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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区 姓名 工作单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学位 任教科目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教龄 学校类型 学校性质

1 汕头市 林振烽 汕头市广澳学校 男 汉族 1979-7-1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信息技术 教务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6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2 汕头市 陈育芝 龙湖区上三合小学 女 汉族 1974-12-1 中国民主
促进会

大专 无 语文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八级 24 小学 公办

3 汕头市 林静芬 澄海莲华中学 女 汉族 1969-1-1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5 普通初中 公办

4 汕头市 李安平 澄海区盐鸿中学 男 汉族 1969-1-16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6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5 汕头市 杜美华 澄海永新小学 女 汉族 1978-1-1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7 小学 公办

6 汕头市 庄志琼 潮阳区西胪东凤小学 女 汉族 1982-2-2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务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3 小学 公办

7 汕头市 洪耿和 潮阳区凤田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64-1-2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教务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9 普通初中 公办

8 汕头市 翁佩燕 潮南区陇田镇沙陇中学 女 汉族 1975-2-1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普通初中 公办

9 汕头市 黄明亮 潮南区两英河浦学校 男 汉族 1980-11-2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政教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二级 14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10 汕头市 赵瑞钦 潮南区仙城镇红墩小学 男 汉族 1971-12-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11 汕头市 吕淑真 潮南区红场镇林招小学 女 汉族 1975-10-2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小学 公办

12 汕头市 彭馨玉 潮南区雷岭镇南溪小学 女 汉族 1967-10-28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9 小学 公办

13 汕头市 吴晓红 潮南区胪岗镇胪溪丰怡幼儿园 女 汉族 1988-11-26 共青团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副园长 无 11 幼儿园 民办

14 汕头市 柯丽华 汕头市赖厝小学 女 汉族 1975-1-5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2 小学 公办

15 汕头市 吴淑平 汕头市金平区鮀莲金凤幼儿园 女 汉族 1981-2-6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无 15 幼儿园 民办

16 汕头市 蔡旭娜 潮阳区金灶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0-7-6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副园长 专业技术十级 17 幼儿园 公办

表1：

广东乡村优秀教师拟表彰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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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汕头市 苏伟波 潮阳区金灶东坑小学 男 汉族 1960-8-10 中共党员 中专 无 数学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37 小学 公办

18 汕头市 陈生龙 潮阳区河溪中学 男 汉族 1974-4-21 群众 本科 无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三级 18 普通高中 公办

19 汕头市 肖灿大 潮阳区和平中寨小学 男 汉族 1980-4-2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20 汕头市 庄伦彬 潮阳区贵屿新厝小学 男 汉族 1981-2-25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4 小学 公办

21 汕头市 黄少龙 潮阳区关埠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80-10-8 群众 本科 无 历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2 普通初中 公办

22 汕头市 刘壮伟 潮阳区茂广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79-1-3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4 普通初中 公办

23 韶关市 邓红英 乐昌市廊田镇中学 女 汉族 1969-12-20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6 普通初中 公办

24 韶关市 陈付耀 乐昌市云岩镇中学 男 汉族 1975-10-8 群众 本科 无 物理 教务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8 普通初中 公办

25 韶关市 叶才腾
南雄市坪田镇
新龙金城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0-11-9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6 小学 公办

26 韶关市 连友华
仁化县红山镇
福和希望小学

男 汉族 1968-10-16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2 小学 公办

27 韶关市 卢华英
仁化县周田镇
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69-12-28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九级 27 幼儿园 公办

28 韶关市 吴爱英 始兴县司前赓靖学校 女 汉族 1974-5-6 群众 大专 无 历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29 韶关市 林丽君
广东始兴县城南镇
衍屏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9-2-21 群众 大专 无 体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30 韶关市 张小兰 翁源县礤下学校 女 汉族 1981-11-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团委书记 专业技术十级 15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31 韶关市 包键兵 翁源县坝仔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80-12-1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导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6 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

公办

32 韶关市 朱颂华 新丰县梅坑中学 男 汉族 1977-3-29 群众 本科 无 数学 总务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6 普通初中 公办

33 韶关市 许云霞 新丰县马头镇大席小学 女 汉族 1967-6-20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0 小学 公办

34 韶关市 汤红梅 乳源县桂头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2-9-5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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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韶关市 陈秋云 曲江区小坑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66-5-19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9 小学 公办

36 韶关市 赵金科 曲江区罗坑中心幼儿园 男 汉族 1981-7-2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教师 无 13 幼儿园 公办

37 韶关市 谭卫洪 浈江区犁市大为中学 男 汉族 1974-12-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普通初中 公办

38 河源市 张妙红 紫金县好义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8-4-14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教导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9 小学 公办

39 河源市 刘远何 东源县骆湖中学 男 汉族 1984-4-1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体育 德育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2 普通初中 公办

40 河源市 谢素苗 连平县上坪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3-4-11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0 幼儿园 公办

41 河源市 黎新娥 紫金县龙兴中学 女 汉族 1978-10-29 群众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普通初中 公办

42 河源市 温志远
紫金县瓦溪镇九树小学公坑教学
点

男 汉族 1973-7-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小学 公办

43 河源市 卢碧容 东源县半江中心学校 女 汉族 1969-10-3 群众 中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6 小学 公办

44 河源市 谢辉党 河源市连平县上坪中学 男 汉族 1977-4-9 群众 本科 无 化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普通初中 公办

45 河源市 谢袖珍 连平县元善镇南湖小学 女 汉族 1968-3-19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2 小学 公办

46 河源市 江莉娜 东源县上莞镇江田小学 女 汉族 1974-11-29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47 河源市 刁娟娟 龙川县赤光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5-3-24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3 小学 公办

48 河源市 黄琼珍 龙川县田心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6-3-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幼儿园 公办

49 河源市 刘朝东
龙川县岩镇东方希望小学珍贝教
学点

男 汉族 1967-6-20 群众 中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22 小学 公办

50 河源市 黄增平 龙川县田心中学 男 汉族 1981-10-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4 普通初中 公办

51 河源市 王长凤 龙川县上坪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1-8-1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52 河源市 廖惠云 紫金县敬梓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66-1-26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4 小学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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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源市 陈仕挺 和平县公白中学 男 汉族 1979-8-1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一级 16 普通初中 公办

54 河源市 徐娟 和平县下车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6-2-12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9 幼儿园 公办

55 河源市 徐必争 和平县浰东中学 男 汉族 1974-7-26 群众 大专 无 化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普通初中 公办

56 河源市 陈雪梅 和平县礼士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2-12-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务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4 小学 公办

57 河源市 缪桂梅 东源县康禾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9-2-5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58 河源市 钟小燕 紫金县龙窝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2-7-1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59 梅州市 陈芬 梅江区城北中学 女 汉族 1970-12-2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化学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七级 23 普通初中 公办

60 梅州市 范爱忠 梅江区长沙中学 男 汉族 1968-3-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政教主任 专业技术一级 28 普通初中 公办

61 梅州市 陈宏龙 兴宁市刁坊中学 男 汉族 1966-9-10 中共党员 本科 学士 数学 无 专业技术九级 30 普通初中 公办

62 梅州市 黄映辉 兴宁市宋声中学 男 汉族 1974-7-2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教务主任 专业技术七级 19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63 梅州市 罗文香 兴宁市大坪中学 女 汉族 1973-11-10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3 普通初中 公办

64 梅州市 李子华
兴宁市罗浮镇新南小学（学前
班）

男 汉族 1962-3-6 中共党员 中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5 幼儿园 公办

65 梅州市 幸晓红 兴宁市径心中心小学（学前班） 女 汉族 1966-6-6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1 幼儿园 公办

66 梅州市 何巧媚 兴宁市宁中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8-3-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67 梅州市 罗永 梅县区梅南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1-3-1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信息技术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5 小学 公办

68 梅州市 洪伟忠 梅县区石坑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9-8-3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5 小学 公办

69 梅州市 黄幸华 梅县区松源中学 男 汉族 1967-9-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5 完全中学（高
中）

公办

70 梅州市 杜余凤 平远县热柘华侨中学 女 汉族 1974-9-19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七级 18 普通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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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梅州市 韩秀红
平远县八尺镇中心小学（学前
班）

女 汉族 1970-6-8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5 幼儿园 公办

72 梅州市 丘伟豪 蕉岭县华侨中学 男 汉族 1975-7-22 群众 本科 无 生物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73 梅州市 黄国乐 蕉岭县新铺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3-9-10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少先队
辅导员

专业技术十级 22 小学 公办

74 梅州市 郭雪娇 大埔县高陂镇平原学校 女 汉族 1981-12-1 群众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教导处
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1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75 梅州市 刘衍忠 大埔县高陂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1-5-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中心小学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8 小学 公办

76 梅州市 魏水强 大埔县枫朗镇熊德龙学校 男 汉族 1960-2-21 中共党员 中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7 小学 公办

77 梅州市 罗宗伟 丰顺县汤南中心小学龙光小学 男 汉族 1962-10-8 群众 中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6 小学 公办

78 梅州市 黄碧兰 丰顺县北斗镇小学（学前班） 女 汉族 1973-2-5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幼儿园 公办

79 梅州市 江燕 丰顺县东留中学 女 汉族 1980-4-1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普通初中 公办

80 梅州市 邓超能 五华县五华中学 男 汉族 1973-7-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18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81 梅州市 万自红 五华县安流中学 男 汉族 1967-4-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6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82 梅州市 刘志轩 五华县棉洋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6-12-1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0 小学 公办

83 梅州市 邹世文 五华县太坪学校 男 汉族 1980-8-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3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84 梅州市 叶钦彩 五华县长布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3-12-1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3 小学 公办

85 梅州市 张兰芳 五华县郭田学校 女 汉族 1977-4-6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20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86 梅州市 张展波 五华县潭江中学 男 汉族 1963-8-25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七级 34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87 惠州市 张剑锋
惠城区横沥镇大岚
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5-9-2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小学 公办

88 惠州市 曾国良 惠阳区沙田中学 男 汉族 1971-9-2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普通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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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惠州市 李丽璇
惠阳区良井镇宏基小学
附属幼儿园

女 汉族 1979-10-9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副园长 专业技术十二级 16 幼儿园 公办

90 惠州市 涂伟嘉 惠东县吉隆中学 男 汉族 1974-10-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2 普通初中 公办

91 惠州市 黎文飘 惠东县多祝第三中学 男 汉族 1976-11-1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5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92 惠州市 杨瑞芬 惠东县吉隆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2-6-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教导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93 惠州市 黄泰宏 惠东县稔山中学 男 汉族 1979-5-1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导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2 普通初中 公办

94 惠州市 胡玉清 博罗县湖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5-6-1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研室主任 专业技术八级 21 小学 公办

95 惠州市 周镜平 博罗县福田中学 男 汉族 1970-6-2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导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七级 25 普通初中 公办

96 惠州市 杨桂孙 博罗县龙溪中学 男 汉族 1969-3-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导处主任 专业技术七级 28 普通初中 公办

97 惠州市 龙春 龙门县地派中学 女 汉族 1975-4-11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普通初中 公办

98 惠州市 王汉杨
龙门县麻榨镇中心小学
桂村教学点

男 汉族 1963-7-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学点负责人 专业技术十级 35 小学 公办

99 惠州市 廖明珠 龙门县永汉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0-10-20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副园长 专业技术十二级 16 幼儿园 民办

100 惠州市 吴三娣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第二中学

女 汉族 1968-7-14 中共党员 本科 学士 生物 教务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七级 23 普通初中 公办

101 惠州市 黄云兰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潼侨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62-8-8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4 小学 公办

102 汕尾市 曾爱清 汕尾红海湾区田墘街道外一小学 女 汉族 1978-8-15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小学 公办

103 汕尾市 温海霞 汕尾市华侨管理区第五小学 女 汉族 1975-8-1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3 小学 公办

104 汕尾市 刘书友 汕尾市城区东涌中学 男 汉族 1959-1-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七级 38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105 汕尾市 吴建生 汕尾市海丰县莲花山中学 男 汉族 1970-12-2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普通初中 公办

106 汕尾市 林毅谋 海丰县附城镇荣山小学 男 汉族 1982-8-4 中共党员 本科 学士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3 小学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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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汕尾市 郑国贤 陆丰市甲子中学 男 汉族 1966-3-21 群众 大专 无 生物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7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108 汕尾市 毛清瑜 陆丰市八万镇高塘小学 女 汉族 1981-11-23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三级 15 小学 公办

109 汕尾市 柯泽华 陆丰市河东中学 男 汉族 1978-11-1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普通初中 公办

110 汕尾市 方维 陆丰市八万中学 女 汉族 1974-9-2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团委书记 专业技术十级 20 普通初中 公办

111 汕尾市 王家红 陆河县新田中学 男 汉族 1971-11-23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普通初中 公办

112 汕尾市 罗锦堂 陆河县樟河中学 男 汉族 1980-2-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2 普通初中 公办

113 江门市 岑绮云 恩平市君堂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9-4-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常务副校长 无 17 小学 公办

114 江门市 甄新扬 恩平市圣堂中学 男 汉族 1969-4-1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副校长 无 25 普通初中 公办

115 江门市 李惠莲 开平市金鸡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2-5-19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无 12 幼儿园 公办

116 江门市 李振鹏 开平市赤坎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8-12-18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117 江门市 聂文峰 开平市第一中学 男 汉族 1982-7-25 中共党员 本科 学士 历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1 普通高中 公办

118 江门市 司徒素敏 开平市第六中学 女 汉族 1972-3-25 群众 本科 无 化学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0 普通初中 公办

119 江门市 梁伟忠 台山市川岛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8-4-1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信息技术 常务副校长 无 28 小学 公办

120 江门市 麦冠扬 台山市冲蒌中学 男 汉族 1979-9-17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8 普通初中 公办

121 江门市 余美浓 台山市武溪中学 女 汉族 1983-4-5 群众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1 普通初中 公办

122 阳江市 梁兰英 江城区埠场镇南埠小学 女 汉族 1984-2-2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4 小学 公办

123 阳江市 石国琼 江城区双捷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0-8-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幼儿园保教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6 幼儿园 公办

124 阳江市 周爱 红丰镇南龙小学地朗教学点 女 汉族 1982-5-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1 小学 公办



第 8 页，共 17 页

序号 所在地区 姓名 工作单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学位 任教科目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教龄 学校类型 学校性质

125 阳江市 谭俏华 阳东区北惯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1-6-2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幼儿园 公办

126 阳江市 梁树清
阳春市河朗镇中心小学
阳三分校

男 汉族 1966-10-20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127 阳江市 陈世娟
阳春市双滘镇中心小学
古重分校

男 汉族 1972-9-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128 阳江市 陈盛
阳西县儒洞镇中心小学
三教教学点

男 汉族 1962-6-1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4 小学 公办

129 阳江市 申常军 阳西县塘口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7-6-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6 小学 公办

130 阳江市 罗林英
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
那拿小学

女 汉族 1981-10-4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2 小学 公办

131 阳江市 冯春椅
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冈镇
东一小学

女 汉族 1981-9-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3 小学 公办

132 湛江市 林秀花 麻章区湖光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5-9-20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业务园长 专业技术十级 22 幼儿园 公办

133 湛江市 黄菊 徐闻县曲界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2-2-6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2 小学 公办

134 湛江市 王华屏 徐闻县锦和镇外罗小学 女 汉族 1980-11-30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135 湛江市 陈小亚 徐闻县角尾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3-7-7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2 小学 公办

136 湛江市 何强 雷州市东里中学 男 汉族 1979-9-1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5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137 湛江市 符小权 雷州市覃斗中学 男 汉族 1979-10-10 群众 大专 无 体育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8 普通初中 公办

138 湛江市 蔡茂莉 雷州市松竹宽仪中学 女 汉族 1977-3-1 群众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普通初中 公办

139 湛江市 邓港波 雷州市企水镇臧家小学 男 汉族 1973-12-20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140 湛江市 吴华欣 雷州市南兴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82-12-7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4 小学 公办

141 湛江市 吴保存 雷州市客路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8-7-21 中共党员 中专 无 幼儿教育 教导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30 小学 公办

142 湛江市 钟松鹰 遂溪县岭北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8-10-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副园长 专业技术十二级 18 幼儿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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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湛江市 朱葵 遂溪县乐民镇乐民初级中学 女 汉族 1979-8-22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普通初中 公办

144 湛江市 许荣 遂溪县杨柑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4-2-22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小学 公办

145 湛江市 梁明 遂溪县山内黄镜秋学校 男 汉族 1969-4-1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导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6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146 湛江市 赖名雄 廉江市安铺中学 男 汉族 1971-7-7 中共党员 本科 学士 品德政治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3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147 湛江市 林培顺 廉江市塘蓬镇黄教小学 男 汉族 1964-4-7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1 小学 公办

148 湛江市 罗裕平 廉江市和寮镇第二初级中学 女 汉族 1975-11-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普通初中 公办

149 湛江市 管彩玲 廉江市青平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0-10-6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7 幼儿园 公办

150 湛江市 张进生 廉江市营仔镇福山小学 男 汉族 1979-8-7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教师 专业技术十级 17 小学 公办

151 湛江市 麦日康 吴川市塘尾中学 男 汉族 1970-1-2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化学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2 普通初中 公办

152 湛江市 杨华梅 吴川市浅水镇下石小学 女 汉族 1971-7-8 群众 高中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6 小学 公办

153 湛江市 杨绍荣 吴川市张炎纪念中学 男 汉族 1973-1-2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生物 教研室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8 普通高中 公办

154 湛江市 叶彩霞 吴川市振文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0-12-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副园长 专业技术十级 16 幼儿园 公办

155 湛江市 刘玉凡 湛江市第二十小学北月校区 女 汉族 1981-7-1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一级 11 小学 公办

156 湛江市 陈大兴 徐闻县特殊教育学校 男 汉族 1982-10-9 群众 本科 无 特殊教育 德育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2 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

公办

157 湛江市 林树华 湛江市龙头中学 男 汉族 1968-9-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生物
德育与安保副主

任
专业技术七级 27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158 湛江市 陶珍福 坡头第二中学 男 汉族 1966-10-2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7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159 湛江市 吕坚强 麻章区太平镇调浪小学 男 汉族 1980-11-19 群众 本科 无 数学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160 湛江市 许永志 麻章区湖光镇第二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77-5-2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体育 总务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8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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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湛江市 周立聪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育民小学 男 汉族 1979-12-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162 湛江市 郑小红 湛江市南三湖海小学 女 汉族 1967-1-20 共青团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0 小学 公办

163 湛江市 黎西莲 湛江农垦湖光中学 女 汉族 1977-9-8 群众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九级 19 普通初中 公办

164 湛江市 韩咏辉 廉江市吉水镇鹤岭小学 女 汉族 1976-10-10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21 小学 公办

165 茂名市 林国生 高新区七迳中学 男 汉族 1971-12-29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普通初中 公办

166 茂名市 邹国英 茂南区金塘镇第一小学 女 汉族 1977-9-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167 茂名市 刘伟芳 茂南区袂花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8-9-2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168 茂名市 邓志丰 茂名市第十一中学 男 汉族 1976-11-2 群众 本科 无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普通初中 公办

169 茂名市 黎翠玲 海新区龙山中学 女 汉族 1968-9-1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7 普通初中 公办

170 茂名市 陈琼芳 滨海新区电城镇大桥河小学 女 汉族 1980-5-14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171 茂名市 刘晓兰 电白区第六中学 女 汉族 1982-10-2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研室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3 普通初中 公办

172 茂名市 黎燕雄 信宜市朱砂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6-1-15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教师 专业技术十二级 11 幼儿园 公办

173 茂名市 林文智 电白区黄岭中学 男 汉族 1978-6-2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9 普通初中 公办

174 茂名市 廖彩红 电白区那霍镇水石小学 女 汉族 1978-8-2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175 茂名市 邱小玲 电白区旦场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0-11-16 群众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176 茂名市 林泉 信宜市金垌中学 男 汉族 1976-1-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0 普通初中 公办

177 茂名市 陈燕平 化州市那务镇那务中学 女 汉族 1979-9-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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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茂名市 蔡小菊 化州市平定中学 女 汉族 1976-11-1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办公室副主任 专业技术七级 18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179 茂名市 徐硕 化州市播扬中学 男 汉族 1968-8-1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4 普通初中 公办

180 茂名市 陈圣奎 化州市宝圩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3-7-28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30 小学 公办

181 茂名市 何丽霞 化州市播扬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3-7-14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3 小学 公办

182 茂名市 林小红 化州市平定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8-10-28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幼儿园 公办

183 茂名市 戴媚玲 化州市丽岗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2-8-10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3 幼儿园 公办

184 茂名市 吴自辉 信宜市安莪中学 男 汉族 1972-4-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1 普通初中 公办

185 茂名市 杨金凤 信宜市新宝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2-5-28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幼儿园 公办

186 茂名市 曾静波 信宜市思贺中学 男 汉族 1975-1-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187 茂名市 陈国美 电白区大衙中学 女 汉族 1978-7-2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普通初中 公办

188 茂名市 盘媚玲 信宜市丁堡镇铁炉小学 女 汉族 1973-11-2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小学 公办

189 茂名市 邱洁颖 电白区霞洞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0-6-26 共青团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190 茂名市 黄秀玲 信宜市大成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9-7-28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4 小学 公办

191 茂名市 周志庆 信宜市怀乡第一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74-4-5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小学 公办

192 茂名市 徐翠英
高州市镇江镇水郁小学附属幼儿
园

女 汉族 1985-6-29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1 幼儿园 公办

193 茂名市 李桂梅 高州市马贵镇六塘文恒学校 女 汉族 1984-2-20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0 小学 公办

194 茂名市 黎万辉 高州市石鼓中学 男 汉族 1975-8-4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普通高中 公办

195 茂名市 谢平 高州市平山第一中学 男 汉族 1981-5-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2 普通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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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茂名市 李志和 高州市荷花第一中学 男 汉族 1973-1-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1 普通初中 公办

197 茂名市 陈桂僚 高州市祥山中学 男 汉族 1982-9-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2 普通初中 公办

198 茂名市 凌章英 高州市石板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2-12-16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25 幼儿园 公办

199 茂名市 黄锡美 高州市新垌镇云炉小学 女 汉族 1975-3-1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0 小学 公办

200 茂名市 欧品宽 高州市潭头第一中学 男 汉族 1983-1-26 群众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3 普通初中 公办

201 肇庆市 谭肖环
鼎湖区沙浦镇中心小学桃二分教
点

女 汉族 1983-9-1 群众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3 小学 公办

202 肇庆市 梁永文 高要区新桥镇华侨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74-10-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0 普通初中 公办

203 肇庆市 覃燊林 高要区新桥中学 男 汉族 1961-11-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七级 33 普通高中 公办

204 肇庆市 梁容娣 四会市下茆镇马陂东霖学校 女 汉族 1975-6-24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1 小学 公办

205 肇庆市 李礼霞 广宁县横山中心小学白坎教学点 女 汉族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206 肇庆市 余瑞泉 广宁县坑口镇塘村分教点 男 汉族 1967-5-12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9 小学 公办

207 肇庆市 何碧雁 德庆县武垄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1-10-12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3 小学 公办

208 肇庆市 梁燕玲 德庆县官圩镇红中教学点 女 汉族 1962-7-2 群众 中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3 小学 公办

209 肇庆市 邓绍梅 德庆县高良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6-11-15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幼儿园 公办

210 肇庆市 黄子健 封开县长安镇新地学校 男 汉族 1973-11-6 群众 本科 无 数学 团委副书记 专业技术十级 19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211 肇庆市 孔维钦 封开县莲都镇芬守小学 男 汉族 1963-5-1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4 小学 公办

212 肇庆市 钱雪梨 封开县渔涝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6-7-16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幼儿园 公办

213 肇庆市 梁树锋 怀集县梁村镇中心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78-8-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务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4 普通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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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肇庆市 黄党 怀集县中洲镇中心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74-10-1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普通初中 公办

215 肇庆市 梁梅芳 怀集县洽水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9-10-4 群众 小学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小学 公办

216 肇庆市 陈兰文 怀集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8-7-6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7 小学 公办

217 肇庆市 程秀园 怀集县诗洞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5-9-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幼儿园 公办

218 清远市 钟新燕 英德市英东中学 男 汉族 1973-6-22 群众 本科 无 物理 教导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0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219 清远市 刘东伦 英德市西牛中学 男 汉族 1974-3-1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220 清远市 吴志望 英德市东华镇鱼湾中学 男 汉族 1971-9-1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6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221 清远市 邓如线 英德市望埠镇初级中学 女 汉族 1969-11-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7 普通初中 公办

222 清远市 张燕玲 英德市浛洸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1-1-8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幼儿园 公办

223 清远市 冯尚明 佛冈县四九中学 男 汉族 1975-10-14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导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0 普通初中 公办

224 清远市 范常青 佛冈县迳头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1-11-20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教学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6 小学 公办

225 清远市 沈琨瑜 阳山县杜步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0-9-5 群众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幼儿园 公办

226 清远市 何运钊 阳山县太平中学 男 汉族 1977-1-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化学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8 普通初中 公办

227 清远市 孔伟诗
阳山县小江中心小学
教学点水槽小学

男 汉族 1972-10-29 群众 中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228 清远市 蒙志芳
清远市连山县太保镇
中心学校(上坪教学点) 女 汉族 1978-10-6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229 清远市 李雨来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福堂镇太平小学

男 壮族 1968-12-24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小学 公办

230 清远市 甘连珍 连南瑶族自治县香坪中心学校 女 瑶族 1978-12-6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教务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7 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

公办

231 清远市 黎锦祥 连南县寨岗中学 男 汉族 1967-4-1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1 普通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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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清远市 李文英 连州市西江镇中心学校 女 汉族 1980-2-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233 清远市 甘伟超 连州市清江中学 男 汉族 1979-6-27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教导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5 普通初中 公办

234 清远市 黎美红 连州市九陂镇中心学校 女 汉族 1977-5-8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

公办

235 清远市 刘国平 清新区石潭镇东联小学 男 汉族 1978-10-1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236 清远市 丘国栋 清新区龙颈镇第一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81-12-1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导处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5 普通初中 公办

237 清远市 朱秋凤 清新区三坑镇雅文小学 女 汉族 1963-9-10 群众 中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5 小学 公办

238 清远市 郑湘燕 清城区东城街新桥学校 女 汉族 1977-3-2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导处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7 九年一贯制学校
（初中）

公办

239 清远市 胡桂婵 清城区源潭镇青龙小学 女 汉族 1976-9-19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教导处 副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9 小学 公办

240 潮州市 邱碧娇 饶平县饶洋镇水南小学 女 汉族 1980-10-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7 小学 公办

241 潮州市 邱楚娟 饶平县三饶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1-8-12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幼儿园 公办

242 潮州市 王培浩 饶平县汫洲中学 男 汉族 1971-8-1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品德政治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2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243 潮州市 李志松 潮州市饶平县东山中学 男 汉族 1981-11-2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务主任 专业技术九级 15 普通初中 公办

244 潮州市 陈伟桐 潮州市松昌中学 男 汉族 1971-2-2 中国民主
同盟

本科 无 历史 无 专业技术六级 25 普通高中 公办

245 潮州市 李卫彬 潮州市潮安区龙湖中学 男 汉族 1979-11-1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九级 17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246 潮州市 陈祎丽 潮安区东凤镇东二小学 女 汉族 1981-7-1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247 潮州市 洪楚芬 潮安区江东镇仙洲新星幼儿园 女 汉族 1983-11-19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主任 无 14 幼儿园 民办

248 潮州市 邱创瓶 饶平县上饶中学 男 汉族 1977-9-2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化学 无 专业技术九级 17 普通初中 公办

249 潮州市 吴广发 湘桥区意溪镇上津小学 男 汉族 1956-11-13 群众 中专 无 数学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八级 38 小学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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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潮州市 黄华群 潮州市湘桥区磷溪中学 男 汉族 1977-6-14 群众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普通高中 公办

251 潮州市 陆奕钿 潮州市枫溪瓷都实验中学 男 汉族 1970-3-1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中学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4 普通初中 公办

252 揭阳市 曾洁梅 揭西县五经富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9-7-18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幼儿园 公办

253 揭阳市 许朝霞 揭东区玉湖镇玉联初级中学 女 汉族 1967-12-1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中学政教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25 普通初中 公办

254 揭阳市 李锦霞 揭东区玉滘镇东面小学 女 汉族 1977-6-28 群众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8 小学 公办

255 揭阳市 倪小环 揭东区新亨镇坪埔小学 女 汉族 1986-1-24 群众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0 小学 公办

256 揭阳市 王旭华 蓝城区霖磐镇桂西小学 女 汉族 1970-12-1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5 小学 公办

257 揭阳市 刘秀萍 揭阳市蓝城区才林中学 女 汉族 1966-12-2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0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258 揭阳市 李远勤 揭西县南山镇北溪小学 男 汉族 1981-12-8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一级 13 小学 公办

259 揭阳市 邓振达 惠来县鳌江中学 男 汉族 1956-12-1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七级 36 普通初中 公办

260 揭阳市 林丽春 揭西县塔头第二中学 女 汉族 1975-1-1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普通初中 公办

261 揭阳市 李佳 揭西县灰寨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82-2-14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3 幼儿园 公办

262 揭阳市 朱江俊
揭阳市大南山华侨管理区华侨中
学

男 汉族 1985-9-2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体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2 普通初中 公办

263 揭阳市 吴小霞
揭阳空港经济区
登岗镇彭厝沟小学

女 汉族 1982-11-27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0 小学 公办

264 揭阳市 陈林盛
揭阳空港经济区
地都镇军民小学

男 汉族 1965-8-15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9 小学 公办

265 揭阳市 钟文娟 普宁市后溪乡矿坑小学 女 汉族 1974-11-29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266 揭阳市 陈锦江 普宁市民德中学 男 汉族 1975-1-19 中共党员 本科 硕士 品德政治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19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267 揭阳市 方加祥 普宁市第一中学 男 汉族 1972-10-8 群众 本科 无 历史 无 专业技术七级 23 普通高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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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揭阳市 方少瑜 普宁市洪阳镇初级中学 女 汉族 1975-6-12 群众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2 普通初中 公办

269 揭阳市 张少影 普宁市里湖中学 女 汉族 1976-10-5 群众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270 揭阳市 钟赛英 普宁市大坪镇大坪小学 女 汉族 1977-4-22 群众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9 小学 公办

271 揭阳市 郑丽贤 普宁市云落镇大池小学 女 汉族 1978-10-30 群众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272 揭阳市 韦炎娇
普宁市大坝镇
新兴初级中学

女 汉族 1974-6-3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7 普通初中 公办

273 揭阳市 郑文华 普宁市梅林中学 男 汉族 1966-2-15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5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274 揭阳市 张宁 普宁市建新中学 男 汉族 1979-9-1 中共党员 本科 学士 物理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1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275 揭阳市 张凤珠
普宁市大坝镇
金太阳幼儿园

女 汉族 1980-5-13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无 15 幼儿园 民办

276 揭阳市 吴香霓 普宁市洪阳乐贝儿幼儿园 女 汉族 1981-8-12 群众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无 15 幼儿园 民办

277 揭阳市 陈妙娟
揭西县京溪园镇
竹尾沟小学

女 汉族 1979-8-11 群众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278 揭阳市 张奕洵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溪西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5-6-27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0 小学 公办

279 揭阳市 杨镇辉 惠来县东陇镇华吴小学 男 汉族 1965-2-5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2 小学 公办

280 揭阳市 卢振平 惠来县岐石中学 男 汉族 1980-9-5 群众 本科 无 化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普通初中 公办

281 揭阳市 陈佳文 惠来县第二中学 男 汉族 1968-7-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9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282 揭阳市 林楚河 惠来县河田中学 男 汉族 1980-5-1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普通初中 公办

283 揭阳市 黄少丽 惠来县青山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9-12-30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幼儿园 公办

284 揭阳市 林春苗 惠来县靖海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2-9-1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4 幼儿园 公办

285 揭阳市 庄小婷 揭西县上砂第一中学 女 汉族 1980-11-2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完全中学
（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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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揭阳市 林素娜 揭西县钱坑镇钱南小学 女 汉族 1980-11-22 群众 大专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287 揭阳市 邓建力 普宁华侨管理区后寮小学 男 汉族 1979-10-7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288 云浮市 蓝绍雄 云城区思劳镇古律小学 男 汉族 1965-9-9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32 小学 公办

289 云浮市 麦月霞 罗定市围底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3-6-9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3 小学 公办

290 云浮市 张展凤 罗定市罗镜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8-1-20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语文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291 云浮市 潘政 罗定市罗镜镇中学 男 汉族 1967-7-1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4 普通初中 公办

292 云浮市 陈勇民 罗定市都门中学 男 汉族 1977-9-6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物理 副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6 普通初中 公办

293 云浮市 黄海莲 罗定市连州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9-7-18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二级 17 幼儿园 公办

294 云浮市 练志娟 新兴县河头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80-12-4 群众 大专 无 英语 小学副教导主任 专业技术十级 15 小学 公办

295 云浮市 冯冬梅 通门镇中心幼儿园 女 汉族 1976-8-7 中共党员 大专 无 幼儿教育 无 专业技术十级 21 幼儿园 公办

296 云浮市 杨金连 郁南县连滩镇中心小学 女 汉族 1977-3-13 中共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无 专业技术十级 16 小学 公办

297 云浮市 谭贤远 云安区镇安镇永丰小学 男 汉族 1984-4-26 中共党员 本科 学士 英语 无 无 11 小学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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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汕头市 陈升孝 濠江区河浦中学 男 汉族 1965-5-8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31 普通高中 公办

2 韶关市 董水林 南雄市界址中学 男 汉族 1970-9-11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物理 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4 普通初中 公办

3 韶关市 李均凌
韶关市浈江区新韶镇黄金
村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4-10-18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品德
政治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33 小学 公办

4 河源市 刘福波 河源市龙川县车田中学 男 汉族 1977-10-28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品德
政治

副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16
完全中学
（高中）

公办

5 梅州市 陈世明
广东省丰顺县潘田中心小
学

男 汉族 1974-4-21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品德
政治

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1 小学 公办

6 惠州市 王玉文 惠东县大岭池竹小学 男 汉族 1971-12-24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3 小学 公办

7 惠州市 王林胜 博罗县柏塘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4-8-5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33 小学 公办

8 汕尾市 林少粒
汕尾市海丰县陶河镇中心
小学

男 汉族 1973-7-5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9 江门市 刘国坚 台山市海宴中学 男 汉族 1970-10-15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历史 校长 无 23 普通初中 公办

10 阳江市 刘昌绍 关山月学校 男 汉族 1962-9-1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34
九年一贯制学
校（初中）

公办

11 湛江市 王耀东 徐闻县下桥中学 男 汉族 1977-6-12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数学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17 普通初中 公办

12 茂名市 吴宗泽
广东省信宜市平塘第三初
级中学

男 汉族 1959-3-10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历史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39
九年一贯制学
校（初中）

公办

表2：

广东省乡村优秀教育工作者拟表彰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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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茂名市 刘付成辉
广东省化州市中垌镇中心
小学

男 汉族 1962-3-4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35 小学 公办

14 肇庆市 梁世华 广宁县宾亨镇江积教学点 男 汉族 1970-1-28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数学
学校负责

人
专业技术十级 23 小学 公办

15 清远市 孟庆忠
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第二
小学

男 汉族 1972-12-26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品德
政治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4 小学 公办

16 清远市 潘柏桃
清远市连南县寨岗镇寨南
中心学校

男 汉族 1975-1-25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生物 校长 专业技术九级 22
九年一贯制学
校（初中）

公办

17 潮州市 李福海 饶平县海山镇中心小学 男 汉族 1960-3-20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其他 校长 专业技术八级 35 小学 公办

18 揭阳市 李坚鹏 惠来县锡溪学校 男 汉族 1972-11-26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品德
政治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23
九年一贯制学
校（小学）

公办

19 揭阳市 彭锐
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竹林
初级中学

男 汉族 1955-12-23
中共
党员

大专 无 英语 校长 专业技术十级 43 普通初中 公办

20 云浮市 李志强 云浮市郁南县千官中学 男 汉族 1970-2-8
中共
党员

本科 无 英语 校长 专业技术七级 26 普通初中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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