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马龙区2021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92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曲靖市马龙区龙翔中学 张红梅 一级教师
2 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中学 丁章桥 一级教师

3 曲靖市马龙区大庄中学 付丽萍 一级教师

4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中学 谭青云 一级教师
5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学 温新 一级教师
6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学 钱鹏宇 一级教师
7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中学 王海燕 一级教师
8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中学 陈路 一级教师
9 曲靖市马龙区龙翔中学 祝勇昆 一级教师
10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中学 郭子琪 一级教师
11 曲靖市马龙区纳章中学 徐凡 一级教师
12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中学 胥泽娇 一级教师
13 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中学 彭涛 一级教师

14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中学 徐娟 一级教师

15 曲靖市马龙区第二中学 王燕 一级教师
16 曲靖市马龙区第二中学 曾华艳 一级教师
17 曲靖市马龙区第一中学 张家雄 一级教师
18 曲靖市马龙区龙翔中学 方丽仙 一级教师
19 马龙区第二中学 龙会琼 一级教师
20 曲靖市马龙区第二中学 袁春芳 一级教师
21 曲靖衡水实验中学 刘伟 一级教师
22 曲靖市马龙区第二中学 杨维婷 一级教师
23 曲靖市马龙区第二中学 张春丽 一级教师
24 曲靖市马龙区第一中学 李伯荷 一级教师
25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杜少丹 一级教师
26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李姗姗 一级教师
27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邹翠花 一级教师
28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中心校 吕正方 一级教师
29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瓦窑小学 邱春平 一级教师
30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小学 保谷林 一级教师
31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小学 李慧丽 一级教师
32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小学 李艳芳 一级教师
33 曲靖市马龙区纳章小学 保成梅 一级教师
34 曲靖市马龙区纳章小学 陈学敏 一级教师
35 曲靖市马龙区通泉第二小学 田秋香 一级教师
36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洪海娟 一级教师
37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施德勇 一级教师
38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汪成蓉 一级教师
39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卫青 一级教师
40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朱春玉 一级教师
41 曲靖市马龙区张安屯小学 刘军 一级教师
42 曲靖市马龙区张安屯中屯小学 周金波 一级教师
43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禹建峰 一级教师
44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张帮正 一级教师
45 曲靖市马龙区纳章小学 罗鸿艳 一级教师
46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彭春梅 一级教师
47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仝外香 一级教师
48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挪地小学 张珍春 一级教师
49 曲靖市马龙区纳章方郎小学 何华梅 一级教师



50 曲靖市马龙区石河小学 刘学云 一级教师
51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张祺愿 一级教师
52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查瑞 一级教师
53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邓琳 一级教师
54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李红斌 一级教师
55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小学 浦水莲 一级教师
56 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镇马过河小学 何娟娟 一级教师
57 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镇马过河小学 周春仙 一级教师
58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挪地小学 范丽艳 一级教师
59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咨卡小学 盛金凤 一级教师
60 曲靖市马龙区通泉第二小学 查凤仙 一级教师
61 曲靖市马龙区通泉第二小学 胡波 一级教师
62 曲靖市马龙区通泉第二小学 张开艳 一级教师
63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高云超 一级教师
64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耿杰 一级教师
65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角亚芬 一级教师
66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孙琼芬 一级教师
67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王春梅 一级教师
68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杨莉萍 一级教师
69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杨永恒 一级教师
70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张吉鸿 一级教师
71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赵龙 一级教师
72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赵云康 一级教师
73 曲靖市马龙区张安屯小学 官凤林 一级教师
74 曲靖市马龙区张安屯中屯小学 高燕 一级教师
75 曲靖市马龙区张安屯中心校 王燕 一级教师
76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幼儿园 代雪梅 一级教师
77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幼儿园 王双凤 一级教师
78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幼儿园 杨梅 一级教师
79 曲靖市马龙区旧县幼儿园 朱萍 一级教师
80 曲靖市马龙区幼儿园 陈艳麟 一级教师
81 曲靖市马龙区幼儿园 刘金丽 一级教师
82 曲靖市马龙区幼儿园 王丽苹 一级教师
83 曲靖市马龙区幼儿园 袁丽芬 一级教师
84 曲靖市马龙区幼儿园 张程瑜 一级教师
85 曲靖市马龙区幼儿园 周艳蓉 一级教师
86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保江丽 一级教师
87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陈丽鹃 一级教师
88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罗璐瑶 一级教师
89 曲靖市马龙区月望中心校 施玉娇 一级教师
90 曲靖市马龙职业技术学校 丁文钦 一级教师
91 曲靖市马龙职业技术学校 苏芸 一级教师
92 曲靖市马龙职业技术学校 陈双丽 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