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欣职〔2011〕8 号 

 

关于做好集团总结与年度各类先进推荐工作的通知 

集团各分会及全体成员单位： 

2011 年度即将过去，集团将迎来成立二周年纪念日。二年来，在各分

会与全体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集团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区

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格局正逐步形成。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更好

地推进今后的工作，现就集团各成员单位合作总结与年度各类先进推荐工

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成员单位 2010-2011 年度合作工作总结 

请各成员单位根据加盟集团以后的合作情况，完成二年来的合作工作

总结，填报《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 2010-2011 年合作情况总结表》

（见附件 1）。 

集团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业成员单位的合作工作总结，由相应专

业群产学合作分会联系领导或教师负责；集团成员院校的合作工作总结，

由职教研究分会负责。在完成总结报表填写，理事签字、单位盖章后，由

各分会收集汇总，于 12 月 15 日交集团秘书处。 

各成员单位总结报表装订汇编成册后，作为集团工作材料存档保存，

并作为先进单位评比的主要依据。 

二、集团 2011 年度各类先进的推荐 

具体推荐工作由集团各成员院校负责。各类先进的评比条件见集团

〔2011〕7 号 “关于印发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产学合作先进单位、产学



合作先进个人、校企合作优秀项目、职业教育贡献奖评比奖励暂行办法的

通知”文件。请各成员中职于 11 月底前将推荐表送集团秘书处。各专业群

产学合作分会于 12 月 10 日前结合各中职院校推荐及本分会一年来合作实

际，确定分会各类先进推荐名单。各专业群产学合作分会推荐限额为：先

进集体 1 个、先进个人 2 人、先进项目 1 项、职业教育贡献奖人选 1 人。

最终先进表彰名单按照集团〔2011〕7 号文件规定程序产生。 

请集团各分会及成员单位按照要求，及时做好相关工作，确保集团年

度总结与表彰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 

1．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 2010-2011 年合作情况总结表 

2．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2011 年度产学合作先进单位推荐表 

3．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2011 年度先进个人推荐表 

4．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2011 年度校企合作优秀项目推荐表 

5．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贡献奖推荐表 

6．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名单 

 

 

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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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成员单位 2010-2011 年合作情况总结表 

成员单位 
名  称  成员单 

位层次 

〇副理事长单位 
〇常务理事单位 
〇一般理事单位 

所属分会  分会联系人  

本单位与集团其他成员单位的合作情况： 
 

集团成员单位理事签名：_____________

集团成员单位盖章 

2011 年   月   日

成员 
单位 
对集 
团的 
意见 
建议 

 

注：分会联系人为集团牵头单位——嘉职院相关专业群分会派出的联络领导或教师。 



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2011 年度产学合作 

先进单位推荐表 

单位 
名称  单位

层次

〇副理事长单位 
〇常务理事单位 
〇一般理事单位 

所属分会  

2011 年主要合作事迹（不够请附页）： 
 

推荐单位领导签名：_____________

推荐单位盖章(专业群产学合作分会由相应分院章代)

2011 年   月   日

集团常

务理事

会意见 

 
 
 
 

集团章 

201  年   月   日



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2011 年度先进个人推荐表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所属分会  

2011 年参与集团合作工作的主要事迹（不够请附页）： 
 

推荐单位领导签名：_____________

推荐单位盖章(专业群产学合作分会由相应分院章代)

2011 年   月   日

集团常

务理事

会意见 

 
 
 
 

                                                     集团章 

201  年   月   日



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 2011 年度校企合作 

优秀项目推荐表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〇人才共培  〇资源共享  〇项目共研  〇文化共传 

项目合作单位  联系人  

项目合作单位  联系人  

项目合作单位  联系人  

项目简介及合作成效（不够请附页）： 
 

推荐单位领导签名：_____________

推荐单位盖章(专业群产学合作分会由相应分院章代)

2011 年   月   日

集团常

务理事

会意见 

 
 

                                                     集团章 

201  年   月   日



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贡献奖推荐表 

姓名  所属单位  职务  

所属分会  

近三年来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的事迹（不够请附页）： 
 

推荐单位领导签名：_____________

推荐单位盖章(专业群产学合作分会由相应分院章代)

2011 年   月   日

集团常

务理事

会意见 

 
 

                                                     集团章 

201  年   月   日
 



嘉兴欣禾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名单 
理事长单位：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副理事长单位： 

浙江科技工程学校·嘉兴高级技工学校 

中国科学院嘉兴应用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 

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嘉兴市餐饮行业协会 

嘉兴隆聚餐饮集团（浙江金悦王朝投资有限公司） 

五芳斋集团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嘉兴市餐饮行业协会 

嘉兴市电子商务协会 

嘉兴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嘉兴市进出口商会 

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法控股集团（浙江中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嘉兴碧云花园有限公司 

嘉兴市加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市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兴铁哥们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嘉兴市戴梦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正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麦包包皮具有限公司 

桐乡市濮院毛针织技术服务中心 

理事单位： 

嘉兴建筑工业学校 

海盐职成教中心校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桐乡市卫生学校 

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 



四川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 

嘉兴市食品行业协会 

嘉兴市模具行业协会 

嘉兴市秀洲洪合毛衫商会 

嘉兴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 

嘉兴市天香花苑花卉有限公司 

嘉兴大运河景观有限公司 

嘉兴美之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 

嘉兴市禾城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广联达慧中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红太阳饲料有限公司 

嘉兴市潜福食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大运河生态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广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市双龙牧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精灵动物诊所 

浙江圣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融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嘉兴信元精密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年电机有限公司 

嘉兴市通泰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嘉冶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康桥康嘉汽车有限公司 

嘉兴市新国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市万事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市凯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升美车饰行 

嘉兴市宇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沃尔玛华东百货有限公司嘉兴洪兴路分店 

嘉兴顺丰运输有限公司 

嘉兴市计算机研究所有限公司 

浙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星辰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嘉兴市兴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市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昆山安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香溢大酒店 

桐乡市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世博大酒店 

嘉兴市澳杰进出口有限公司 

嘉兴淞海报关行 

嘉兴锦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嘉兴华荣电池有限公司 

嘉兴市罗星化工有限公司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富绢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 

嘉兴富胜达染整有限公司 

嘉兴市锦丰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嘉兴市良友制衣有限公司 

嘉兴市华严花边织造有限公司 

嘉兴曼德尼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海利控股集团 

嘉兴市海浪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嘉兴市今顶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和传媒有限公司 

嘉兴欣龙染整有限公司 

嘉兴教育学院 

桐乡市濮院羊毛衫职业技术学校 

嘉兴市禄鼎记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盈瑞博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顶上电器有限公司 

海盐县华凌皮具服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