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麒麟区2021年中小学教师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
(232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麒麟区东关小学 陈翠仙 一级教师
2 麒麟区东关小学 王颖娟 一级教师

3 麒麟区东关小学 高黎松 一级教师

4 麒麟区东关小学 宋梅 一级教师
5 麒麟区东关小学 徐会莲 一级教师
6 曲靖妇女儿童中心 范礼梅 一级教师
7 曲靖市麒麟区北岸小学 刘海 一级教师
8 曲靖市麒麟区北岸小学 吕云丽 一级教师
9 曲靖市麒麟区北岸小学 严玉莲 一级教师
10 曲靖市麒麟区城关小学 罗欣怡 一级教师
11 曲靖市麒麟区城关小学 杨再芬 一级教师
12 曲靖市麒麟区城关小学 王燕 一级教师
13 曲靖市麒麟区城关小学 周莹洁 一级教师

14 曲靖市麒麟区城关小学 陈志敏 一级教师

15 曲靖市麒麟区城关小学 刘琼芬 一级教师
16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中心学校 沈晓娇 一级教师
17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中心学校 王春艳 一级教师
18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中心学校 王敏 一级教师
19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中心学校 贾存英 一级教师
20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中心学校 唐香莲 一级教师
21 曲靖市麒麟区第二幼儿园 李光莲 一级教师
22 曲靖市麒麟区第二幼儿园 张红英 一级教师
23 曲靖市麒麟区第二幼儿园 朱美琼 一级教师
24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幼儿园 王慧灵 一级教师
25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幼儿园 徐秋菊 一级教师
26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幼儿园 杨俊鹤 一级教师
27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幼儿园 杨小英 一级教师
28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幼儿园 张惠英 一级教师
29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独木小学 罗绘莲 一级教师
30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独木小学 杨双粉 一级教师
31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恩洪小学 张飞 一级教师
32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恩洪小学 曹媛媛 一级教师
33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法色小学 张碧艳 一级教师
34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卡基小学 杨玉 一级教师
35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克以黑小学 张悦 一级教师
36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撒基格小学 太雲泽 一级教师
37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撒玛依小学 陈卫军 一级教师
38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撒玛依小学 王克春 一级教师
39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石头寨小学 吕丽梅 一级教师
40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石头寨小学 代艳瑞 一级教师
41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石头寨小学 王萍 一级教师
42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新村小学 陈丹 一级教师
43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云龙小学 张婷婷 一级教师
44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转长河小学 李小琼 一级教师

45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转长河小学 邓恒艳 一级教师

46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转长河小学 郭靖 一级教师
47 曲靖市麒麟区建宁街道中心学校 严秋锦 一级教师
48 曲靖市麒麟区建宁街道中心学校 钱稳海 一级教师
49 曲靖市麒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计丕香 一级教师



50 曲靖市麒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彭艳坤 一级教师
51 曲靖市麒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徐卓 一级教师
52 曲靖市麒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张永昆 一级教师
53 曲靖市麒麟区南苑小学 崔翠 一级教师
54 曲靖市麒麟区南苑小学 张春英 一级教师
55 曲靖市麒麟区南苑小学 吴德全 一级教师
56 曲靖市麒麟区南苑小学 徐春桥 一级教师
57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李继辉 一级教师
58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王雪 一级教师
59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蔡湘宇 一级教师
60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晏静 一级教师
61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曹凭瑞 一级教师
62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陈披金 一级教师
63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胡红艳 一级教师
64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龙海霞 一级教师
65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陈丽佳 一级教师
66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丁玲艳 一级教师
67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黄婧 一级教师
68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黄四林 一级教师
69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吕秀娟 一级教师
70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 孙红艳 一级教师
71 曲靖市麒麟区文华街道丰登小学 缪正春 一级教师
72 曲靖市麒麟区西关小学 袁关凤 一级教师
73 曲靖市麒麟区西关小学 念艳桥 一级教师
74 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中心学校示范小学 姚光云 一级教师
75 曲靖市麒麟区新生小学 陈冬艳 一级教师
76 曲靖市麒麟区新生小学 李桂梅 一级教师
77 曲靖市麒麟区新生小学 熊艳芬 一级教师
78 曲靖市麒麟区新生小学 郭倩 一级教师
79 曲靖市麒麟区新生小学 赵爱华 一级教师
80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大龙小学 龚静 一级教师
81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大龙小学 韩雪锋 一级教师
82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鸡街小学 何丽 一级教师
83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示范小学 李玲梅 一级教师
84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四圩小学 邓雯瑛 一级教师
85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四圩小学 李敏 一级教师
86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四圩小学 王玉玫 一级教师
87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新发小学 周明慧 一级教师
88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新圩小学 张春丽 一级教师
89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新圩小学 陈粉翠 一级教师
90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新圩小学 李振成 一级教师
91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新圩小学 王晨 一级教师
92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新圩小学 赵菁 一级教师
93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余家圩小学 周晏梅 一级教师
94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庄家圩小学 刘清 一级教师
95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庄家圩小学 何慧桃 一级教师
96 曲靖市麒麟区沿江街道庄家圩小学 叶红密 一级教师
97 曲靖市麒麟区益宁街道水寨小学 张吉刚 一级教师
98 曲靖市麒麟区益宁街道水寨小学 赵琼 一级教师
99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和平小学 曹江艳 一级教师
100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黄泥堡小学 黄会菊 一级教师
101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黄泥堡小学 金吕磊 一级教师
102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潦浒小学 道云丽 一级教师
103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潦浒小学 冯丽 一级教师



104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潦浒小学 胡进 一级教师
105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示范小学 楚水晶 一级教师
106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示范小学 王文靖 一级教师
107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西关小学 韩蓉 一级教师
108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向桂小学 钱丽波 一级教师
109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向桂小学 魏晶晶 一级教师
110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向桂小学 杨楠楠 一级教师
111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薛旗小学 伏桂林 一级教师
112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越钢小学 朱蕙兰 一级教师
113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曹瑜 一级教师
114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陈慧萍 一级教师
115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代莲清 一级教师
116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何春梅 一级教师
117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何芬 一级教师
118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吕连 一级教师
119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马丽萍 一级教师
120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梅丽巧 一级教师
121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唐韶忆 一级教师
122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肖竹花 一级教师
123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丁莉娟 一级教师
124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何靠建 一级教师
125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梁艳 一级教师
126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王秋燕 一级教师
127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叶娟 一级教师
128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叶小斌 一级教师
129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中心学校 周江莉 一级教师
130 云南曲靖越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柴雪 一级教师
131 云南曲靖越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李清铄 一级教师
132 云南曲靖越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马敏 一级教师
133 云南曲靖越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陶镱纬 一级教师
134 云南曲靖越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张艳丹 一级教师
135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第四中学附设小学 程灵娥 一级教师
136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阳光小学 李国周 一级教师
137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阳光小学 陈绍兴 一级教师
138 麒麟区第三中学 宋委 一级教师
139 麒麟区第三中学 保秀娟 一级教师
140 曲靖二中天人高级中学 卢富玲 一级教师
141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胡玲 一级教师
142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王发兵 一级教师
143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代龙强 一级教师
144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黄桂林 一级教师
145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李梦莲 一级教师
146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崔梅娟 一级教师
147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章华燕 一级教师
148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赵渊 一级教师
149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韩雪绒 一级教师
150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刘娇 一级教师
151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钱朴梅 一级教师
152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邱超萍 一级教师
153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向通谷 一级教师
154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余萌 一级教师
155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丁涛 一级教师
156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段园园 一级教师
157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何咏梅 一级教师



158 曲靖市麒麟高级中学 王仁刚 一级教师
159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茨营中学 顾红菊 一级教师
160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茨营中学 曹梦雪 一级教师
161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茨营中学 朱寒燕 一级教师
162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茨营中学 李瑞宇 一级教师
163 曲靖市麒麟区第九中学 陈兵 一级教师
164 曲靖市麒麟区第九中学 林弦 一级教师
165 曲靖市麒麟区第九中学 浦婷 一级教师
166 曲靖市麒麟区第九中学 徐勇 一级教师
167 曲靖市麒麟区第九中学 张春燕 一级教师
168 曲靖市麒麟区第九中学 饶维井 一级教师
169 曲靖市麒麟区第六中学 彭竹 一级教师
170 曲靖市麒麟区第七中学 杨菊丽 一级教师
171 曲靖市麒麟区第七中学 何燕婷 一级教师
172 曲靖市麒麟区第七中学 苏红英 一级教师
173 曲靖市麒麟区第七中学 吴梦婷 一级教师
174 曲靖市麒麟区第十一中学 刘志芬 一级教师
175 曲靖市麒麟区第十一中学 王小丽 一级教师
176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许学春 一级教师
177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刘姣 一级教师
178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贺智勇 一级教师
179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蔡水萍 一级教师
180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何孝东 一级教师
181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方韵 一级教师
182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江艳玲 一级教师
183 曲靖市麒麟区第五中学 刘冬梅 一级教师
184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中学 张慧琼 一级教师
185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中学 陈余兰 一级教师
186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中学 刘亚仙 一级教师
187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中学 张志芳 一级教师
188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中学 李泽堤 一级教师
189 曲靖市麒麟区第一中学 杨欣 一级教师
190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二中学 张佳 一级教师
191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二中学 孙吉浩 一级教师
192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二中学 刘燕梅 一级教师
193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二中学 龙国艳 一级教师
194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三中学 伏为林 一级教师
195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三中学 黄林燕 一级教师
196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三中学 李国绒 一级教师
197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三中学 张丽 一级教师
198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三中学 韩萍 一级教师
199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高鹏欣 一级教师
200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龚正军 一级教师
201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张坤 一级教师
202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蒋路平 一级教师
203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张灵丽 一级教师
204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张志伟 一级教师
205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山婷 一级教师
206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刘有富 一级教师
207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第一中学 赵丹 一级教师
208 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第三中学 陈玉洁 一级教师
209 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第一中学 牛海花 一级教师
210 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第一中学 杜春粉 一级教师
211 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第一中学 石巧珍 一级教师



212 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潇湘中学 尹明秀 一级教师
213 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潇湘中学 余汶洳 一级教师
214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二中学 贾文彬 一级教师
215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二中学 黄浩 一级教师
216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二中学 段文萍 一级教师
217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二中学 田利波 一级教师
218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二中学 廖盼盼 一级教师
219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二中学 张凤梅 一级教师
220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一中学 王芬 一级教师
221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一中学 道梅丽 一级教师
222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一中学 杨锐丽 一级教师
223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一中学 雷玲 一级教师
224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一中学 王敏 一级教师
225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一中学 顾连华 一级教师
226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第一中学 夏国美 一级教师
227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第二中学 路利 一级教师
228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第一中学 李红星 一级教师
229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第一中学 龚蕾 一级教师
230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第四中学 姜翠翠 一级教师
231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第四中学 时晓 一级教师
232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第四中学 张雪梅 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