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2018年中专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申报资格
1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胡志雄 讲师
2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李倩 讲师
3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李建文 讲师
4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孔斌 讲师
5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陆静 讲师
6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邓瑞瑞 讲师
7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朱兴贵 讲师
8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何娅 讲师
9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周杰 讲师
1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匡雪 讲师
11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吴燕 讲师
12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吕家梅 讲师
13 曲靖财经学校 官美辰 讲师
14 宣威市教师进修学校 荣惠琼 讲师
15 师宗县教师进修学校 孟钇伶 讲师
16 师宗县教师进修学校 孙荣彪 讲师
17 师宗县教师进修学校 陈云娇 讲师
18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莫景焕 讲师
19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朱金锐 讲师
20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王定升 讲师
21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李清华 讲师
2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许冬杰 讲师
23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段燕燕 讲师
24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程丽华 讲师
2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邓琼娥 讲师
26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徐成芬 讲师
27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杨丽华 讲师
28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李晓丽 讲师
29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陈璐 讲师
30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龚爱平 讲师
31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龚晓慧 讲师
3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梁燕飞 讲师
33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崔碧芳 讲师
34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王传荣 讲师
3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赵靖 讲师
36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但永丽 讲师
3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周知樟 讲师
3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丽仙 讲师
3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曹映聪 讲师
4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崔锐 讲师
4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邓娟 讲师
4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润 讲师
4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袁华林 讲师
4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杨志远 讲师
4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汇 讲师
4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秦留云 讲师
4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洪睿 讲师
4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张春仙 讲师
4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增丽 讲师
5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孙巧丽 讲师



5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代华芬 讲师
5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张勇俊 讲师
5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庄竹芬 讲师
5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赵压所 讲师
5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资红兵 讲师
5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赵秀华 讲师
5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范艳 讲师
5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蒋中美 讲师
5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孙红梅 讲师
6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孙花梅 讲师
6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袁西梅 讲师
6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刘宏 讲师
6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吴涛 讲师
6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张艳为 讲师
6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江丽 讲师
6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美花 讲师
6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胥平花 讲师
6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赵路昌 讲师
6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曹金秀 讲师
7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颐 讲师
7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雷海仙 讲师
7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刘平 讲师
7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高蓉蓉 讲师
7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宁春玲 讲师
7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牛丽 讲师
7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张晓韵 讲师
7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周洁 讲师
7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何明 讲师
7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马凤仙 讲师
8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孙文韬 讲师
8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小丽 讲师
8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王珺 讲师
8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旭艳 讲师
8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源 讲师
8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熊保六 讲师
8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瑞 讲师
8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陶汝迅 讲师
8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王娅玲 讲师
8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张春艳 讲师
9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郑敬平 讲师
9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靳佳佳 讲师
9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伟 讲师
9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瑞梓 讲师
9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严丁 讲师
9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超 讲师
9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浩 讲师
9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怡 讲师
9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崔克花 讲师
9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崔庆银 讲师
10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董会江 讲师
10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蒋俊艳 讲师
10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解应斌 讲师
10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开兵 讲师
10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刘洋 讲师



10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潘跃松 讲师
10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宋海燕 讲师
10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徐广丽 讲师
10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杨雨佳 讲师
10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殷丽琼 讲师
11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张红丽 讲师
11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张燕梅 讲师
11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周超 讲师
11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蔡志华 讲师
11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冯丽华 讲师
11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惠仙 讲师
11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江玲 讲师
11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母容银 讲师
11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汤盈辉 讲师
11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王颖超 讲师
12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袁俊杰 讲师
12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朱志霞 讲师
12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保正翠 讲师
12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秀丽 讲师
12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道冬丽 讲师
12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董谊龙 讲师
12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段佳佳 讲师
12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廖莉 讲师
12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龙锐 讲师
12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王宏岭 讲师
13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许玥 讲师
13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严莉 讲师
13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杨焕明 讲师
13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蔡红霞 讲师
13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红艳 讲师
13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陈双丽 讲师
13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波 讲师
13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花娥 讲师
138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玉 讲师
13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刘静 讲师
140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刘易红 讲师
14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王萃 讲师
14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余咏梅 讲师
143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恭明惠 讲师
14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李光才 讲师
14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段妮 讲师
146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 钱超英 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