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职成函〔2022〕205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开展“最美职教技术能手”“最美未来工匠”

等系列宣传活动暨“技能成才·强国有我”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职业学

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有关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全面展示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的重要成就，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根据 2022 年全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工作安排，省教育厅决定开展

“最美职教技术能手”“最美未来工匠”“最美职教品牌”“最美职

教印象”系列宣传活动暨“技能成才·强国有我”主题教育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最美职教技术能手”“最美未来工匠”“最美职教品牌”

“最美职教印象”宣传活动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处 室 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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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美职教技术能手”宣传活动

1.参与对象。在职业院校承担管理、教学、科研等任务或者

校企合作的优秀“双师型”教师、兼职教师、企业技术能手等，

以及我省职业院校优秀毕业生等。

2.报送条件。要求推荐人师德高尚、作风过硬，立足本职岗

位刻苦钻研技术，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提高

技术水平或实施创新项目，爱岗敬业、奉献社会，曾获得技能、

科研方面相关奖项，取得相关发明、专利等成果，为国家、河南

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二）“最美未来工匠”宣传活动

1.参与对象。为具有河南省正式学籍的全日制中职、高职学

校在校学生。

2.报送条件。要求学生思想品德好，在师生中口碑好、声誉

高，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在学校或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特

别是在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科技发明、专利申请等方面表

现突出。

（三）“最美职教品牌”宣传活动

1.参与对象。具体范围可以是职业院校、职业院校专业（群），

也可以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品牌专业（群），还可以是各地推

动职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职教品牌等。同时，各职业院校也

可推荐打造职教品牌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先进团队等。

2.报送条件。所推荐的职教品牌应当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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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带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内涵建设，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特别是具有鲜明职教特色，在当地口碑相传、为当地乃至河南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职教品牌。

（四）“最美职教印象”宣传活动

在 2022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和中职招生期间，省教育厅将统一

制作职业教育活动周宣传海报、《致初中毕业生的一封信》等，并

通过短信、新媒体平台集中发布中职招生宣传信息。结合职业教

育特点，省教育厅将在全省征集职业教育宣传片短视频。

1.报送条件。各地各学校推荐的宣传片应当具有普适性、传

播正能量，既可以展现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也可以展示

地方、学校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如专业、师资、实训室、就业、

行业等特色），还可以以个人视角讲述职教故事、优秀毕业生事迹

等。

2.格式要求。宣传片视频报送要求内容丰富、画面清晰，时

长 3 分钟左右，视频 MP4 格式，16：9 横屏展示，分辨率最低为

高清 1080p。视频中不得出现校徽、Logo、学校介绍等标识信息，

省教育厅将根据各地各学校报送的视频，统一注明视频来源单位。

（五）材料报送要求

1.报送数量。“最美职教技术能手”“最美未来工匠”“最美职

教品牌”“最美职教印象”，每个项目类型，每个省辖市可推荐 3-5

个（人），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可推荐 1-2 个（人），国

家级“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可推荐 3-5 个，省级“双高工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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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院校可推荐 1-3 个，其他高职院校、省属中职学校可推荐 1-2

个（人）。根据报送情况，省教育厅将择优选用，并联合有关新闻

媒体在全省范围开展宣传推介。

2.报送材料。请各地各学校将推荐“最美职教技术能手”“最

美未来工匠”的典型事迹、推荐“最美职教品牌”的成果成效、

特色之处等形成不超过2500字的文字材料，并选配相关照片5-10

张进行报送；如有能够反映事迹、特色的视频等资料，可一并报

送。以上文字材料要求语言活泼、故事性强、逻辑性强，要言而

有物，避免空话套话。“最美职教印象”只报送视频资料，注明报

送单位。

3.报送时间。请各地各学校填写《“最美职教技术能手”等系

列宣传活动参与信息汇总表》（附件 1），并于 5 月 5 日前，随同

具体文字、图片、视频等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厅新闻办，电子文档

发送至邮箱 hnsjytxwb@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市/学校+

技术能手/未来工匠/职教品牌/宣传片）

二、“技能成才·强国有我”主题教育宣传活动

（一）活动内容

1.讲好党史故事活动。各地各学校要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

经验，巩固“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职

业院校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示等活动成果，继续开展“我们一起

学党史”、红色基因传承等方面活动，教育引导学生学好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要组织学生围绕“我家



— 5 —

乡的党史故事”“我眼中的母校与百年历程”“我心中的革命人

物”等主题开展讲好党史故事活动。职业院校党组织书记、院校

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为学生上好专题思想政治课，组织学

生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盛况，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榜样引领活动。充分发挥榜样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引领示范

作用，进一步坚定学生“强国必定有我”的信念。

（1）学习冬奥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冰雪

健儿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祖国成就我来讲”“新时代 新作

为”“写给 2035 年的我”等主题开展演讲、征文、主题班会等活

动。

（2）寻访职业榜样。教育引导学生将具备优良品德的大国工

匠、能工巧匠、劳动模范、行业能手、创业之星等作为成才榜样。

指导、组织学生寻访近年来涌现的优秀毕业生，挖掘他们成长成

才的典型事迹和成功经验，通过短视频、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

（3）选树朋辈榜样。各职业院校要遴选一批在自立自强、遵

纪守法、刻苦学习、敬业乐群、精益求精、实干创新等方面有突

出表现的在校学生，用身边的优秀朋辈引领带动学生。

（4）争做奋进榜样。各职业院校要引导学生总结学习榜样事

迹的心得、体会，树立正确职业目标，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开展

“未来工匠说”“我要做榜样”等主题演讲、征文、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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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宣传《职业教育法》及职业教育方针政策活动。面向

新时代新征程，集中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

精神。深入学习宣传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通过组织专家解读、

报告会、座谈会、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普及《职业教育

法》，推动职业院校学生学法知法，以法治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树

立崇尚技能的价值导向，优化技能社会建设环境。大力宣传党的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关于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文件精神，特别要深入宣传全国、全省职

业教育大会精神让职业院校学生切身感受到职业教育“前途广阔，

大有可为”，感受到职业院校学生就业有能力、升学有通道、发展有

优势。

（二）相关要求

1.各地各学校要讲好一批职教故事，职业院校学生可从寻访

者的角度，以“榜样故事我来说”为主题，重点讲述职业院校优

秀毕业生的成长成才故事；也可从自身角度出发，以“未来工匠

说”为主题，讲述自己学习榜样人物典型事迹的感受感悟，以及

今后走实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具体打算和做法。

2.各地各学校要遴选“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匠说”优秀

成果，精心制作展示视频，视频时长 3-5 分钟，拟推荐在短视频

平台展示的视频时长不超过 1 分钟。“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

匠说”优秀成果视频每个省辖市（含济源示范区）可推荐 3-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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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版视频 3-5 分钟；短版视频 1 分钟以内）；济源示范区、省直

管县（市）可推荐 1-3 个；各高职院校、省属中职学校可推荐 1-2

个。

3.请各地各学校填报《“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匠说”人

物情况信息汇总表》（附件 2），并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前将工作

总结材料、视频及信息表等发送至 hnsjytxwb@163.com 邮箱（注

明**市/学校+榜样故事/未来工匠说）。

三、工作要求

1.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力求实效，针对职业

院校学生特点开展切合实际、生动有效、喜闻乐见的活动；要坚

持活动育人、实践育人、以文化人，线上线下结合，防止形式主

义、走过场；要积极挖掘本地本校优秀教职工、学生、特色品牌

和集体；要完善“校校组织，班班活动，人人参与”的活动机制，

引导全体学生广泛参与，让每一名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2.各地各学校要切实做好职业教育的宣传和成果展示，用好

现代信息技术和“三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省教育厅

将通过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广泛宣传，

做好典型人物、典型活动的深入挖掘和宣传报道工作。各地各校

开展的活动动态也可通过省教育厅信息系统报送。

联系人及电话：

魏恒（厅职成教处） 0371-69691878

黄发强（厅新闻办） 0371-69691967 1352670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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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超（厅新闻办） 0371-69691262 18848977506

电子邮箱：hnsjytxwb@163.com

材料邮寄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河南省教育厅

D806B 室（目前只接收中国邮政 EMS）

本通知可在“河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下载。

附件：1.“最美职教技术能手”等系列宣传活动参与信息汇总表

2.“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匠说”人物情况信息汇

总表

2022 年 4 月 22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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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最美职教技术能手”系列宣传活动参与信息汇总表

报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推荐类别 学校、专业 人物姓名 人物职务 人物/品牌/宣传片等简介 联系人 电话

（最美职教品牌、

宣传片可不填）

（最美职教、品牌、

宣传片可不填）
（100 字左右）

注：“推荐类型”填写：“最美职教技术能手”、“最美未来工匠”、“最美职教品牌”、“最美职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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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匠说”

人物情况信息汇总表
报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人物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入学年份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工作单位

学习经历
（高中阶段以来）

工作经历

简要事迹

（不超过300字）

讲述人姓名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姓名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推荐意见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职或省属中职填写）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