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2019年农业技术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86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申报资格
1 麒麟区农业利用外资办公室 吕夕明 农艺师
2 麒麟区越州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陈桃箐 农艺师
3 麒麟区东山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吴茂锁 农艺师
4 麒麟区种子管理站 熊春荣 农艺师
5 麒麟区珠街街道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冯秀娟 农艺师
6 麒麟区农业信息服务中心 冯仁炳 农艺师
7 沾益区花山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李红波 农艺师
8 沾益区龙华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杨曦 农艺师
9 陆良县中枢街道办事处 桂旭升 农艺师
10 陆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谭艳丽 农艺师
11 陆良县板桥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陈贵斌 农艺师
12 陆良县召夸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秦乔生 农艺师
13 陆良县大莫古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阮秋芬 农艺师
14 陆良县龙海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周辉 农艺师
15 师宗县雄壁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李志全 农艺师
16 师宗县竹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窦红芬 农艺师
17 师宗县葵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周慧升 农艺师
18 师宗县葵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马梦春 农艺师
19 师宗县葵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刘彦俊 农艺师
20 师宗县葵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平延杰 农艺师
21 师宗县龙庆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龚永平 农艺师
22 罗平县九龙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张丽珍 农艺师
23 罗平县富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柳喜梅 农艺师
24 罗平县种子管理站 彭钰 农艺师
25 富源县植保植检站 高江飞 农艺师
26 富源县胜境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 王洪艳 农艺师
27 宣威市土肥工作站 朱磊 农艺师
28 宣威市双河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赵慧 农艺师
29 宣威市来宾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朱家朴 农艺师
30 宣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李波 农艺师
31 会泽县鲁纳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唐东琼 农艺师
32 会泽县火红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晏祥国 农艺师
33 会泽县矿山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李启泽 农艺师
34 会泽县种子管理站 吴勇 农艺师
35 会泽县马路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张朝选 农艺师
36 会泽县水果工作站 汤海江 农艺师
37 曲靖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张才贵 农艺师
38 曲靖市植保植检站 李悦娜 农艺师
39 曲靖市农业科学院 齐红霞 农艺师
40 麒麟区农业机械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代健 工程师
41 麒麟区农业机械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牛彩桃 工程师
42 沾益区德泽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马石友 工程师
43 曲靖市马龙区农业机械技术学校 张春国 工程师
44 陆良县芳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张炳伦 工程师
45 陆良县农业机械化学校 仕林坤 工程师
46 罗平县板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楚兰香 工程师



47 富源县营上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侯新艺 工程师
48 富源县大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耿外平 工程师
49 宣威市西宁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严仙丽 工程师
50 宣威市西泽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张炳超 工程师
51 宣威市田坝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黄照东 工程师
52 宣威市农机化技术学校 宁彩虹 工程师
53 会泽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大队 戚忠俊 工程师
54 会泽县待补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晏和双 工程师
55 麒麟区畜禽改良站 董兴武 畜牧师
56 麒麟区动物检疫所 刘光昕 兽医师
57 麒麟区沿江街道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余开云 畜牧师
58 沾益区菱角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李小芬 兽医师
59 沾益区大坡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吕琼芬 兽医师
60 马龙区大庄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赵兴付 兽医师
61 马龙区马过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韩琼芬 兽医师
62 陆良县小百户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 朱云超 兽医师
63 罗平县钟山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陈曦 兽医师
64 罗平县大水井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何奎 兽医师
65 罗平县大水井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刘文祥 畜牧师
66 罗平县九龙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曹贵荣 兽医师
67 罗平县蜂业管理站 张灿芝 畜牧师
68 罗平县蜂业管理站 陈小平 畜牧师
69 云南东恒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王卫 畜牧师
70 云南东恒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龙艳丽 畜牧师
71 云南东恒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陈沙 兽医师
72 云南东恒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付吉瑞 兽医师
73 富源县饲草饲料工作站 曾乐益 畜牧师
74 宣威市火腿研制室 孔芳 畜牧师
75 会泽县草原监理站 沈永梅 畜牧师
76 会泽县新街回族乡畜牧兽医站 马铭 畜牧师
77 会泽县新街回族乡畜牧兽医站 马应培 畜牧师
78 会泽县乐业镇畜牧兽医站 崔桂美 兽医师
79 会泽县上村乡畜牧兽医站 王丽萍 兽医师
80 会泽县大海乡畜牧兽医站 赵金祥 兽医师
81 会泽县迤车镇畜牧兽医站 王天能 兽医师
82 会泽县上村乡畜牧兽医站 尹会华 兽医师
83 会泽县大桥乡畜牧兽医站 周静 畜牧师
84 会泽县鲁纳乡畜牧兽医站 段学飞 兽医师
85 曲靖市饲草饲料工作站 李飞艳 畜牧师
86 曲靖市畜禽改良工作站 陈克开 畜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