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罗平县2019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
名单(148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申报资格
1 罗平县阿岗第一中学 钱磊 一级教师
2 罗平县大水井中学 徐彬 一级教师
3 罗平县马街第二中学 陈䶮 一级教师
4 罗平县阿岗第一中学 资老能 一级教师
5 罗平县大水井中学 曾婷 一级教师
6 罗平县九龙第三中学 陈自文 一级教师
7 罗平县腊山第一中学 谢晓艳 一级教师
8 罗平县长底民族中学 吕文娟 一级教师
9 罗平县九龙第二中学 张艳梅 一级教师
10 罗平县阿岗第二中学 刘文仙 一级教师
11 罗平县阿岗第二中学 曹燕 一级教师
12 罗平县阿岗第二中学 方珍 一级教师
13 罗平县阿岗第二中学 王娟 一级教师
14 罗平县板桥第一中学 赵维英 一级教师
15 罗平县大水井中学 黄琳慧 一级教师
16 罗平县富乐第一中学 杨凯华 一级教师
17 罗平县腊山第二中学 陈丽 一级教师
18 罗平县罗雄第一中学 敖玲惠 一级教师
19 罗平县马街第二中学 李先 一级教师
20 罗平县马街第二中学 李云 一级教师
21 罗平县马街第一中学 庄垂燕 一级教师
22 罗平县钟山第一中学 陈小敏 一级教师
23 罗平县第一中学 曹雪玉 一级教师
24 罗平县第三中学 尤秋月 一级教师
25 罗平县第三中学 孙海霞 一级教师
26 罗平县第三中学 唐燕强 一级教师
27 罗平县第三中学 吴华祥 一级教师
28 罗平县阿岗第一中学 段斌林 一级教师
29 罗平县第三中学 何春梅 一级教师
30 罗平县第一中学 王弼 一级教师
31 罗平县第二中学 高翠 一级教师
32 罗平县第三中学 桂妮娜 一级教师
33 罗平县第三中学 黄析 一级教师
34 罗平县第三中学 杨国勇 一级教师
35 罗平县第三中学 刘春花 一级教师
36 罗平县第三中学 杨红芬 一级教师
37 罗平县第一中学 杞佳丽 一级教师
38 罗平县第一中学 杨兴强 一级教师
39 罗平县第三中学 曾丽慧 一级教师
40 罗平县第三中学 周腊梅 一级教师
41 罗平县富乐镇阿洪完小 桂红稳 一级教师
42 罗平县富乐镇乐峰完小 袁波 一级教师
43 罗平县鲁布革乡团坡完小 彭顺芬 一级教师
44 罗平县九龙小学 张朝冲 一级教师
45 罗平县阿岗镇阿市里小学 方志林 一级教师
46 罗平县阿岗镇大岗德小学 罗丹 一级教师



47 罗平县阿岗镇法郎完小 陈燕 一级教师
48 罗平县阿岗镇法郎完小 杨世鹏 一级教师
49 罗平县阿岗镇高桥完小 陈绍苍 一级教师
50 罗平县阿岗镇戈维完小 邱程渤 一级教师
51 罗平县阿岗镇故勒小学 余艳国 一级教师
52 罗平县阿岗镇木冲格完小 朱绍娟 一级教师
53 罗平县阿岗镇洒谷完小 李志艳 一级教师
54 罗平县大水井乡革来完小 周双凤 一级教师
55 罗平县大水井乡箐口完小 钱鸭存 一级教师
56 罗平县大水井乡小鸡登完小 赵小竹 一级教师
57 罗平县富乐镇法本完小 戴丽花 一级教师
58 罗平县富乐镇沙河完小 吴龙江 一级教师
59 罗平县富乐镇桃源完小 黄靓 一级教师
60 罗平县富乐镇桃源完小 聂利波 一级教师
61 罗平县九龙街道控嘎完小 吴阳会 一级教师
62 罗平县九龙街道木栖黑完小 李政勋 一级教师
63 罗平县九龙街道木栖黑完小 孙志能 一级教师
64 罗平县九龙街道舍恰完小 卢乾坤 一级教师
65 罗平县九龙小学 陈芳 一级教师
66 罗平县九龙小学 梁勇 一级教师
67 罗平县腊山街道新村小学 昝石兰 一级教师
68 罗平县老厂乡吉白完小 吕鹏丽 一级教师
69 罗平县老厂乡摩龙完小 何丹丹 一级教师
70 罗平县老厂乡摩龙完小 黄小正 一级教师
71 罗平县马街镇扯土明德小学 高昆华 一级教师
72 罗平县马街镇戈背完小 焦焕灵 一级教师
73 罗平县马街镇戈背完小 刘自良 一级教师
74 罗平县马街镇戈背完小 王妹 一级教师
75 罗平县马街镇革岗完小 王家丽 一级教师
76 罗平县马街镇革岗完小 吴小仙 一级教师
77 罗平县马街镇鲁基完小 丁海梅 一级教师
78 罗平县马街镇宜那完小 念凤英 一级教师
79 罗平县马街镇支壁完小 陈媛 一级教师
80 罗平县钟山乡中心学校 尹睿莲 一级教师
81 罗雄街道幸多禄小学 罗小米 一级教师
82 罗雄街道养马小学 王坤 一级教师
83 罗平县阿岗镇中心学校 邓正波 一级教师
84 罗平县富乐镇中心学校 杜解琼 一级教师
85 罗平县马街镇宜那完小 马鹏 一级教师
86 罗平县钟山乡中心学校 钱洪兴 一级教师
87 罗平县钟山乡中心学校 幸玉林 一级教师
88 罗雄街道新寨小学 毛选玲 一级教师
89 罗平县老厂乡摩龙完小 石丽 一级教师
90 罗平县阿岗镇阿窝完小 方小花 一级教师
91 罗平县阿岗镇法郎完小 张小仙 一级教师
92 罗平县阿岗镇阿格小学 顾永国 一级教师
93 罗平县阿岗镇阿格小学 王丰锐 一级教师
94 罗平县阿岗镇阿窝完小 窦左琼 一级教师
95 罗平县阿岗镇高桥完小 杨成良 一级教师
96 罗平县阿岗镇高松树小学 李生香 一级教师
97 罗平县阿岗镇革宜完小 陈小慧 一级教师



98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王慧 一级教师
99 罗平县阿岗镇红梁小学 王锐 一级教师
100 罗平县阿岗镇洒谷小学 杨敏 一级教师
101 罗平县阿岗镇以宜完小 李艳芬 一级教师
102 罗平县大水井乡洪箐完小 李蓉 一级教师
103 罗平县大水井乡洪箐完小 田云贵 一级教师
104 罗平县大水井乡箐口完小 皇甫美玲 一级教师
105 罗平县大水井乡箐口完小 王克芝 一级教师
106 罗平县富乐镇法本完小 陈容 一级教师
107 罗平县富乐镇法本完小 朱凡会 一级教师
108 罗平县富乐镇乐峰完小 曹国仙 一级教师
109 罗平县九龙街道把洪完小 黄金才 一级教师
110 罗平县九龙街道牛街完小 张洪鲁 一级教师
111 罗平县九龙街道撒召完小 王建德 一级教师
112 罗平县九龙街道舍恰完小 钱红桃 一级教师
113 罗平县九龙小学 高德琳 一级教师
114 罗平县九龙小学 李雄飞 一级教师
115 罗平县老厂乡法乃完小 沈艳霞 一级教师
116 罗平县老厂乡丫落完小 高麒 一级教师
117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完小 孙霞 一级教师
118 罗平县马街镇扯土明德小学 黄龙丽 一级教师
119 罗平县马街镇扯土明德小学 李勉 一级教师
120 罗平县马街镇扯土明德小学 毛家龙 一级教师
121 罗平县马街镇扯土明德小学 吴必成 一级教师
122 罗平县马街镇歹墨完小 敖全永 一级教师
123 罗平县马街镇歹墨完小 陈明珠 一级教师
124 罗平县马街镇荷叶完小 杨小宽 一级教师
125 罗平县马街镇鲁基完小 伍映芬 一级教师
126 罗平县马街镇松毛明德小学 李梅 一级教师
127 罗平县马街镇松毛明德小学 孙斌 一级教师
128 罗平县马街镇铁厂完小 皇甫燕莉 一级教师
129 罗平县马街镇宜那完小 严亚琼 一级教师
130 罗平县马街镇支壁完小 王富先 一级教师
131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完小 保淑燕 一级教师
132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完小 王芳芳 一级教师
133 罗平县钟山乡中心学校 夏敏 一级教师
134 罗雄街道大明小学 杨承静 一级教师
135 罗雄街道大洼子小学 刘克良 一级教师
136 罗雄街道腊峰小学 杨春林 一级教师
137 罗雄街道外纳小学 李茂杰 一级教师
138 罗雄街道养马小学 王丽华 一级教师
139 罗雄街道中和小学 刘杰 一级教师
140 罗雄街道中和小学 王莎莎 一级教师
141 罗雄街道中和小学 王引 一级教师
142 罗雄街道中和小学 严丽菊 一级教师
143 罗平县阿岗镇乐作完小 陈松 一级教师
144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完小 陈艳 一级教师
145 罗平县马街镇中心完小 沈绍霞 一级教师
146 罗平县钟山乡中心学校 韩芳 一级教师
147 罗平县钟山乡中心学校 平志华 一级教师
148 罗平县老厂乡中心完小下厂幼儿园 陈敏 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