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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全力打造“阳光职称”，

体现专业技术人员以能力、业绩为主、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进

一步准确地了解掌握在职业道德、专业技术水平、应用能力等方

面的情况，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现对 2018 年中卫市级高

中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詹芳等 5 名正高级专业技术

任职资格人员、刘明等 374 名副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人员、冯

新玲等 652 名中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人员、孟琦等 162 名助理级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人员进行公示（具体人员名单见附件）。

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8 日—24 日。公示期间，如有问

题或问题线索，可采取打电话、写信或来访的方式，向中卫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举报电话为 09557063908，接受电话

和来访举报时间公示期间每天上午 8:30-12:00,下午 14：

00-18:00,为方便对举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留下姓名、地址、

电话号码、中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对所举报的问题进行

调查核实，并为举报人保密、若所举报的问题调查属实并影响职

称评审，中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取消被举报人的申报评

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公示名单

中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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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公示名单

一、基层卫生计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会通知人员名单

（一）正高级 5 人

詹 芳 中卫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儿科基层主任医师）

张学玲 沙坡头区镇罗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基层主任医师）

王学军 沙坡头区东园镇卫生院（公共卫生基层主任医师）

罗守荣 海原县南苑社区卫生服务站（普通外科基层主任医师）

杨 祖 海原县贾塘乡卫生院（普通外科基层主任医师）

（二）副高级 12 人

刘 明 沙坡头区宣和镇中心卫生院（普通内科基层副主任医师 ）

张生江 沙坡头区永康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全科医学基层副主任医师）

郭秋韵 沙坡头区东园镇卫生院（基层副主任药师 ）

马美英 沙坡头区柔远镇卫生院（基层副主任药师）

俞学梅 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卫生院（基层副主任护师）

党万辉 中宁县石空镇中心卫生院（普通内科基层副主任医师）

李建文 中宁县太阳梁乡卫生院（普通内科基层副主任医师）

杨国祥 中宁县红苑社区卫生计生服务站（基层副主任药师）

杨晓菊 海原县西安镇卫生院（基层副主任护师）

张汉成 海原县李旺镇中心卫生院（普通内科基层副主任医师）

余向琴 海原县关桥乡卫生院（妇产科基层副主任医师）

张 林 中卫加美口腔诊所（口腔医学基层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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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小学（幼儿园）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会通过人员名单

（一）高级教师 362 人（其中：符合 25 年政策的 149 名）

1.沙坡头区 108 人（其中：符合 25 年政策的 43 名）

薛晓燕 中卫中学 沈红菊 中卫中学

陈立 中卫中学 李艳君 第一中学

王惠芳 第一中学 白和福 第一中学

张燕 第一中学 梁旭煜 职业技术学校

张文鹏 职业技术学校 王俊芳 第二中学

冯玉萍 第三中学 刘发礼 第三中学

任斌 第四中学 张金凤 第四中学

牛月娟 第四中学 宋芳 第五中学

鲍娟 第五中学 雍秀华 第六中学

李明 第六中学 杜惠琴 教育局

曾晓勇 教育局 张学梅 幼儿园

陶红芸 第三小学 王凯伟 郭营小学

徐金明 郭营小学 常玉琴 第二小学

王晓睿 第八小学 姜淑娟 特殊教育学校

王淑珍 特殊教育学校 陈新文 柔远中学

拓晓萍 柔远小学 林新燕 柔远小学

高双祥 柔远小学 姚红 柔远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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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坤 冯庄小学 徐德华 镇罗中学

冯希军 镇罗中学 丁惠忠 沈桥小学

陶中青 九塘小学 何红梅 宣和中学

赫银萍 何营小学 宋天让 旧营小学

汪俊珍 丰台小学 何凤刚 丰台小学

吴永清 沙滩小学 王有勤 三眼井小学

雍艳琼 兴仁中学 张芳 兴仁中学

张维成 兴仁中学 马德彪 梁寨柯小学

常吉贵 王团小学 李生金 兴仁小学

李彦 兴仁小学 侯延蓉 兴仁小学

高明红 兴仁小学 申明竹 中卫中学

郭荣华 中卫中学 马建宏 中卫中学

张云霞 中卫中学 雍安茂 中卫中学

何春华 第一中学 徐发颖 第一中学

李全芳 第一中学 刘阳 第一中学

杨宁平 第二中学 雍振灵 第二中学

李爱霞 第二中学 黄钢 第二中学

宋晓荣 第三中学 沈学芳 第三中学

刘静 第三中学 刘凤玲 第三中学

陆永清 第四中学 刘君仁 第四中学

冯淑梅 第四中学 郑亮 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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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果 第五中学 訾跃军 第一小学

章彦 第一小学 孟淑凤 第一小学

王东霞 第三小学 范松枝 第五小学

王立华 第六小学 刘文泉 第六小学

拓万琴 第七小学 侯建军 第九小学

鲁淑荣 郭营小学 刘建平 第二小学

张灵华 第四小学 黄建科 第四小学

张惠萍 第八中学 罗文玲 黑林学校

齐霁 东园中学 刘广平 柔远小学

赵立军 冯庄小学 刘思奎 沈桥小学

胡启龙 宣和中学 周正才 东台学校

李发润 乐台小学 金玉贵 康乐燕宝学校

田彦江 康乐燕宝学校 倪忠学 康乐燕宝学校

白文明 康乐燕宝学校 王玮 红圈子小学

孙占礼 红圈子小学 许秀 兴仁中学

翟玉香 郝集小学 罗廷才 温寨柯小学

2.中宁县 113 人（其中：符合 25 年政策的 43 名）

陈竹霞 中宁县中宁中学 王平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学成 中宁县中宁中学 周学明 中宁县第一中学

曹文燕 中宁县第一中学 贾丽琴 中宁县第一中学

钟慧霞 中宁县职教中心 陈自吉 中宁县职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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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 中宁二中 胡惠明 中宁二中

万庆 中宁二中 雍守清 中宁二中

尹志敏 中宁二中 黎少阳 中宁县第三中学

张海峰 中宁县第四中学 徐海敏 中宁县第四中学

范彦君 中宁县第四中学 王志 中宁县第五中学

龚立宁 中宁县第六中学 侯克武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余正波 中宁县鸣沙中学 王绘琴 中宁县长山头学校

孙晓春 中宁县东华学校 张艳春 中宁县第三小学

窦春苗 中宁县第三小学 边春霞 中宁县第三小学

周丽 中宁县第九小学 李玉洁 中宁县第十小学

于秀萍 中宁县第十小学 严维萍 中宁县幼儿园

石岩 中宁县幼儿园 张瑾 中宁县第七小学

万桂琴 中宁县第二小学 张维坤 中宁县第五小学

祁春霞 中宁县第五小学 杨金华 中宁县第四小学

刘国琦 中宁县鸣沙中学 王存莲 中宁县鸣沙中学

严斌 中宁县舟塔学校 易永伟 中宁县东华学校

蒋淑军 中宁县东华学校 刘中保 喊叫水乡学校

万金雯 中宁县宋营完小 刘兰芬 中宁县第八小学

赵忠龙 中宁渠口第二小学 门艳霞 中宁县红宝完小

刘晓红 中宁县马莲梁完小 张世斌 中宁县清河小学

马兰英 中宁县王庄子完小 田彦礼 中宁县徐套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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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君 中宁县渠口学校 孟萍 中宁县职教中心

吴晓婧 中宁县第九小学 宋保鸿 中宁县中宁中学

陆斌 中宁县中宁中学 万颖惠 中宁县中宁中学

曾锴 中宁县中宁中学 马庆军 中宁县第一中学

刘向文 中宁县第一中学 王志军 中宁县第一中学

张少荣 中宁县第一中学 郭志成 中宁县职教中心

韩军 中宁县第二中学 董文 中宁县第二中学

孙桂玲 中宁县第三中学 孙建锋 中宁县第六中学

刘宁泉 中宁县第六中学 王宏伟 中宁县鸣沙中学

田学彬 中宁县第三中学 万学琴 中宁县长山头中学

肖清华 中宁县鸣沙中学 朱存霞 中宁县教育体育局

曾振红 中宁县第一小学 刘仲宝 中宁县第一小学

季小煜 中宁县第一小学 王冬梅 中宁县第三小学

田立军 中宁县第九小学 李建军 中宁县第九小学

李秀莲 中宁县第十小学 温辉 中宁县特教学校

汪瑞忠 中宁县第二小学 申萍 中宁县特教学校

王富贵 中宁县第七小学 康秀红 中宁县第四小学

高荣花 中宁县第二小学 丁凤花 中宁县舟塔学校

马学成 中宁县下流水学校 马汉俊 中宁县下流水学校

马英才 宁安镇黄滨完小 毛秀荣 中宁县刘营完小

王安宁 中宁县宋营完小 万文军 中宁县红梧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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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旺 中宁县红梧完小 黄学忠 中宁县白路完小

陆军 中宁县枣园完小 陈盛庆 中宁渠口第一小学

贺新富 中宁渠口第一小学 周宪华 中宁县小洪沟完小

丁克玉 中宁县北滩小学 周泽忠 中宁县北滩小学

伏登科 中宁县锅底坑小学 海正彪 中宁县西沙梁完小

罗彦忠 中宁县马莲梁完小 魏秀玲 中宁县东河完小

赵胤 中宁县固唐完小 马俊 中宁县下流水学校

关吉军 中宁县第一中学 张治平 中宁县第一中学

刘春燕 中宁县特教学校 张凤召 中宁县第六中学

张军 中宁县第四中学 李春梅 中宁县第五小学

陈学军 中宁县中宁中学

3.海原县 141 人（其中：符合 25 年政策的 63 名）

何春鹏 海原县第一中学 苏燕 海原县第一中学

王雪峰 海原县第一中学 罗守强 海原县第一中学

田迪 海原县回民中学 马全秀 海原县回民中学

马俊生 海原县回民中学 何智胜 海原县兴海中学

张顺利 海原县职业中学 贺桂英 海原县第二中学

虎玉娟 海原县第二中学 潘雅 海原县第二中学

摆虎林 海原县第二中学 马占梅 海原县第二中学

缑军芳 海原县第三中学 李伟邦 海原县第三中学

冯金霞 海原县第三中学 丁吉艳 海原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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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兰 海原县第三中学 马正宝 海原县李旺中学

范廷宏 海原县三河中学 张久实 海原县三河中学

屈国柱 海原县三河中学 胡生永 海原县三河中学

罗兰花 海原县贾塘中学 田治虎 海原县郑旗中学

李刚 海原县李俊中学 闪玉梅 海原县李俊中学

张宏伟 海原县李俊中学 赵文贤 海原县七营中学

雷琴 海原县第一小学 冯艳萍 海原县第一小学

马惠莲 海原县第二小学 周风珍 海原县第二小学

马克霞 海原县第三小学 袁廷菊 海原县第三小学

虎梅莉 海原县第四小学 候祯 海原县第四小学

田夏琴 海原县第五小学 谢德兰 海原县回民小学

杨国芳 海原县第一幼儿园 李玉萍 海原县文昌幼儿园

杨继斌 海原县甘城乡学校 张修奋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段成茂 海原县关庄乡学校 田进兰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马海荣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王磊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许宗顺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郭世雄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代玉红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乔世忠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孟范军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栾秀萍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吴爱红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杨虎洲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郭晓萍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杜海荣 海原县李俊乡小学

张华 海原县李俊乡小学 冯光菊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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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天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邓蕊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戴永祥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白文学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杨彩娟 海原县海城镇一小 黎辉 海原县海城镇一小

王学武 海原县红羊乡小学 冯彦奎 海原县史店乡小学

王生杰 海原县西安镇小学 吴鹏青 海原县西安镇小学

张术霞 海原县西安镇小学 李福 海原县西安镇小学

高智 海原县曹洼乡学校 田海燕 海原县师培中心

田春梅 海原县师培中心 马天义 海原县师培中心

马红成 海原县师培中心 马小平 海原县师培中心

田志宏 海原县贾塘乡学校 李成仓 海原县贾塘乡学校

马权林 海原县第一中学 邹德英 海原县第一中学

马晓燕 海原县第一中学 顾德成 海原县回民中学

余珍定 海原县兴海中学 邓树斌 海原县兴海中学

赵常卿 海原县职业中学 苟淑英 海原县职业中学

李晓云 海原县第二中学 陶永森 海原县第二中学

田兴道 海原县第二中学 吴国福 海原县第三中学

杨桂芳 海原县第三中学 田进宝 海原县第三中学

田维峰 海原县李旺中学 冯国顺 海原县三河中学

孙治宝 海原县三河中学 杨虎 海原县关桥中学

贺宗文 海原县关桥中学 冯治茂 海原县西安中学

李生春 海原县西安中学 张本骞 海原县西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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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红 海原县七营中学 王贵宏 海原县师培中心

王红芳 海原县第一小学 马小琴 海原县第三小学

刘正元 海原县第五小学 张宝海 海原县第七小学

马桂花 海原县回民小学 王建廷 海兴区实验小学

赵志梅 海兴区实验小学 李富祥 海原县第二幼儿园

丁秀红 海原县关庄乡学校 杨应林 海原县九彩乡学校

马玉杰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李彩霞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张晓霞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徐占斌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褚万成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杨万清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杨亚强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宋克全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宋志英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陈立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乔世凤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杨国成 海原县李俊乡小学

赵志杰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李克杰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李志芳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罗庆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李秀珍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张汉成 海原县海城镇一小

牛月花 海原县海城镇一小 南桢中 海原县红羊乡小学

马建全 海原县红羊乡小学 罗发贵 海原县史店乡小学

马彦保 海原县史店乡小学 杨治礼 海原县史店乡小学

李秀珍 海原县史店乡小学 田风山 海原县曹洼乡学校

赵保真 海原县贾塘乡学校

（二）一级教师 568 人（其中：符合 15 年政策的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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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坡头区 167 人（其中：符合 15 年政策的 2 名）

冯新玲 中卫中学 李旭晨 中卫中学

侯永娟 中卫中学 崔其海 中卫中学

尚爱芳 中卫中学 连亚丽 中卫中学

王慧 中卫中学 肖文英 中卫中学

杨晓娟 中卫中学 李岩 中卫中学

孙婷婷 中卫中学 马丹 中卫中学

冯芸 第一中学 黄晓丽 第一中学

党娟 第一中学 王元 第一中学

李艳萍 第一中学 陈颖 第一中学

谢玲 第一中学 司英 第一中学

张洪燕 第一中学 古兆丽 职业技术学校

洪天福 职业技术学校 刘敏 职业技术学校

龙利花 职业技术学校 王静 职业技术学校

王慧强 职业技术学校 侯晓莉 第二中学

岳秀娟 第二中学 张海霞 第二中学

魏淑琴 第二中学 蔡晓云 第三中学

杨凯 第三中学 高文娟 第四中学

刘平 第四中学 张丽霞 第五中学

王晓霞 第五中学 蔡慧霞 第五中学

张路宁 第六中学 杨国锋 第六中学



13

张晓晴 市幼儿园 何秀茹 第三幼儿园

万娟 第一小学 郑学琴 第三小学

唐宏伟 第三小学 王海芳 第五小学

赵金艳 第六小学 刘丽华 第七小学

李红娟 第七小学 杜瑞萍 第七小学

李英 郭营小学 王慧 第二小学

洪静 第二小学 贾燕霞 第二小学

尹金霞 第二小学 焦应龙 第四小学

冯媛 第四小学 张春蓉 第四小学

马晓燕 第八小学 万桂英 第八小学

路荫 第八中学 年丽 黑林学校

秦慧娣 黑林学校 周莉华 东园中学

王燕 郭滩学校 冯艳梅 第十小学

赵贤 特殊教育学校 雍爱霞 柔远小学

马敬 镇罗中学 李莉 观音学校

吕娜 凯歌学校 靳双喜 宣和中学

刘燕 宣和中学 王莉 宣和中学

任河 东月学校 王晓芳 东月学校

李文艳 张洪学校 米晓艳 张洪学校

王晶 东台学校 高红 西台学校

陈晓宁 西台学校 雍海燕 常乐中学



14

倪宁静 常乐中学 宋睿蓉 常乐小学

李娜 常乐小学 王晓荣 常乐小学

梁发荣 兴仁中学 齐亚国 中卫中学

盛海军 中卫中学 张风侠 中卫中学

严海霞 中卫中学 李小莉 中卫中学

杨国正 中卫中学 张国峰 中卫中学

张敏东 中卫中学 马理兵 第一中学

张金明 第一中学 王红鹤 第一中学

丁杰 第一中学 卢敏 第一中学

李维宁 第一中学 张文忠 第一中学

黄宁 第一中学 王利明 第一中学

段正竹 职业技术学校 冯海燕 职业技术学校

何志诚 职业技术学校 李立峰 职业技术学校

李自龙 职业技术学校 刘青鹏 职业技术学校

马波 职业技术学校 王宁 职业技术学校

张立明 职业技术学校 张淑翠 职业技术学校

王波 第二中学 杨永斌 第二中学

万恩惠 第三中学 拓晓燕 第三中学

任淑慧 第三中学 张兴芳 第四中学

王慧媛 第四中学 樊晓文 第五中学

张艳玲 第五中学 李玮琴 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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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 第六中学 王嘉 教学研究室

侯晓茹 第一小学 袁树红 第一小学

邢燕群 第三小学 刘秀英 第三小学

拓守伟 第三小学 刘文华 第五小学

许军山 第五小学 张玉山 第五小学

李薇 第五小学 张明娟 第六小学

刘自槐 第六小学 刘海蓉 第六小学

贺永华 第六小学 杜进军 第七小学

方兴邦 第九小学 曹巧玉 第九小学

李珍霞 第九小学 施兰芳 郭营小学

张驰 第四小学 赵炳珍 第四小学

先继龙 第八小学 王勇 黑林学校

张凌艳 姚滩学校 冯晓燕 姚滩学校

武小强 郭滩学校 赵永霞 柔远中学

葛小慧 柔远中学 李海荣 柔远中学

李靖 镇罗中学 李占磊 镇罗中学

田莉 观音学校 马兵虎 东台学校

杨爱 东台学校 任建忠 东台学校

樊亚茹 东台学校 于帅 宣和小学

高振强 福堂小学 黄岗 康乐燕宝学校

李莉 康乐燕宝学校 赵仲环 兴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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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珠 王团小学

2.中宁县 202 人（其中：符合 15 年政策的 4 名）

邵晓莉 中宁中学 李燕 中宁中学

张雷 中宁中学 石惠 中宁中学

张旭武 中宁中学 孔秀 中宁中学

李正玲 中宁中学 马晓亮 中宁中学

陈继卫 中宁中学 孙洋洋 中宁中学

王佳云 中宁中学 张小彦 中宁一中

杨娟 中宁一中 马莉 中宁一中

徐珊珊 中宁一中 何辉 中宁一中

田娇 中宁一中 朱小明 中宁一中

吴强 中宁一中 任金霞 中宁一中

王艳玲 中宁一中 钟亚楼 中宁县职教中心

吴长霞 中宁县职教中心 杨霞 中宁县职教中心

白洁 中宁县职教中心 王琴 中宁县职教中心

孔晓辉 中宁县职教中心 丁妍文 中宁县第二中学

郭琴 中宁县第二中学 李丽 中宁县第二中学

刘钦兵 中宁县第二中学 施兰 中宁县第二中学

石艳萍 中宁县第二中学 舒心 中宁县第二中学

王慧珍 中宁县第二中学 谢丽娜 中宁县第二中学

张菊华 中宁县第二中学 张超 中宁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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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瑞 中宁县第三中学 魏静 中宁县第三中学

王静 中宁县第四中学 张丹 中宁县第四中学

孙倩 中宁县第四中学 陈岚 中宁县第四中学

范蕾 中宁县第五中学 孙晓静 中宁县第五中学

冯晶晶 中宁县第五中学 宋敏 中宁县第六中学

王亮 中宁县第六中学 王峰 中宁县第六中学

梁婷 中宁县第六中学 刘佳 中宁县第六中学

徐美玲 中宁县第六中学 李丹凤 中宁县第六中学

龚娟 中宁县第六中学 李东霞 中宁县长山头中学

王学成 中宁县长山头中学 余桂香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靳欣悦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赵晨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丁志远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崔丹丹 中宁县鸣沙中学

赵永生 中宁县鸣沙中学 张文倩 中宁县舟塔学校

张利平 中宁县长山头学校 张超智 中宁长山头学校

王华 中宁县长山头学校 白海东 中宁县渠口学校

冯小龙 中宁县渠口学校 姚学芳 中宁县渠口学校

马治江 中宁下流水学校 李兵 中宁县第一中学

郭婷 中宁县鸣沙中学 吴莉华 中宁县舟塔学校

朱丽娜 中宁县东华学校 张艳 中宁县渠口学校

高帆 中宁县第一小学 焦桂香 中宁县第一小学

代进凯 中宁县第一小学 陈婷婷 中宁县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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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江萍 中宁县第三小学 刘俊萍 中宁县第三小学

禹正花 中宁县第三小学 崔丽莉 中宁县第九小学

牛小青 中宁县第九小学 王韶华 中宁县第九小学

毛芳 中宁县第九小学 彭芳 中宁县第九小学

王学茸 中宁县第十小学 王小春 中宁县第十小学

王华 中宁县第十小学 孙丹阳 中宁县第十小学

徐文萍 中宁县第十小学 马燕 中宁县幼儿园

王春芳 中宁县第六小学 魏颖 中宁县第六小学

胡娟 中宁县第七小学 张丹 中宁县第七小学

屠芳 中宁县第七小学 李妍 中宁县第五小学

王晓燕 中宁县第二小学 季雨 中宁县第二小学

王鹏娟 中宁县第二小学 丁亚萍 中宁县第二小学

张晓庆 中宁县第二小学 李辉 中宁县第五小学

康宏 中宁县第五小学 解志英 中宁县第五小学

于峰 中宁县第五小学 陈莉 中宁县南桥完小

郭颖 中宁县黄滨完小学 马瑛 中宁县第四小学

尹玉洁 中宁县第四小学 张迪 中宁县第四小学

郝丽 中宁县第四小学 牛淑萍 中宁县宋营完小

马伟燕 中宁县红梧完小 张冬燕 中宁县恩和完小

黄珊 中宁县长山头完小 李衡 中宁县长山头幼儿园

余小霞 中宁县小洪沟完小 龚曼 中宁县长山头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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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国 中宁县红宝完小 宋红梅 中宁县石喇叭完小

虎桂兰 中宁县大战场小学 马丽荣 中宁县北滩小学

杨春慧 中宁县大战场小学 马光莲 中宁县马家塘完小

康伏银 中宁县杨庄子完小 马静 中宁县下庄子学校

马蓉 中宁县下庄子学校 王莉敏 中宁县第十小学

戴进辉 中宁中学 杨艳宁 中宁中学

刘国强 中宁中学 万志文 中宁中学

胡文斌 中宁中学 任艳霞 中宁中学

李小龙 中宁中学 徐学娟 中宁一中

魏涛 中宁一中 谢永兵 中宁一中

王德俭 中宁一中 李时凯 中宁县职教中心

王伟成 中宁县职教中心 郝东婉 中宁县职教中心

刘丽华 中宁县第二中学 田红友 中宁县第二中学

尤柯 中宁县第二中学 朱志强 中宁县第二中学

李丽芬 中宁县第三中学 党成龙 中宁县第三中学

刘宇凯 中宁县第三中学 马秋燕 中宁县第四中学

张卓 中宁县第四中学 孟俊俊 中宁县第六中学

沈莉 中宁县第六中学 杨晓龙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武凯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寇学虎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马小霞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刘晶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马莉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李文忠 中宁县大战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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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 中宁县鸣沙中学 周亮 中宁县舟塔学校

李翠花 中宁县长山头学校 曾晓玲 中宁县东华学校

陈维 中宁县渠口学校 张永福 中宁县教育体育局

徐扬 中宁县第二中学 肖珍 中宁县第四中学

李娟 中宁县第三小学 康玲 中宁县第九小学

张春 中宁县第九小学 徐佳 中宁县第九小学

梁桂香 中宁县第十小学 李艳 中宁县第六小学

金月莲 中宁县第六小学 高洁 中宁县第七小学

刘莉 中宁县第二小学 时国栋 中宁县第六小学

李倩倩 中宁县第五小学 田晓 中宁县第五小学

万月华 中宁县南桥完小 杨丽 中宁县南桥完小

齐会军 中宁县黄滨完小 胡自翠 中宁县第四小学

刘红 中宁县第四小学 田瑜 中宁县第四小学

戴卉 中宁县宋营完小 邓轶瑞 中宁县宋营完小

史文进 中宁县刘营完小 王静 中宁县恩和完小

金晓萍 中宁县小洪沟完小 何彦财 中宁县大战场小学

初金凤 中宁县北滩小学 田鹏 中宁县高岭完小

马洁 中宁县王庄子完小 马剑 中宁县杨庄子完小

贺雯娟 中宁县下庄子学校 张海蓉 中宁县第三小学

3.海原县 199 人（其中：符合 15 年政策的 6 名）

朱艳玲 海原县第一中学 马小娟 海原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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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洁 海原县第一中学 马晓宁 海原县第一中学

杨正梅 海原县回民中学 马海燕 海原县回民中学

马丽洁 海原县回民中学 田志强 海原县回民中学

马燕 海原县回民中学 马彦霞 海原县回民中学

金学平 海原县回民中学 余彦平 海原县回民中学

胡学晶 海原县兴海中学 柳鹏飞 海原县兴海中学

雍彦刚 海原县兴海中学 鲁文智 海原县兴海中学

马志虎 海原县职业中学 古明 海原县职业中学

魏晓辉 海原县职业中学 吕红 海原县职业中学

吕艳 海原县职业中学 但佳丽 海原县职业中学

姜茹 海原县职业中学 陈东绞 海原县职业中学

石凌斐 海原县职业中学 花永慧 海原县第二中学

余彦梅 海原县第二中学 马赟 海原县第二中学

庞家平 海原县第二中学 田凤香 海原县第二中学

王辉 海原县第二中学 徐琪 海原县第二中学

杨彩霞 海原县第二中学 买莲 海原县第二中学

卢文姬 海原县第三中学 黄卉仙 海原县第三中学

冶海燕 海原县第三中学 田倩 海原县第三中学

张艳 海原县第四中学 岳文莉 海原县第四中学

温建军 海原县第四中学 田政娟 海原县第四中学

马继琴 海原县第四中学 田春艳 海原县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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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兰 海原县李旺中学 张海 海原县李旺中学

杨小霞 海原县李旺中学 李玲玲 海原县李旺中学

米占海 海原县三河中学 张红 海原县三河中学

王妍 海原县关桥中学 罗彦山 海原县贾塘中学

杨晓波 海原县贾塘中学 何银娟 海原县贾塘中学

朱彩芳 海原县郑旗中学 田燕 海原县郑旗中学

余鼎 海原县李俊中学 李小生 海原县七营中学

姚维淑 海原县七营中学 余风霞 海原县第一小学

陈晓宇 海原县第一小学 胡有红 海原县第一小学

刘莉 海原县第一小学 马忠秀 海原县第三小学

张汉秀 海原县第三小学 霍佰娟 海原县第三小学

李晓芸 海原县第三小学 高丽 海原县第三小学

李立丽 海原县第三小学 李春兰 海原县第三小学

张玲 海原县第三小学 田晓莉 海原县第四小学

魏晓燕 海原县第四小学 徐琼玲 海原县第四小学

张晓艳 海原县第四小学 海虹 海原县第五小学

张慧娟 海原县回民小学 刘莉莉 海原县回民小学

李咪娜 海原县特教学校 林海霞 海兴实验小学

李建琴 海原县第一幼儿园 田晓霞 海原县第二幼儿园

李金霞 海原县第三幼儿园 王雪 海原县第二小学

黄菊艳 海原县第二小学 杨芙蓉 海原县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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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向荣 海原县第二小学 李文静 海原县第二小学

马燕 海原县甘城乡学校 马娟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米海霞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田进礼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杨芳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张华恩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张燕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周桂霞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胡淑霞 海原县关庄乡学校 王语双 海原县关庄乡学校

马建梅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马文斌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赵学银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杨玉玲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贾利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何巧瑜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刘海荣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毛彩燕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辛小慧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杨永军 海原县李俊乡小学

马晓兰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赵元铭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柯文静 海原县海城镇一小 马学霞 海原县海城镇一小

任珍 海原县红羊乡小学 杨玉秀 海原县郑旗乡小学

徐芳芳 海原县郑旗乡小学 马晓龙 海原县贾塘乡学校

李学梅 海原县贾塘乡学校 李雅萍 海原县第一中学

陈建科 海原县第一中学 马海福 海原县第一中学

薛丽霞 海原县第一中学 张廷宝 海原县回民中学

虎小梅 海原县回民中学 摆生龙 海原县回民中学

田世斌 海原县回民中学 杨臻 海原县兴海中学

马常军 海原县兴海中学 李玉海 海原县兴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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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永亮 海原县职业中学 宋小军 海原县职业中学

杨彦财 海原县职业中学 陈诚 海原县第二中学

马应华 海原县第二中学 田小玲 海原县第二中学

魏雅娟 海原县第二中学 马向霞 海原县第二中学

李君兰 海原县第二中学 杨秀兰 海原县第二中学

刘文涛 海原县第三中学 杨巧慧 海原县第三中学

李海山 海原县第三中学 杨彦成 海原县第三中学

丁继茹 海原县第四中学 马钰 海原县第四中学

张奋军 海原县第四中学 田晓芳 海原县第四中学

余贵霞 海原县李旺中学 杨彦忠 海原县李旺中学

马鑫 海原县李旺中学 张春秀 海原县三河中学

马汉兰 海原县三河中学 姚东辉 海原县李俊中学

田生龙 海原县李俊中学 陈军 海原县西安中学

张晓燕 海原县第一小学 杨燕 海原县第一小学

李月花 海原县第一小学 刘晓波 海原县第二小学

杨金兰 海原县第三小学 李萍 海原县第三小学

刘治琴 海原县第四小学 田玉刚 海原县第五小学

摆彦兰 海原县第五小学 杨志元 海原县第五小学

张永辉 海原县第五小学 王鹏 海原县第六小学

张文勇 海原县第六小学 田进福 海原县回民小学

田英 海原县文昌幼儿园 马维虎 海原县甘城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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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张小平 海原县高崖乡学校

杨万智 海原县九彩乡学校 田鹏程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马东昌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冯亚芳 海原县树台乡学校

郑玲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马芳芳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杨巧鹤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闵彩环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马治富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刘琳玉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何生财 海原县三河镇小学 李胜军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赵芳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陈海瑞 海原县七营镇一小

糟成忠 海原县李俊乡小学 金霞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马有学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马成海 海原县李旺镇小学

李彦保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张有宝 海原县关桥乡小学

杨花 海原县史店乡小学 李永宏 海原县郑旗乡小学

周明军 海原县西安镇小学 王雪原 海原县西安镇小学

李国涛 海原县曹洼乡学校 何芳 海原县职业中学

马晓娟 海原县回民中学

（三）二级教师 147 人

孟琦 中卫中学 冯舒玲 中卫中学

严国涛 中卫中学 刘思莹 中卫中学

周娇 中卫中学 杜晓宁 中卫中学

张晓萍 中卫中学 杨佳 中卫中学

申莉 第一中学 廉萌 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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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升 第一中学 张西倩 第一中学

张银银 第一中学 高祖福 职业技术学校

何太云 职业技术学校 黄鑫 职业技术学校

马玲 职业技术学校 马瑜 职业技术学校

滕宏青 职业技术学校 殷浩 职业技术学校

李婧 第二中学 马翠 第二中学

张悦 第二中学 黄妍 第四中学

宁雅娣 第五中学 刘辉 第五中学

李雪琪 第五中学 火瑞 市幼儿园

杜丽娜 第六小学 雍程程 第六小学

王亚娥 第二小学 李永玲 第二小学

汪文静 第八中学 郭海燕 第八中学

刘鑫 黑林学校 李晓芳 黑林学校

冯保川 姚滩学校 赵韶菲 沙坡头小学

王承 沙坡头小学 徐晓静 郭滩学校

吴莹 郭滩学校 梁峥峥 郭滩学校

房媛 郭滩学校 魏路路 特殊教育学校

付艳萍 特殊教育学校 焦学慧 第十小学

訾春燕 观音学校 范婷 观音学校

张薇 九塘小学 石燕 镇西小学

刘刚 宣和中学 侯莉娟 东月学校

李娇 东月学校 高萍 东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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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茹 东月学校 李秀红 张洪学校

杨安宁 张洪学校 寇楠 张洪学校

赵文君 东台学校 王慧君 东台学校

龚怡琳 东台学校 周莹 东台学校

张梅 东台学校 尹琼 东台学校

祁建平 东台学校 沈学欣 东台学校

张伊雪 宣和小学 姬莹 宣和小学

赵梦倩 宣和小学 丁小霞 宣和小学

宋天明 宣和小学 剡丽娟 何营小学

俞泓源 旧营小学 陆瑞娇 宏爱小学

杨攀路 汪园小学 张也 汪园小学

赵小峰 汪园小学 刘鑫荣 汪园小学

张娟 汪园小学 马蕊 草台小学

武文强 草台小学 韩明 草台小学

刘佩 丹阳小学 潘志莉 曹山小学

温馨 曹山小学 倪佳 山羊场小学

温汝钰 山羊场小学 周文芳 山羊场小学

张红勇 郝家塘小学 陈保成 郝家塘小学

孙睿 永康中学 周天骄 永康中学

朱珍聪 永康中学 李菊林 永康中学

黄永宁 永康中学 余荣 西台学校

蔡炳杰 西台学校 李源 西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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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莎 西台学校 张园 乐台小学

陈学娇 乐台小学 王春毛 乐台小学

张莉 景台小学 秦玲玲 沙滩小学

芮涛 沙滩小学 黄亚倩 沙滩小学

刘学慧 沙滩小学 马德华 丰台小学

朱丽娜 丰台小学 张婷 永新小学

王娟 永新小学 蔡玉武 永新小学

李文芳 永新小学 黄晓娟 永新小学

马丽娜 常乐中学 魏荣 康乐燕宝学校

陈茹 康乐燕宝学校 胡晓楠 康乐燕宝学校

张洋 康乐燕宝学校 汪佳乐 常乐小学

叶立锋 常乐小学 宋文琪 常乐小学

强林 常乐小学 房晶晶 常乐小学

刘静 常乐小学 范春晓 三眼井小学

杨博文 三眼井小学 王强丽 三眼井小学

胡蓉 红圈子小学 薛永强 福和希望小学

刘阳 福和希望小学 苗成梅 兴仁中学

范宇航 兴仁小学 申莹 兴仁小学

徐娜 兴仁小学 艾丽娜 兴仁小学

王瑞 兴仁小学 梁德湖 兴仁小学

张晓红 兴仁小学 王泽龙 兴仁小学

王爱娟 兴仁小学 田荣香 兴仁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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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惠珍 兴仁小学 白茹 王团小学

李莉 王团小学 冯小娟 郝集小学

李萍 温寨柯小学

三、工程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审会通过人员名单

（一）中级（55 人）

1.正常评审 51 人：

谢文涛 宁夏东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志琴 中宁县中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王 迪 中宁县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 磊 宁夏宁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刘昭君 宁夏宁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杜建红 宁夏宁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杨 霞 中宁县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 鹏 宁夏宇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 江 宁夏震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陈 旭 宁夏煜基实业有限公司

常晓晶 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

李华总 海原县国土资源和环境卫保护局

牛 宏 中卫市恒基泰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常学环 宁夏厚润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小红 中卫市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孟 涛 宁夏鑫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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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磊 中宁县建筑设计研究院

耿立华 中宁县恒达建设有限公司

陆红兵 宁夏华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马占慧 中卫市宏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 雨 宁夏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艳丽 中卫市华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文成 宁夏永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晓宁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章 渊 福建省中景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杨 乐 中宁县建筑设计研究院

张学丽 福建省中景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王晓丽 福建省中景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吴晓磊 中卫市新建建设工程检测中心

李守祥 海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吴 刚 宁夏鑫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孙建聪 中卫市应理城乡市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任 杰 宁夏锦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劲秋 中宁县恒达建设有限公司

朱宝丽 中宁县恒达建设有限公司

施小莉 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志君 中卫市东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胡小彦 宁夏东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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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振 宁夏东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 通 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 倩 宁夏红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 磊 宁夏红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丽娟 宁夏堉源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袁 静 宁夏国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继松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马 文 宁夏建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 丽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庞 波 宁夏国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伟军 宁夏宝路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

任吉廷 宁夏国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玉明 中卫市科建建设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中级转评（4 人）

汪全家 新疆中厦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周军华 宁夏锦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贾振军 宁夏绿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狄治龙 宁夏贝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二）初级（7 人）

贾 卉 宁夏金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 薇 宁夏金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红莉 宁夏金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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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杰 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张 宇 中卫市环境监测站

赵 婷 中卫市环境保护局

刘 琪 中卫市产品质量与计量检验检测中心

四、水利系列中初级评审会通知过人员名单

（一）水利工程师 15 名

丁世龙 中卫市水利技术服务中心:

汪爱科 中卫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办公室

边雅茹 中卫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办公室

伏统渊 中宁县农田用水管理中心

吴建斌 中宁县水政监察大队：

张继荣 海原县水务局：

马 骥 海原县水务局：

李桂云 宁夏中卫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雍 芳 宁夏中卫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许 亮 宁夏铸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卫项目部：

王建强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黄 斌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何学梅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张志鹏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李晓刚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二）水利助理工程师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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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群智 中卫市兴仁供水管理所

陶晓明 宁夏中卫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 鑫 宁夏中卫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秦国军 宁夏中卫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小龙 宁夏中卫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 佳 宁夏铸成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卫项目部：

王玉芳 中卫市国土资源勘测与整理中心

五、农业系列中初级评审会通过人员名单

（一）农艺师（5 人）

李 昱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石 磊 沙坡头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郑淑欣 沙坡头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王玉霞 中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李海梅 海原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二）畜牧师（1 人）

黄金涛 宁夏夏华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水产工程师（1 人）

邱海燕 中宁县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四）林业（园林）工程师（7 人）

韩 秀 中卫市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刘晓超 沙坡头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韩荣科 中宁县森林保护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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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斌 海原县林业局月亮山林场

唐艳红 海原县林业局月亮山林场

王晓帅 海原县红羊乡人民政府

宋淑英 宁夏堉源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五）助理林业（园林）工程师（3 人）

孙宏伟 中卫市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韦孟琪 中卫市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苏 兵 中卫市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六）助理农艺师（3 人）

王 平 中卫市种子公司

陈 佳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段继风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七）助理畜牧师（1 人）

李晓娜 中卫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与卫生监督中心

（八）助理农业工程师（1 人）

杨志军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六、新闻系列初级评审会通过人员名单 30 名

刘 佳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张鹏航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杨 雪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赵 越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邹姣姣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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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旭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刘 晶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杨 珊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张晓娟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姜 江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杨珮珮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马永红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张 虎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孙莉芳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吴小龙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范海清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王兴俊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吕 媛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张晗悦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张延峰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刘 稳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艾 洁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黄羽君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许 雯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高 宇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许 霞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王 斌 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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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锋 中宁县广播电视台

杨 明 中宁县广播电视台

马 泽 中宁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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