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电子商务

胡守国

性别：男

政治面貌：群众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店铺引流与运营规划、电子商务支付与安全、电子商务案例分

析

双师名称：1+X 网店运营推广培训讲师、电商数字化运营师、物联网与移

动安全分析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北京市 1+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员

北京市职教学会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市级以上荣誉：2020 年全国电子商务运营技能竞赛北京赛区高职组特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2013 年北京市高职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设计三等奖

胡娟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电子商务网页设计、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网络编辑、电

子商务应用

双师名称：注册高级电子商务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2015 年 3 月-7 月 国家金融科技认证有限公司，第三

方支付认证审查员

市级以上荣誉：2018 年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北京市二等奖



蒯治任

性别：男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电子商务法》《国际商法》《报关与国际物流》《跨境电子商

务》

双师名称：高级物流师、高级采购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教育部

1+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高级）、1+X 网店运营推广（中级）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全国司法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技能竞赛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全国报关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跨境电商分委会委员。

市级以上荣誉：司法部全国法律实务技能大赛优秀工作者、中国国际贸

易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奖、 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团体二等奖指导

教师、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报关赛项团体三等奖指导教师、北京市高

职技能大赛报关赛项二等奖、三等奖指导教师。

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

张晶

性别：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组织行为学原理与实务、职业沟通技能、

推销与面试技巧

双师名称： 澳大利亚职业培训与评估师（TAE） 、社会工作师、助理物业

管理师

市级以上荣誉：2008 年 9 月，被共青

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北京奥组委志

愿者部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

者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8 年 10

月，被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

学生联合会评为“首都高校奥运工作

优秀学生组织指导教师”。2017 年 4

月，第二届“踏瑞杯”全国高职高专

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北京赛区）

优秀指导教师。2019 年 11 月，第五

届全国人力资源技能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



李峣

性别：男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博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刑事诉讼法、劳动法等。

双师名称：律师执业资格证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中南海警卫局士官生法律专业教师

市级以上荣誉：专著《消费者

权益保护重大问题修订研究》，

获消费者协会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纪念《消法》颁布

20 周年研讨会上颁发的“理论

创新奖”。论文《中国特色社会

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获 2011

年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征文一

等奖论文《首都政法综治社会

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

考》，获北京市政法文化研究会

重点调研课题评选三等奖。

张芝芳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管理学基础》《劳资与薪酬》《劳动经济学》《人际管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客户关系管理》

双师名称：1+X 培训讲师（人力资源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劳动关

系管理师

市级以上荣誉：2019 年 6 月 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技能大赛团体二

等奖，个人获全国外贸单证岗位（电子化）技能大赛颁发的“优秀指导教

师“荣誉称号”。



专业：商务管理

李文娟

性别：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员工招聘与选拔、国际客户关系、商务礼仪、英文影视经典

赏析

双师名称：澳大利亚培训与评价四级证书（TAE40116）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无

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信息化教学技能大赛三等奖，TAFE 北悉尼学院专

业课程大赛银奖指导教师奖

江昀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经济学基础与实务、国际市场、雅思听力、双语绘本故事阅读

双师名称：注册国际高级工商管理师、注册国际高级商务秘书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FESCO 外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挂职

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职业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李连增

性别：男

政治面貌：群众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 《商务英语写作》、《英语基础读写》、《工作优先级》、《组织

风险管理》

双师名称： 注册国际高级人力资源师

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非专业组）英语口语赛项指

导教师二等奖、首届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北京赛区）指导教师

二等奖、“高教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课堂教学设计大赛优秀奖、中澳

TAFE 北悉尼学生技能大赛三等奖。

史中慧

性别：女

政治面貌：群众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商贸口语、市场营销、TAFE 英语阅读、英语基础听说

双师名称：国际商务管理师、国际电子商务师

市级以上荣誉：2020 年北京市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杨晓菲

专业：商务管理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财务报告（TAFE）、电子商务实务、金融产品营销

双师名称：注册国际高级工商管理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曾于英美烟草中国公司北京办事处市场部参加行业

实践锻炼（2014）。

市级以上荣誉：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北京市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比赛高职组课堂教学比赛项目三等奖（2017）；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教

处“金商祺杯”北京职业教育课程建设征文大赛二等奖（2011）；获北京

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颁发的北京市职业院校国际商务单证技能竞赛优秀

指导教师三等奖（2012）。

田晓艳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知识产权涉外事务，英语应用能力训练，雅思阅读，客户服务

双师名称：注册国际高级人力资源师

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政法系统群众心目中的合格党员，院级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科研工作者，先进教师，北京市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专业：商务英语

李艳芳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英语表达能力”、“英语应用能力训练”、“英语语法”、“双语

童话剧编排”

双师名称：注册国际高级商务谈判师、注册国际高级工商管理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2016 年 担任亚投行开幕仪式巴西财政部官员联络

官

市级以上荣誉：第七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指导教

师一等奖

姬程斌

性别：男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英语表达能力、商务英语写作、商务翻译、英语语法

双师名称：注册国际高级工商管理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2014 年 APEC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巴布亚新几

内亚投资促进局长联络员、2014 年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巴布亚

新几内亚贸易部长联络员、2015 年亚投行签署仪式和特别财长会巴基斯坦

财政部长联络员、2016 年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董事会成立大会巴基斯

坦财政部长联络员

市级以上荣誉：2016 年北京市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指导教师二等奖（总分第

二名）、2017 年第八届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指导教师三等奖、2017

年第八届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北京赛区指导教师特等奖、2019 年第

十届“外研社杯”全国高等职业院校英语写作大赛指导教师三等奖



杨硕

性别：男

政治面貌：民盟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客户交流实用技能

双师名称：外贸单证

市级以上荣誉：

2019 年全国外贸单证岗位（电子化）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20 年北

京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韦洁璇

专业：学前教育学

性别：女

政治面貌：群众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助教

主讲课程：学前教育法律基础、学前教育学、幼儿文学、幼儿教育活动设

计

双师名称：幼儿教师、英语导游员、证券从业资格一级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北京仓

鼠宝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顾问、北京泰尔弗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兼职讲师

市级以上荣誉：2017 年度

国家民委系统信息工作优

秀个人



高惠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Photoshop、illustrate、InDesign、视觉传达、平面色彩构

成。

双师名称：美术编辑

企业工作经历：资深美术总监企业从业 6 年

市级以上荣誉：2020 年北京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专业：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菡

性别：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硕士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沟通能力训练、组织行为理论与实务、

社会心理学

双师名称：社会工作师（中级）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石景山芯动力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理事，大兴区助兴社

会工作所事务所督导，北京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继续教育课程特聘教师，朝

阳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专家库专家。

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职业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三等奖、北京市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吴桂英

性别：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博士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社会治理与创新、社会工作实务、公共关系

双师名称：助理翻译（英语）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大兴区助兴社会工作事务所，2013 年至今 现兼任

监事长

市级以上荣誉：2017 年 7 月，北京市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比赛高职组信

息化课堂教学项目三等奖

付丽娟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社会学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社会工作概论 社会统计软件应

用

双师名称：中级社工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助兴社工事务所理事



刘春霞

性别：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大学本科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社会工作实务、社会服务项目运作与实施、家庭社会工作、

小组工作

双师名称：教师、中级社会工作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2010 年 10 月至今，兼任北京市大兴助兴社会工作

事务所理事长、主任。市级以上荣誉：

（2007.3）2006 年度洛阳市优秀教

师、（2014.1）2013 年度北京高校职

业类学生社团“先进指导教师”称号、

（2014.8）第九次“全国优秀职教文

章”二等奖、（2014.12）北京市政法

系统“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

才、（2015.3）北京市首批社会工作

领军人才、（2015.5）2015 年度民政

部职业技能竞赛（社会工作者）优秀

指 导 教 师 、（ 2015.9 ） 北 京 市

2013-2014年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

进个人、（2016.3）北京市职业院校

专业（社会工作）带头人、（2017.12）

2015-2017年度北京市社会组织系统

先进个人 、（2021.3）第七届首都最

美社工。

曾庆松

性别：男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硕士

职称：助教

主讲课程：个案工作实务、公益组织运营与管理、社区养老照护、历奇辅

导

双师名称：“1+X”证书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考评员”



专业：传播与策划（全媒体运营师）

楚萍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博士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应用写作、办公实务、秘书实务、大学语文

双师名称：高校教师、二级秘书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2008-2012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秘书

市级以上荣誉：2014-2016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文秘速录赛项优秀指

导教师。2014、2016、2018“亚伟杯”全国文秘速录技能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2019、2020“亚伟杯”全国信息处理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17 北

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三等奖。

周莉

性别：女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副教授

主讲课程：会议管理、商务礼仪、管理学、应用文写作

双师名称：教师、导游、调酒师、咖啡师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青年英才、北京市高职院校职

业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朱法娟

性别：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博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教师）

主讲课程：秘书实务、商务礼仪、应用文写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双师名称：教师、秘书

市级以上荣誉：2010 年北

京市职业院校文秘专业技

能大赛高职组教师说课比

赛三等奖、2012 年北京市

职业院校文秘及相关专业

教师教学设计比赛二等奖、

2018 年北京市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比赛高职组课堂教

学比赛项目三等奖、全国首

届秘书职业技能竞赛总决

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国家示

范性职业学校数字化资源

共建共享计划（二期）文秘

专业课题二等奖。

赵薇

性别：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博士研究生

职称：讲师

主讲课程：管理学基础、现代企业管理、秘书实务

双师名称：教师、智能楼宇管理师高级

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孟德花

性别：女

政治面貌：群众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教授

主讲课程：民法 民事诉讼法

双师名称：律师

市级以上荣誉：北京市《民事诉讼技巧》精品课程建设负责人、北京市

优秀教师、北京市三八红旗手、教学资源库《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课

程建设负责人（国家级）、文秘速录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国家级）

王瑶

性别：女

政治面貌：群众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助教

主讲课程：秘书实务、实用现代汉语、法律思维训练。

市级以上荣誉：2020 年北京市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安戈

专业：传媒艺术学

性别：女

政治面貌：团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助教

主讲课程：新媒体运营、传播学、 互联网与全媒体概论、传播心理学

行业企业兼职经历：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融媒体运营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