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沾益区2021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
(128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中心学校 顾正礼 一级教师
2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张祥 一级教师

3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徐琼仙 一级教师

4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下坡小学 龚石磊 一级教师
5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小塘小学 王洪燕 一级教师
6 曲靖市沾益区播乐乡罗木小学 温艳美 一级教师
7 曲靖市沾益区播乐乡鸭团小学 汪艳琼 一级教师
8 曲靖市沾益区播乐乡鸭团小学 王爱仙 一级教师
9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后山小学 范旖 一级教师
10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热水小学 王永芬 一级教师
11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炭山小学 肖瑞 一级教师
12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中心学校 何熙 一级教师
13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中心学校 王双凤 一级教师

14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黄双 一级教师

15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李林飞 一级教师
16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李琼粉 一级教师
17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刘春能 一级教师
18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张丽娟 一级教师
19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付子阳 一级教师
20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赵艳娥 一级教师
21 曲靖市沾益区水桥小学 吴水仙 一级教师
22 曲靖市沾益区水桥小学 杨林 一级教师
23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李春 一级教师
24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李文婷 一级教师
25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展东琼 一级教师
26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小学 胡艳芳 一级教师
27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小学 马叶梅 一级教师
28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刘麦地小学 温美琼 一级教师
29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磨脚小学 庄雪燕 一级教师
30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母官小学 严会琴 一级教师
31 曲靖市沾益区播乐乡罗木小学 刘小克 一级教师
32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白青玲 一级教师
33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丁文蓉 一级教师
34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和思宇 一级教师
35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潘家洞小学 桂红艳 一级教师
36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勺达小学 唐万珍 一级教师
37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勺达小学 余东梅 一级教师
38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勺达小学 张小锐 一级教师
39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下坡小学 保丽蓉 一级教师
40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小塘小学 何梅 一级教师
41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小塘小学 杨丽霞 一级教师
42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座棚小学 赵志晏 一级教师
43 曲靖市沾益区播乐乡奴革小学 王敏 一级教师
44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德威小学 聂颖 一级教师

45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德威小学 吴红琼 一级教师

46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亮泉小学 曹艳敏 一级教师
47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土桥小学 赵恋 一级教师
48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中心学校 高素芬 一级教师
49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老官营小学 蒋文昌 一级教师



50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小米嘎小学 李碧 一级教师
51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中心学校 蒋惠平 一级教师
52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中心学校 肖存仙 一级教师
53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中心学校 张艳梅 一级教师
54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陈琼花 一级教师
55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冯丽 一级教师
56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中心学校 朱焱 一级教师
57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保琼丽 一级教师
58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刘颜玲 一级教师
59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严兴敏 一级教师
60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余金勇 一级教师
61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詹冬琼 一级教师
62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张丽 一级教师
63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中心学校 周红娟 一级教师
64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陈住粉 一级教师
65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解志娟 一级教师
66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李琼 一级教师
67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刘贤宇 一级教师
68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任冬梅 一级教师
69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徐红宾 一级教师
70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张泽娟 一级教师
71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小学 潘生平 一级教师
72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小学 晏莉芳 一级教师
73 曲靖市沾益区新源小学 施芳玲 一级教师
74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法洒小学 角玉凤 一级教师
75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来远小学 余波 一级教师
76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刘麦地小学 李春梅 一级教师
77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麦地小学 王四娥 一级教师
78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母官小学 张艳萍 一级教师
79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腻诺小学 晏克琴 一级教师
80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新屯小学 李春丽 一级教师
81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中心幼儿园 魏东琼 一级教师
82 曲靖市沾益区第二幼儿园 陈艳丽 一级教师
83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幼儿园 梅留会 一级教师
84 云南沾益兴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幼儿园 楚敏 一级教师
85 云南沾益兴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幼儿园 李桂云 一级教师
86 云南沾益兴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幼儿园 李琼 一级教师
87 云南沾益兴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幼儿园 施艳芳 一级教师
88 云南沾益兴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幼儿园 许丽华 一级教师
89 曲靖市沾益区第三中学 杨春燕 一级教师
90 曲靖市沾益区第五中学 顾翱 一级教师
91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第三中学 郭海丽 一级教师
92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第三中学 高凤玲 一级教师
93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海峰中学 詹红梅 一级教师
94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第一中学 朱小强 一级教师
95 曲靖市沾益区播乐乡播乐中学 邹云连 一级教师
96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德泽中学 唐敏 一级教师
97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海峰中学 张癸梅 一级教师
98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麻拉学校 何怀昆 一级教师
99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第一中学 张爱玲 一级教师
100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第一中学 单显益 一级教师
101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麻拉学校 邓炳胜 一级教师
102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第一中学 李杰 一级教师
103 曲靖市沾益区第三中学 戴正娟 一级教师



104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第一中学 吴双文 一级教师
105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海峰中学 张买莲 一级教师
106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德泽中学 李玉恒 一级教师
107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夏吉粉 一级教师
108 曲靖一中沾益清源学校 王芳 一级教师
109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张梅 一级教师
110 曲靖市沾益区湖滨中学 杨志英 一级教师
111 沾益二中 宋双华 一级教师
112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刘永琼 一级教师
113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宁亚会 一级教师
114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中学 罗琴芬 一级教师
115 曲靖市沾益区湖滨中学 尹涛 一级教师
116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吴海林 一级教师
117 曲靖市沾益区第三中学 罗自勇 一级教师
118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腾妍 一级教师
119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中学 侯世永 一级教师
120 曲靖市沾益区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 陈美仙 一级教师
121 曲靖市沾益区第四中学 付丽玲 一级教师
122 曲靖市沾益区第三中学 刘丽冬 一级教师
123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中学 梁欢 一级教师
124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中学 梅林艳 一级教师
125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中学 肖云腾 一级教师
126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中学 李蓉 一级教师
127 曲靖市沾益区第一中学 潘灏 一级教师
128 曲靖市沾益区湖滨中学 王君炜 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