉

兴，任威来电池公司设备部经理。
2014年离开公司自由发展，注册成立
了嘉兴远梦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业务范围：通风设备、
环保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以
及纺织设备、涂层设备的安装等工
程。工程范围覆盖苏州、上海、杭州、
宁波、绍兴等长三角大中城市。并与
嘉兴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扬鑫机
械有限公司（台资企业）等大企业有
良好的合作关系。

业余爱好摄影 、攀登 、户外活
动。2013 年在上海注册成立老 A 高
山探险公司。

四次徒步穿越中国户外顶级路
线——鳌太穿越，五次穿越年保玉
则，一次贡嘎穿越，攀登过四姑娘山
二峰、雪隆包、雀儿山等技术雪山。

皮国辉 湖南澧县人，现任中石
化湖南石油分公司物流中心资源配
送总调度长。

1994 年就读于津市职业中专学
校机电专业。

1997 年顺利考入湖南理工学院
学习机械电子自动化专业。

2000 年 9 月进入中石化湖南石

油常德分公司参加工作。
2008 年调入中石化湖南石油分

公司物流中心，负责全省成品油资源
配送调度工作。

谭正平 湖南省慈利县人。现任
嘉兴市恒际针织时装有限公司董事
长。

1994 年—1997 年就读于津市职
业中专服装设计专业。

2006 年任杭州万事利集团进出
口公司副总经理。

2008年10月，开设了自己的服装
公司，公司专营出口，产品销往欧
美。公司拥有各种设备 230 多台，在
职人员 150 人左右，年销售额 3000 多
万元，年缴税200多万元，年生产量在
100万件左右。

鲁银珍 2007年从津市新洲中学
初中毕业，进入津市职业中专电子技
术应用专业就读，2010年考入湖南师
范大学工程与设计系，2014年毕业回
母校担任电子专业教师、班主任。

她的座右铭是：你的选择，决定
你的未来；你的努力，成就你的梦
想。

学校简介：
津市职业中专学校创办于1984年，是首批国家级重

点职业高级中学、省级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省级示范性
县级职教中心的牵头学校、湖南省信息化试点学校。

基本情况：
津市职业中专学校先后被评为“湖南省职业教育先

进单位”“湖南省中职德育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文明卫
生单位”“湖南省职业能力考试先进单位”“常德市职业技
能与培训先进单位”。

现有在校学生1000余人，教职员工120余人，省级专
业带头人4人，“双师型”教师42人，专业课教师58人。

办学条件：
学校占地160余亩，校园布局合理，环境优美，被誉

为“花园式学校”。
学校开设有机电技术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生物化

工、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及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等6
个专业。

学校建有综合实训大楼、机加工中心和10多个专业
实训室，全新塑胶运动场。设施设备总价值2000多万元。

资助政策：
全校学生享受国家的免学费政策，部分困难学生享

受国家助学金政策，生物化工专业享受地方政府的“四免
一补”政策（即免学费、免书籍课本费、免住宿费、免生活
费、补交通费）。

学校特色：
学校坚持“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提升质量、打造品

牌，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走内涵式发展之
路，积极探索院、校、企深度合作，实施“订单”培养。

机电技术应用是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服装设计与
工艺是省级精品专业和省级特色专业。

学校组建了22个颇具职教特色的文艺、体育和专业

社团，让信息化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专业技能大赛、文明
风采大赛融入教育教学的始终。

招生计划：
2018年拟定计划：总计划数310人（其中本市290人，

外市20人）
机电技术应用80人 生物化工30人
计算机及应用40人 电子技术应用50人
旅游服务与管理70人 服装设计与工艺40人
入学须知：
欢迎你来津市职业中专学校学习！
我校将定于2018年8月20日14时30分举行为期一周

的新生军训，9月2日正式开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来校路线
城区学生8月20日上午自行乘公交车到桥头广场下

车，经车胤大道往西行300米即到。
各乡镇学生8月20日8时前到所在乡镇初中学校集

合（含德雅中学寄宿生班学生），由我校统一派车来接。
外县市学生乘车到市公安局下，然后沿桥头广场、经车胤
大道往西300米即到。

2.报到时所带物品
学生自带生活用品。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课本费按

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收取。
报到时带好《新生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原件或户口

簿原件、毕业证原件等证件。
3.招生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 生 负 责 人 ：刘 老 师（13873622208） 郭 老 师

（15387362123）
办公电话：0736—4239860
网址：www.hnjszj.com
微信公众号：hnjszj88
学校地址：津市市车胤大道1800号

班主任论坛合影。

志 远志 远 技 精技 精 品 正品 正
———— 腾飞中的津市职业中专学校腾飞中的津市职业中专学校

学校荣誉学校荣誉

新建塑胶操场。

技能大赛获奖师生。

优秀毕业生优秀毕业生名师风采名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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