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18〕574号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 
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立项和青年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验收检查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我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培养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18〕356号），经高校自主遴选申报、

网上公示、我厅审核，确定彭志伟等 481名教师为 2018年度湖南

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见附件 1）。经专家评审、网

上公示、我厅审核，确定毛俊响等 41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

任胜钢等 21名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验收检查结果为“优秀”，曹清

燕等 158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邓昊等 83名学科带头人培养

对象验收检查结果为“合格”（见附件 2）；同意周栋良等 4名学科

带头人培养对象、许立兰 1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延期参加2019

年度验收检查，确定终止贺海波等 15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吴春福、王晚生等 2 名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资格（见附件 3）。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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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8年立项的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培养期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始，培养期为三年。各高校要逐一完善培养对象的培养

计划，签订《培养合同书》（见附件 4），并安排落实好培养经费，

切实加强培养与管理，全面履行规定的职责。各培养对象要认真执

行培养计划，积极参加培养培训，按规定使用好培养经费，确保按

期实现培养目标。 

二、各高校对培养期满验收合格或优秀等次的培养对象，要跟

进培养，促进他们进一步成长；对因特殊原因未按期参加验收、或

验收结论为暂缓验收人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他们实现

既定的培养目标，督促他们按期参加 2019年度的验收检查。 

三、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强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管理。自 2018

年度立项的培养对象开始，凡培养期间调离立项学校的人员，一律

终止培养对象资格。但在省内高校之间调动的教师终止培养对象资

格之后，可以在调入的高校重新参与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遴选

申报。各高校如有培养对象调离学校或因病、出国访学等不能正常

完成培养计划的人员，应及时书面报告我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

（联系人：何国清，联系电话：0731－84714916）。 

四、各高校请于 2019年 1月 10日前，督促 2018年度立项的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优化完善《培养计划》、签订好《培养合同

书》，并将《培养合同书》、《培养计划》（修订稿）扫描后整合为 word

文档或直接用 PDF格式，分别上传至“湖南省普通高校学术人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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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网址为 http://218.76.27.11/jsc/，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与个人网上申报时一致）。 

  

附件：1．2018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名单 

      2．2018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培养对象验收检查结果 

3．2018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培养对象验收特殊情况处理意见 

      4．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培养合同书

（样式） 

 

 

湖南省教育厅 

                          2018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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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培 养 对 象 名 单 

 

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1 中南大学 

彭志伟、李专、谢素超、李青竹、杨飞、刘伟、 

粟路军、贾素洁、韩征、陶明、李现红、朱曲波、 

胡栋材、张士庚、孙传政 

2 湖南大学 
方乐缘、徐莹、曹丰、李铮、陈逢军、马勇、 

黄令坦、赵大鹏、黄远、刘琴 

3 湖南师范大学 
焦晓云、姚鹤徽、范伟、胡海义、岳璐、谢福源、 

卢笑、刘美玲、胡胜标、包小军、刘金平、李健 

4 湘潭大学 
蒋波、许善品、朱健、戴艳清、周青山、易年余、 

李红星、王秀锋、王威燕、许银 

5 长沙理工大学 
陈宏、高小枚、胡海军、李传常、李灵均、李盛、 

李文军、马亚飞、彭新宇、张健 

6 湖南农业大学 
王薇、古川、邬静、肖名涛、何丽波、张嘉超、 

施卓廷、黄志刚、唐忠海、熊亮 

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孙华、左迎峰、欧阳帅、杨英、胡新将、孙广臣、 

袁宝龙、姚遥、陈仙、王文磊、黄音、李辉、易菲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艾坤、匡琳、刘伟、刘芳、李红文、李亮、陈聪、 

张银华、邵华、唐群 

9 南华大学 

柏兴旺、屈爱平、曾涛涛、谢睿、郑波、李密、 

陈会文、周洲、李乐、曾颖、张济、胡海波、 

徐艳红 

10 湖南科技大学 

常晓丽、彭剑、卢明、曹步清、陈述、黄爱英、 

刘景超、曾惠芳、蒋宏宇、陈宇强、王鹏飞、 

伍俏平 

11 吉首大学 
肖林、吴贤文、向延鸿、周亚辉、胡满英、龚芳敏、 

牟佳、杨奋林、张琰飞、何珍 

12 湖南工业大学 
胡琴芳、雷晓艳、冷兰兰、李丁、彭成、谭井华、 

夏志美、许建雄、杨勇波、张凤彪、赵先超 

13 湖南商学院 陈妍、曹挹芬、罗长青、刘亦文、谢冬水、张健 

14 湖南理工学院 涂兵、张盼良、陈曦、童小龙、封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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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15 衡阳师范学院 
黄海午、赵立敏、邹谨、唐青海、刘兴、唐世清、 

杨立国、赵晶晶、陈贵 

16 湖南文理学院 
董树军、贺江、李玲芳、雷斌慧、肖攀、曹斌芳、 

黄小兵 

17 湖南工程学院 邓学源、张群、刘杰、刘万民、徐海清、田莉 

18 湖南城市学院 曾娟、张胜、秦华、古杰、任国平、傅建平、龚力 

19 邵阳学院 
王硕、刘新波、陈冠伟、李晓红、张琳、周喜、 

郭文敏、唐宏伟、黄艳军、韩维娜 

20 怀化学院 
米春桥、黄利军、熊新生、杨欣、贺桂华、 

周后唐 

21 湖南科技学院 
吴俊平、刘堃、郑适、邱小艳、袁霖、廖阳、 

吴清华 

22 湘南学院 
李月、周诚、邓海明、廖芳芳、陈俊、李潘、 

张芡、刘思妤 

2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刘海力、张点、胡东、侯海良、刘辉玲 

24 长沙学院 郭有能、赵碧海、许第发、刘丽萍、龙飞 

2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苏洁、白勇、刘婷、刘建中、覃立、戴文霞、 

高海波、唐敏 

26 长沙医学院 
韩丽、袁衡、陈永衡、初晓、李芳、杨芳慧、李求真、

贺映红、孙华、马俊、杨芳艳 

27 湖南工学院 喻霞、洪俊、伍杰、欧丽娟、黄飞、段锐、罗建新 

2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明、王增赟、邓剑、李金国、任玉嘉、王佳娣、孙元 

2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林铁、刘胜宗、廖玉玲 

30 湖南警察学院 罗熹 

31 湖南女子学院 罗晓林、杨芳 

32 长沙师范学院 刘京、彭懿、李文娟、李宇涵 

33 湖南医药学院 唐根云、刘建新、罗海、周太梅 

34 湖南信息学院 杨璐嘉、刘汨凡、周增辉、董良、黄纵、马凌 

3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张红艳、王冰、旷水章、刘杰 

36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李旋旗、黄丽霞、夏纯迅 

37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刘艳、彭文喜 

38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刘毅、刘颖新、楼天晓 

39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贺旭、李瑜、陈强 

40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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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41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文琳、舒旭、杨艳芳 

4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许倪倪、瞿孜文、王丹、陶志勇、刘娜、张雷、刘凯 

43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周少斌、谢永超、吴海波 

44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吴敏之、胡琰、易锦、张芳玲 

4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红英、彭丽花、徐琼芳、唐晓凤、周艳云、邓洁 

46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娟、陈义、王志辉、谭雅颖、段傲霜 

47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蒋丽芬、易灿、熊雯婷、马建昌 

48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高登、黄蓉、杨婷、邓婷 

49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侯可新、彭荟、邱灵、武娜 

50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谢丹、肖子蕾、辜桃、吴光辉 

51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李逢振、陈根红、李欢玉、高建亮、茹意 

5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徐进军、汤泽军、凌双明、解为 

5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平源、廉良冲、管昕、李婕 

54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姜科、胡肖容 

55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田犇、王伟、邹燕、陈茵 

56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姚济国、王频 

57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四平、蔡琼、李卫、谢哲 

58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宋晓宇、黎波、李炫美 

59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陈翔、魏来、罗雅丽 

60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何佩蓉、李胜华、任媛媛 

61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琼、王燕燕、燕峰、孔祥次 

62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杨小燕、王晓华、周妮 

63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郑平、戴勇、曾晨曦 

64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沈芳、任璐、臧玮、韩冰 

65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周定武、舒望 

66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葛婷婷、张灵芝、王艳艳 

6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耀辉 

68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姬栋宇、王晓芳、郭怡婷、李亚芹 

69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王一蓉 

70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彭兵、周正义 

71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唐淑贞、曾春霞、罗跃中 

72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海、王春丽、汤飞飞、陈金友 

73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陈超、陈燕、曹楚君 

74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刘万太、吕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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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75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杨忠玉 

76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甲尧、李长亮、卢威 

77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王义友、唐晨光 

78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谢卫军、王珺、谢春姣、赖莎莉、柴彬彬、唐彬 

79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肖云梅、谢先斌、熊登峰、苏秀芝、刘上冰、张莎 

80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斌、杨思斯、李靖 

8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熊劲松、谭莹、王朝阳、熊芬芬、何洲 

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冯银萍、谢晓兰 

83 保险职业学院 谢隽 

84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肖炜、李丹 

85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娟、曾春姣、李君 

8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唐艳、黄琴、王聪 

87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黄晶、周艳、郭春芳 

88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陈媛 

89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赵耀、瞿敏 

90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曹佩、王静萍、贺名叶 

91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袁园、邓京闻 

92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晨 

93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谭庆龙、刘淑贞 

94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璐、许敏、罗敏、马亚琴、刘平 

95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吴桂华、谭冬平、臧芳、于竞男、尹丹 

96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刘娟、彭惠林、谢莉 

97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侯周福、熊成基 

98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雪男、徐作栋 

99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张红艳、张冀莎 

100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张云坤、吕毅 

101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杨豪虎、陈玉球、曾维伟 

102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陈娜 

103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李天骥、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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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验收检查结果 

 
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序号 申请验收学校 
验收结果 

“优秀”等次名单 “合格”等次名单 

1 中南大学 

毛俊响、吴晓林、谭春桥、   

赵明、向波、蔡格梅、 

成永生、宫凤强、李雄兵 

曹清燕、王勇、王俊岭、 

国巍、杨娟、王军 

2 湖南大学 
周忠宝、谢鲲、黄燕、 

帅智康 

宋晓春、刘光斌、雷玉琼、郭秋平、

崔向阳、周云 

3 湖南师范大学 张德峰、谭蓉 
叶冬、罗坚、赵子林、魏叶华、 

刘霞、王欣 

4 湘潭大学 
胡军辉、刘亚军、谢月娥、

刘黎、陈晨 
何妍、杨柳、姚志强 

5 长沙理工大学 耿蕊、任延杰 
季红琴、张明海、郭裕、 

何婧琳、胡宏伟 

6 湖南农业大学 雷东阳 苏招红、田云、李魏、覃思 

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周波 杨涛、张新荔、廖凯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斌、黄小平 刘密、简维雄 

9 南华大学 邓贤君 
刘峥、刘文君、丁琳、 

唐志晗、何平平 

10 湖南科技大学 吴笑峰、周栋、戴巨川 
梁长平、吕胜祥、刘明伟、龙四春、

王振生、牛会永 

11 吉首大学  
万义、曾水玲、黄勇刚、 

李先辉 

12 湖南工业大学 王欢芳 刘宗明、刘耀辉、刘文勇 

13 湖南商学院 颜建军 徐雪松、汤长安、周开军 

14 湖南理工学院 汤凌云、彭鑫 周金城、张晓红 

15 衡阳师范学院 陈少林 王志成、赵辉煌、胡最 

16 湖南文理学院 宁云中 朱卫 

17 湖南工程学院  王家义、阳海、彭小敏 



－9－ 

序号 申请验收学校 
验收结果 

“优秀”等次名单 “合格”等次名单 

18 湖南城市学院 胡科 舒宗礼、杨格兰 

19 邵阳学院  
罗跃平、刘昕、杨迎春、孙双姣、

李梦奇 

20 怀化学院 王霞 方磊、李洪波 

21 湖南科技学院  欧永宁、唐跃龙 

22 湘南学院  邓华菲 

2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伍铁斌 

24 长沙学院  谭文鑫、黎芳、朱宗铭 

2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彭晓莲 

26 长沙医学院  郝一 

27 湖南工学院  易灿南、方小勇 

2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刘丽群 张丽红、何向阳、郑准 

2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尹惠斌 

30 湖南警察学院  刘海清、黄娟娟 

31 湖南女子学院  罗艳红、李先跃 

32 长沙师范学院  张塔洪 

33 湖南医药学院  王春风 

34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刘新国、刘冠群 

35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胡蓉 

36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烨、黄伏连 

3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侯国凤、李小斌、吴名星、唐莹 

38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陶艳 唐亚平 

39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邓林 

40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萍、唐伟 

41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雷、唐琴 

42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孙益民、倪栋 

43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袁园 

44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夏金凤、杨文 

45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周静、禹云 

4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徐一斐 

4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肖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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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验收学校 
验收结果 

“优秀”等次名单 “合格”等次名单 

48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喻凤香、何荣誉 

49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彭辉辉、潘琼 

50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姜娜、刘玮 

51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谢金龙 

52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平华 

53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张鹏、陶乐 

54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丁郭平、向秋玲 

55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周道 

56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曾丽婷、庹前进 

57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陈艳 

58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冬菊 

59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陈莉、谢军、刘翠屏 

60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沈言锦 朱雯 

61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陈燕萍 

62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彭莉妮 

63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李显良 

64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刘绚艳 

65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曾慧敏 

66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严俊杰 

67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高鹏程 

68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宋新华 

69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邓飞 

70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左国才 

71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向志军 

72 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洪兰 

73 保险职业学院  雷泶 

74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彭燕 

75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谢金云 

76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向钠 

77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陈铸华 

78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谢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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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序号 申请验收学校 
验收结果 

“优秀”等次名单 “合格”等次名单 

1 中南大学 
任胜钢、雷光华、刘静、

何旭辉 

邓昊、陶永光、邓敏、 

闵小波、段吉安、李光辉 

2 湖南大学 郭新红、段辉高 
陈伟华、贺川生、侯俊军、   

李智勇 

3 湖南师范大学 
肖百容、丁道群、 

李红权 

郭水霞、周兰、宋建新、 

徐湘 

4 湘潭大学 
欧爱民、黄荣、金湘亮、

裴勇 
鞠方、何振 

5 长沙理工大学 易彬、张新华、王磊 龙敏、程永舟 

6 湖南农业大学 吴明亮 
周孟亮、方俊、肖文军、      

肖应辉、黄国华 

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刘高强 邓集文、王森、周文化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炜 邓奕辉、李江山 

9 南华大学  郑兴、李忠玉 

10 湖南科技大学 王海华 
胡之芳、仇怡、陈新跃、      

赵前程 

11 吉首大学 方东辉 陆群、肖竹平 

12 湖南工业大学  郑坚、陈雄、银锐明、何静 

13 湖南商学院  
胡艳香、麻学锋、刘嫦娥、    

胡春华 

14 湖南理工学院  侯朝辉、蔡安辉 

15 衡阳师范学院  许志锋、任美衡、谭延亮 

16 湖南工程学院  杨理诚、张细政 

17 湖南城市学院  赵旭、邓曙光 

18 邵阳学院  钱毅 

19 怀化学院  舒晓惠 

20 长沙学院  刘臻 

2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杨保华 

22 长沙医学院  鲍美华 

2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李茂平、范兴华 

2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欧雪银 



－12－ 

序号 申请验收学校 
验收结果 

“优秀”等次名单 “合格”等次名单 

25 湖南警察学院  张波云 

26 长沙师范学院  赵南 

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科、邓文达 

28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葵葵 

29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邦南 

3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王茜 

3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李洁 

32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郭广军 

33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刘振湘 

3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黄登红 

35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灶福 

36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曹小敏 

37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邱志军 

38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谭立新 

39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禹明华 

40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崔德明、邓子云 

41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朱双华 

4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王慧晶 

4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雷超阳 

44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童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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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验收 
特殊情况人员处理意见 

 

姓名 类别 
立项

年份 
立项学校 处理意见 

贺海波 青年骨干教师 2013 邵阳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赵永刚 青年骨干教师 2014  吉首大学 终止培养资格 

李艳 青年骨干教师 2014 湖南文理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姚增福 青年骨干教师 2014 湖南科技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陈松 青年骨干教师 2014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李睿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湖南大学 终止培养资格 

蔡娜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湖南师范大学 终止培养资格 

张丹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湖南科技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余星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杨双波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长沙医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海鹰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长沙师范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李琼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长沙师范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谢玉萍 青年骨干教师 2015 邵阳职业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路晓庆 青年骨干教师 2016 湖南大学 终止培养资格 

刘娜 青年骨干教师 2016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吴春福 学科带头人 2014 湖南师范大学 终止培养资格 

王晚生 学科带头人 2014 长沙理工大学 终止培养资格 

林依勤 学科带头人 2014 湖南科技学院 2019年必须参加验收 

吴玉红 学科带头人 2014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调整为湖南商学院，

2019年必须参加验收 

周栋良 学科带头人 2014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必须参加验收 

刘宏伟 学科带头人 2014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必须参加验收 

许立兰 青年骨干教师 201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必须参加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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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培养对象培养合同书（样式） 

  

甲方（培养对象）： 

乙方（高等学校）： 

  

一、经乙方自主遴选申报，省教育厅审核确定甲方为湖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甲乙双方特订立本合同。 

二、甲方同意作为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接

受和执行学校与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和规定。 

三、甲方同意既定的培养计划，在培养期间按计划接受培养，

按要求努力学习，开展教育教学和科研，自觉接受乙方的年度考核，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相应的培养目标。 

四、甲方同意在培养期间及培养期满后 5年内不调离学校教师

工作岗位（乙方要求的校内工作调整除外）。甲方在培养期间调离

学校，自动终止培养资格。 

五、乙方负责组织制定甲方的培养计划和特殊情况下的工作调

整。 

六、乙方为甲方提供培养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组织保证。 

七、乙方保证培养资助经费落实到位、专款专用。 

八、培养期限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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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甲方在培养期结束，经省教育厅验收检查，没有达到培养

计划目标的，须赔偿学校资助经费的三分之一。培养期间或培养期

结束后 5年内调离学校的，须赔偿学校资助经费的二分之一。 

十、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存证，一份报省教

育厅备案。 

  

  

甲方签名：                                乙方签章： 

                                                         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