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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职称〔2019〕10号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通州湾

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各直属学校（单位）： 

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公布江苏省南通市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的通知》

（苏职称办〔2019〕16 号），经南通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高新兰等 70人已具备高级讲师资格

（名单附后），现予以公布。 

上述人员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时间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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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19 年南通市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通

过人员名单 

 

 

 

                                    南通市教育局 

                                  2019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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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申报学科 

1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新兰 财经商贸 

2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顾亚云 数学 

3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孙志军 数学 

4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章峰 数学 

5 如皋市白蒲镇社区教育中心 张军 农村、社区成人教育 

6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翟建宏 计算机 

7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季亚萍 计算机 

8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蔡亚平 语文 

9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吴志峰 语文 

10 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薛汉成 语文 

11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张明明 计算机 

12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叶飞飞 德育 

13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陈小兵 数学 

14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李一奇 数学 

15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袁春建 土木水利 

16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施杰 外语 

17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陈晓静 语文 

18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孙花 语 文 

19 启东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顾杰 电子电工 

20 启东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毕言辉 体育 

21 启东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魏永智 物理 

22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郁忠 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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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梅林林 电子电工 

24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姚亮 电子电工 

25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何小萍 机械机电 

26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王  玮 机械机电 

27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盛永健 计算机 

28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王晓霞 汽车交通 

29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陈赛红 数学 

30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杨成铁 数学 

31 启东市卫生进修学校 袁水香 医药卫生 

32 启东市卫生进修学校 张红梅 医药卫生 

33 海门中专 宋雅玲 数学 

34 海门中专 叶海伟 汽车交通 

35 海门中专 黄健 生物化学化工 

36 海门中专 王耀菊 计算机 

37 海门中专 陈忠平 机械机电 

38 海门中专 朱敏敏 语文 

39 海门中专 尹金珠 语文 

40 海门中专 顾佩佩 语文 

41 海门中专 黄娟 语文 

42 海门中专 李剑 语文 

43 海门中专 施雅香 体育 

44 海门中专 仇肖华 土木水利 

45 海门中专 钟蔚 外语 

46 海门中专 陆晓霞 物理 

47 海门开放大学 王荣军 农村、社区成人教育 

48 海门开放大学 黄善平 农村、社区成人教育 

49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戴志超 电子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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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陈慧群 机械机电 

51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邱红 计算机 

52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施旭梅 计算机 

53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柯颖 数学 

54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王新武 财经商贸 

55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帅明华 财经商贸 

56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黄丽华 财经商贸 

57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张志祥 语文 

58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职业中学 王丽芳 语文 

59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朱晓东 机械机电 

60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张翠霞 机械机电 

61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张岳俊 机械机电 

62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田小建 电子电工 

63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鲍平平 计算机 

64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苏娟 财经商贸 

65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周怡 文化艺术 

66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陈薇 英语 

67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王娟 英语 

68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陈菲 语文 

69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彭丽莉 语文 

70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汤盈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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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