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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1年安徽省中小学劳动教育骨干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开班通知 

各派训单位、参训学员：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1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教育管

理干部省级培训的通知》(皖教秘师„2021‟36号)精神，我校承办的安徽省

中小学劳动教育骨干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将于 2021年 10月 17日开班。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到地点 

报到地点：淮南金茂国际酒店一楼大厅 

二、具体安排 

项目名称 报到时间 人数 培训时间 班级 QQ群 

安徽省中小学劳动教

育骨干教师示范性培

训项目 

2021 年 10 月 17 日 

下午 2：30—5:30 
100 

2021 年 10

月 18——10

月 21 日 

群名称：2021 淮师省

培劳动教育培训项目 

 

群号：700964347 

 

三、培训地点及联络人 

培训地点：淮南师范学院东校区八角楼二楼报告厅 

班主任：袁老师  18900541984  

继续教育学院职业培训中心： 刘老师 0554-667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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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要求 

1．参训学员一旦选定，原则上不予调换，因故确不能参加培训者，须

向所在的地市（县）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更换人员；调换人员报到时需携带当

地市（县）教育主管部门同意更换人员的函；无故逾期两天不报到者，视为

自动放弃参训资格，后果自负。 

2．请学员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参训，为方便学习，参训学员可自备电脑、

U盘等必要的学习用具。请学员及时实名（姓名+单位）加入班级 QQ群。 

3．本次培训将对学员评价采取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综合评价：即

学习情况参与度、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等。综合评价合格者，发结业证书。 

4．学员参加培训期间的往返交通路费按照有关规定，从学员所在学校

公用经费中列支。 

五、宾馆地址及乘车路线 

1.淮南金茂国际酒店地址。 

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西路 8号，电话：0554-6806999。 

2．乘车路线： 

淮南火车站到金茂酒店没有直达公交车。乘坐出租车车费大约 7元左右。 

淮南南站（高铁站）到金茂酒店，可乘坐 37路公交车，到金茂酒店站

下车步行 300米即可到达。乘坐出租车车费大约 30元。 

淮南东站（高铁站）到金茂酒店，可乘坐 G1公交车到国庆中路站下车，

再换乘 3路公交车到金茂酒店站下车步行 300米即可到达。乘坐出租车车费

大约 40元。 

淮南市国庆路长途汽车站到金茂酒店可在长途车站对面乘 3路公交车到

金茂酒店站下车步行 300米即可到达。乘坐出租车车费大约 7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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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疫情防控 

1.根据新冠疫情防控要求，参训学员报到前 14 天内须无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旅行经历，无接触高风险地区外来人员经历。 

2.学员报到时需提供 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和参训人员健康承诺书，

出示 “安康码”及疫苗接种记录。学员应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各项规定，

进校参训要求一律佩戴口罩，并在学校入口接受体温检测，发烧人员不可进

校，非培训时间不可进校。参训期间不到人流量大的场所逗留，身体不适者

要及时向班主任上报情况。 

 

特此通知 

附件 1：淮南师范学院省培参训人员健康承诺书 

附件 2：参训学员名单 

 

淮南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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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淮南师范学院省培参训人员健康承诺书 
 

 

姓名：                         培训时间：2021.10.17-10.21 

                                                 

新冠疫情高危因素 有无情况 

近 14天曾前往省外低风险地区，返皖后第一时间

做核酸检测的 
有 ；无  

近 14天曾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有 ；无  

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疑似病例，或被疾控部门判定为密切接

触者、次密切接触者 

有 ；无  

近 14天有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且排除新冠病

毒感染 
有 ；无  

 

本人自愿承诺，以上情况如有瞒报、谎报，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一经

查实由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字：                            时间： 

      

备注：本表由学员据实填写、签字确认。学校依据此表及其它材料判定该学

员能否正常参训并将此表存入培训防疫工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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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训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市 县（区） 单位 

1 秦文凤 马鞍山市 花山区 花山区教育局 

2 梁华静 马鞍山市 雨山区 育才小学 

3 张德明 马鞍山市 博望区 博望区教育局 

4 王星瑶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5 娄子君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 建中学校 

6 谷伊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 市青少年实践教育中心 

7 李琼 黄山市 歙县 潭渡中学 

8 汪燕 黄山市 歙县 新安中学 

9 吴思妍 黄山市 屯溪区 屯溪百鸟亭小学 

10 许珠 黄山市 市直 黄山市实验小学 

11 蒋翠竹 黄山市 徽州区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小学 

12 罗小梅 黄山市 徽州区 徽州二中 

13 刘奎芳 安庆 宿松 实验中学新城分校 

14 罗刚 安庆 宿松 城关初级中学 

15 丁瑛 池州市 贵池区 永明小学 

16 叶婷 池州市 东至县 泥溪镇中心学校 

17 吴光锋 池州市 石台县 占大初级中学 

18 沈学锋 池州市 青阳县 庙前中心小学 

19 都术才 池州市 九华山 九华山中心学校 

20 陶雨 池州市 池州市直 市十一中学 

21 潘安东 宣城市 宣州区 宣州区教体局 

22 翟成功 宣城市 郎溪县 建平镇中心小学 

23 曾令瑶 宣城市 宁国市 城南学校 

24 叶健 宣城市 泾县 榔桥镇中心小学 

25 王奇志 宣城市 绩溪县 临溪中心小学 

26 谢家财 宣城市 旌德县 旌阳镇新桥中心小学 

27 张芳 滁州市 琅琊区 第三小学 

28 邵周全 滁州市 明光市 明湖学校 

29 陈善中 滁州市 来安县 来安县汊河初级中学 

30 赵玉友 滁州市 南谯区 黄泥岗镇中心小学 

31 孟祥玉 滁州市 全椒县 全椒县城南小学 

32 于家勇 滁州市 凤阳县 凤阳县总铺中学 

33 王飞翔 铜陵 枞阳 会宫中心学校 

34 吴亮亮 铜陵 枞阳 麒麟镇石婆小学 

35 裴学山 铜陵 义安区 太平老观小学 

36 石青青 铜陵 郊区 铜陵市望江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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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舒丽鹃 铜陵 铜官区 建安小学滨江校区 

38 马新 铜陵 市直 市综合实践基地 

39 胡亚运 安庆市 桐城市 桐城市实验小学 

40 赵小星 安庆市 怀宁县 怀宁县黄龙镇中心学校 

41 徐兴 安庆市 潜山市 潜山市黄铺中心小学 

42 王星慧 安庆市 岳西县 岳西县青天中心学校 

43 马树华 安庆市 太湖县 太湖县新城二小 

44 俞永生 安庆市 望江县 望江县第一小学 

45 王小丽 阜阳市 临泉县 城南街道中心校幸福路小学 

46 郝利艳 阜阳市 颍州区 阜阳市颍州区阜纺小学 

47 单南冰 阜阳市 颍泉区 阜阳市第二十中学  

48 邢咏梅 阜阳市 颖东区 和谐路小学 

49 董佳玲 阜阳市 市直 阜阳市铁路学校 

50 杨婷婷 阜阳市 颍州区 阜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51 闻家玲 淮北市 市直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52 梁晓鑫 淮北市 市直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53 周伟 淮北市 杜集区 杜集区淮海东路学校 

54 韩飞 淮北市 濉溪县 濉溪县南坪中心学校 

55 谢辰 淮北市 相山区 相山区张集中学 

56 牟国栋 淮北市 烈山区 烈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57 鲁纯 合肥市 肥东县 八斗学校 

58 周培贵 合肥市 肥西县 肥西县洪桥学校 

59 李卫东 合肥市 长丰县 长丰县北城实验小学 

60 吴国庆 合肥市   合肥七中 

61 容兰 合肥市   合肥市第八中学 

62 杨庆吉 合肥市 合肥 合肥市第九中学 

63 谢芬 芜湖市   芜湖市教育局 

64 沈妤 芜湖市   芜湖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65 王范明 芜湖市   芜湖市第十二中学 

66 盛莉 芜湖市   芜湖市育红小学 

67 杭娟 芜湖市   芜湖市延安小学 

68 张雁川 芜湖市   芜湖市汤沟中心学校 

69 计普红 宣城市 广德县 广德市桃州一小 

70 施荣波 宣城市 广德市 广德市柏垫中学 

71 吴国正 亳州市 高新区 亳州市第一小学 

72 李凌云 亳州市 谯城区 青云中心小学 

73 赵洋 亳州市 谯城区 亳州二中 

74 张银银 亳州市 涡阳县 第七小学 

75 李之体 亳州市 蒙城县 许疃中学 

76 徐海波 亳州市 利辛县 利辛中学 

77 汪依云 六安市 舒城县 舒城县城关第三小学 

78 沈瑞秀 六安市 金安区 皋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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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叶常亮 六安市 金寨县 金寨县仙花实验学校 

80 李龙保  六安市 霍邱县 开发区彭店小学 

81 常琎 六安市 叶集区 三元镇中心小学 

82 梁满意 六安市 开发区 六安开发区皋陶学校 

83 张效松 淮南市 田家庵区 田家庵区教研室 

84 刘纪保 淮南市 谢家集区 谢二小新家园校区 

85 朱玉敏 淮南市 毛集区 夏集镇明德小学 

86 宋启涛 淮南市 市属 淮南四中 

87 蔡维波 淮南市 市属 市教体局 

88 李士梅 淮南市 市属 淮师附小山南十三小、十四小 

89 张宇 宿州市 埇桥区 宿州十一中教育集团 

90 张博 宿州市 砀山县 砀山县第二初级中学 

91 郑晓雪 宿州市 萧县 萧县实验小学 

92 季国宾 宿州市 灵璧县 灵璧县第二中学 

93 王艳 宿州市 泗县 泗县泗城明德小学 

94 付伟 宿州市 埇桥区 宿城第一初级中学 

95 芦苗苗 蚌埠市 蚌山区 蚌埠市蚌山小学 

96 焦峰 蚌埠市 禹会区 蚌埠二中禹会实验学校 

97 陈瑞 蚌埠市 龙子湖区 蚌埠市行知实验学校 

98 吕晓义 蚌埠市 淮上区 西门渡小学 

99 朱丽 蚌埠市 经开区 安徽省蚌埠第二实验小学 

100 吴翔 蚌埠市 高新区 蚌埠高新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