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 2021 年佛山市中小学实验

教学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组织 2021 年佛山市中小学实验教

学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申报工作的通知》（佛山教电

〔2021〕13 号）精神，经过各级教育部门积极组织申报和推荐，

并经相关专家结合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现将推选出的 2021 年佛

山市中小学实验教学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 150 人予以公

示。公示时间为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公示期间，如有意见

请通过书面信函（以邮戳为准）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反馈至我局电

教站。联系地址：佛山市同济西路 9 号，联系人：杜伟洪，联系

电话：83205030，政务邮箱：fsdjz@foshan.gov.cn。

附件：2021 年佛山市中小学实验教学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培

养对象

佛山市教育局

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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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佛山市中小学实验教学创新人才

培养计划培养对象

序号 单位 姓名 学科

1 佛山市第一中学 朱雄军 生物学

2 佛山市华英学校 赵健波 物理

3 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 雷亮亮 物理

4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赵光明 生物学

5 佛山市城北中学 李惠燕 信息技术

6 佛山市第二中学 邹志龙 化学

7 佛山市第六中学 吴小凤 生物学

8 佛山市第三中学 王鑫 物理

9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谢小燕 物理

10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曾庆艺 物理

11 佛山市第四中学 崔世丽 生物学

12 佛山市汾江中学 茹俊翔 化学

13 佛山市惠景中学 李紫菲 化学

14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康绮嫦 生物学

15 禅城区吉利中学 潘晓婷 物理

16 禅城区南庄镇南庄小学 孔洁慧 科学

17 禅城区培立实验学校 马志花 科学

18 禅城区人民路小学 蔡海兰 科学

19 禅城区深村小学 李婉红 科学

20 禅城区怡东小学 黎智文 科学

21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廖璐斯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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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佛山市城南小学 何伟文 科学

23 佛山市第九小学 冯海斯 科学

24 佛山市惠景小学 郑璐璐 科学

25 佛山市建设小学 胡家乐 科学

26 佛山市实验学校 王兰英 生物学/综合实践

27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苏田英 科学

28 禅城区澜石中学 詹玉婷 物理

29 禅城区聚锦小学 冯小惠 科学

30 南海区石门中学 孟海英 化学

31 南海区桂城中学 黄灿龙 物理

32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郑水丰 生物学

33 南海区里水镇金溪小学 唐蕴彤 科学

34 南海区里水镇展旗学校 姚毅良 科学

35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 刘彩霞 物理

36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赵雪玲 物理

37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第二初级中学 黄东梅 物理

38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胡巨铭 物理

39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初级中学 杨姣娣 生物学

40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伍彩梅 科学

41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翁楚然 科学

42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小学 于佳音 信息技术

43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何颖林 物理

44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 陈淑姬 科学

45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关静文 科学

46 南海区狮山镇桃园初级中学 李毅 物理

47 南海区罗村实验小学 邵燕萍 科学

48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陆永开 物理

49 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李翠珊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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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林凌志 科学

51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郭志敏 信息技术

52 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陈冀轩 物理

53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陆少燕 物理

54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冯冬 物理

55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小学 张惠超 科学

56 南海区丹灶镇醒华小学 谢锐生 科学

57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杨雅晴 化学

58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林文彪 信息技术

59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小学 程小玲 生物学

60 顺德区第一中学 谷亚楠 化学

61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黄铭诗 物理

62 顺德区华侨中学 巫研宇 物理

63 顺德区均安中学 朱利超 生物学

64 顺德区龙江中学 李金虎 物理

65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张孝夷 生物学

66 顺德区青云中学 吴儒天 物理

67 顺德区容山中学 张鸽 化学

68 顺德李兆基中学 王彦迪 化学

69 顺德区龙江丰华初级中学 吴贵樱 化学

70 顺德区陈村拨萃实验学校 郭楠 物理

71 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陈珍珠 物理

72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李南希 化学

73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邱海霞 物理

74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浦莹 物理

75 顺德区桂凤初级中学 谭志坚 物理

76 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植静雯 生物学

77 顺德区乐从第一实验学校 李丽敏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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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黄宝转 生物学

79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徐彩丽 化学

80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王佳佳 生物学

81 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邹晓雯 物理

82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赖洁仪 化学

83 顺德区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谭嘉丽 物理

84 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李建华 物理

85 顺德区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胡振辉 物理

86 顺德区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张雪玉 物理

87 顺德区容桂实验学校 杨家辉 物理

88 顺德区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陈镇华 物理

89 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何松辉 生物学

90 顺德区沙滘初级中学 黄宗毅 物理

91 顺德区杏联初级中学 邱家泓 物理

92 顺德区一中西南学校 伍婷婷 生物学

93 顺德区北滘镇朝亮小学 黄瑞珍 科学

94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陈乾杰 科学

95 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小学 卢晓琳 科学

96 顺德区陈村镇石洲小学 卢楚莹 科学

97 顺德区陈村镇潭村小学 谭慧萍 科学

98 顺德区陈村镇仙涌小学 郭转弟 科学

99 顺德区凤翔小学 黎健良 科学

100 顺德区鉴海小学 赵晶晶 科学

101 顺德区聚贤小学 叶志斌 科学

102 顺德区乐从小学 吴明玉 科学

103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刘晓婷 科学

104 顺德区勒流东风小学 马悦晴 科学

105 顺德区勒流新城小学 廖嘉雯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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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廖小瑶 科学

107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周彦 科学

108 顺德区龙江苏溪小学 陈俐平 科学

109 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张瑞平 信息技术

110 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吴旭荣 科学

111 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区卓玲 信息技术

112 顺德区容桂城西小学 邓湖伟 科学

113 顺德区容桂红旗小学 连玲娜 科学

114 顺德区容桂南环小学 陈振华 科学

115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谢莲娣 科学

116 顺德区容桂小学 金云 科学

117 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曾海敏 科学

118 顺德区水藤小学 陈家声 科学

119 顺德区西山小学 朱胤安 科学

120 顺德区星槎小学 潘紫蓓 科学

121 广东碧桂园学校 彭韦力 科学

122 高明区北大培文实验学校 简晓宁 化学

123 高明区沧江中学 何惠玲 生物学

124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朱仙梅 科学

125 高明区第一中学 何月怡 生物学

126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区美霞 物理

127 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曾芝 物理

128 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冯文凯 生物学

129 高明区更合镇更合中学 朱晓锋 物理

130 高明区更合镇中心小学 李健华 信息技术

131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邱香银 科学

132 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一小学 梁文韬 信息技术

133 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中学 廖文凤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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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高明区纪念中学 易孟良 生物学

135
高明区京师时代教科院附属实验学

校
陈燕霞 科学

13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明附属学校 赖松陶 物理

13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国语

学校
姚文志 科学

138 三水区实验小学 梁由维 科学

139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罗利梅 科学

140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梁福斌 化学

141 三水区实验中学 陈健沼 化学

142 三水区西南中学 刁向洋 物理

143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朱嘉文 物理

144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李小琪 生物学

145 三水区三水中学 陈庆贺 物理

146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车幸桃 生物学

147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博文小学 陈燕云 科学、综合实践

148 三水区华侨中学 孔惠莹 生物学

149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李婉琪 综合实践

150 佛山市萌茵实验学校 刘其灵 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