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动公开 佛山教人〔2023〕号

佛山市教育局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 2021 年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

审通过人员公示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2021 年佛山市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工作已经结束，佛山

市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共评审通过高级讲师职称 124

人。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

的通知》（粤人社规〔2020〕33 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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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职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现对 2021 年

度经市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人员进行公示。

请 各 有 关 单 位 登 陆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网 站

（ http://www.fsjy.net ） 或 佛 山 市 人 社 局 网 站

（http://www.fshrss.gov.cn）下载评审通过人员名单（附件1），

按照公示文稿样式（见附件 2）格式在申报人所在单位张榜和网

上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我局网站公示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到 2023 年 1 月 13 日。受理信访主要由单位人事（职

称）部门负责，接受单位纪检、监察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公示期

间对群众的各类有效投诉举报，受理部门均应按照《信访条例》

要求受理并组织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公示结束后，由单位纪检（监

察）或人事部门在《评委会评审通过人员公示情况表》（附件 3）

上如实加具意见并加盖公章（各区对没有投诉情况的可按各区汇

总填报公示情况表，有投诉情况的须按个人单独填报公示情况

表）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前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

联系人：温东 ；联系电话：83282442。

附件：1.2021 年佛山市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公示名单

2.公示文稿样式

3.评委会评审通过人员公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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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教育局

2023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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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 年佛山市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

公示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区 单位

1 范水英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2 罗志良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3 曾刚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4 杨颂华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5 丁曼华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6 黄晓菊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7 黄兴龙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8 罗燕珊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9 吴佩莹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10 邹智敏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11 余霞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12 胡方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13 徐慧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14 谢翠芬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15 邓俊英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16 陈要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17 陈美苑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18 方荣华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19 梁惠喜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20 郑子芬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21 叶威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22 李妍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23 罗慧珍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24 杨文静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25 尤永祥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26 朱梅娟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27 杨丽华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28 庞致军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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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陈俊清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30 梁泽栋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31 杨伟锋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32 黄启鹏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33 潘成 高明区 佛山市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34 祝家权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35 邓贞涛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36 王贤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37 李召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38 毛进军 高明区 佛山市高明区职业技术学

39 李剑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40 刘峰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41 谢小梅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42 黄嘉亮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43 岑锦涞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44 郭俊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45 刘礼菊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46 刘凤仪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47 高洁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48 林惠贞 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

49 曾洁贤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50 林晓玲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51 曾锦燕 南海区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52 曾晓平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53 蔡建忠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54 赵桂豪 南海区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55 喻意梅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56 梁淑源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57 谢志杰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58 杨伊纯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59 陈桂兴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60 莫泽明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61 许淑梅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2 王洋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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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杨天菊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4 陈燕屏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5 陈可婷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66 何志刚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67 欧阳可良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68 苏新蕾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69 李琳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70 任丽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71 李淑浩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72 邓晴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73 任军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74 刘玉珍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75 吕德元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76 邱群灯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77 苏淑莲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78 伍玉敏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79 谢晓兵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80 杨继武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81 张瑞冰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82 朱淑英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83 邓小荣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84 吴志裕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85 陈少仪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86 黄远宾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87 李丽妍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88 利艳兴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89 钟全荣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90 李美玲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91 李玲艳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92 李刘冬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93 梁颖琦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94 孟艳艳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95 宋晓花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96 伍经纬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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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萧懿文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98 邱花卉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99 袁晓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100 叶琼玉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101 赵淑妍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102 陈宇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103 罗云翔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104 麦兆朗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105 张波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106 张瑞东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107 陈太辉 南海区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108 郑启军 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

109 罗淑影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110 张良承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111 曾梅兰 南海区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112 程络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113 成晓丽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114 邓蔚雯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115 吴其坚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116 喻爱梅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117 郑晓娥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118 赵凌玲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119 陈旻旋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120 刘一良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121 韩艳蓉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122 周国贤 禅城区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123 李剑灵 南海区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124 赖明霞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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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公示文稿（样式）

经佛山市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下列同志通过

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从 2023 年 月

日至 月 日止。若对通过同志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市教

育局人事科或所在单位或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人事职改部门或

纪检、监察部门反映。反映的情况应有具体事实或证据，以个人

名义反映的，应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反映的，

应加盖本单位印章。凡不签署或不报真实姓名者、不提供具体事

实材料和电话的，一律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

1. 佛山市教育局人事科（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9号）

邮政编码：528000 联系人：温东

联系电话： 83282442
2. （所在单位或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人事职改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2021年佛山市ＸＸ区（单位）中职高级讲师职称评审

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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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评委会评审通过人员公示情况表

姓名 单位

评审通过专业技术职称名称： 专业： 职称：

公示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收到投诉

件 数

公
示
期
间
群
众
投
诉
内
容

单
位
纪
检
监
察

（人事）
部
门
核
实
意
见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在公示期结束后，由评审通过人员所在单位或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人事职改或纪

检（监察）部门负责填写（A4规格），盖公章后寄送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市教育局人事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