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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顺德区高层次教育人才确认办法>的通知》

（顺教〔2017〕55号）的精神，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经有关程

序审核认定刘翔武等 154 位同志为顺德区高层次教育人才，其中

四类人才 7名、五类人才 123名、六类人才 24名。具体名单公布

如下：

佛山市顺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顺人才领导办〔2021〕17 号

佛山市顺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确认 2021 年第 2 批高层次教育人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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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人才类别 工作单位

1 刘翔武 四类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2 黄滨 四类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3 吴俊和 四类 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

4 周小华 四类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学

5 黄鸿涛 四类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6 唐秋实 四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7 邓霞 四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8 黎清允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朝亮小学

9 陈素虹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第二幼儿园

10 陈柳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坤洲小学

11 梁佩映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林头小学

12 俞启征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林头小学

13 张美如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美的学校

14 徐丹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莘村小学

15 田福全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16 霍柳金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西海小学

17 郑玉美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西海小学

18 陈伟思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西海小学

19 郭金莲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20 王雅菡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北滘学校

21 李斌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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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梁淑娴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

23 刘林旺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24 晏裕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25 陈章胜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26 黄俊云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27 黄艳萍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陈惠南纪念中学

28 陈清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青云中学

29 朱文苑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30 杨俊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小学

31 梁洁媚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小学

32 何雨虹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小学

33 陈洁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青云初级中学

34 梁艳妍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潭村小学

35 何善雅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庄头小学

36 何妹才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罗定邦中学

37 周剑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38 唐芝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39 沈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40 程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41 李华民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42 李燕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逢简小学

43 李军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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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钟琨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45 朱季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46 周谦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47 袁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48 杜亮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49 周结常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南沙小学

50 欧阳冰珊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星槎小学

51 胡少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52 张惠珍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53 谭雅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54 李玉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55 郭焕仪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红棉小学

56 徐稷英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

57 左怀东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

58 梁桂华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

59 杨华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60 于晓强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61 谢正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62 何忠暖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63 黄锦良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64 张立国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富安初级中学

65 黄燕彤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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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郑林庄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67 张灵雄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68 何莹莹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龙眼小学

69 叶日光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上江小学

70 孔珠光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城小学

71 赵丽华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72 汤开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中学

73 宋玉琦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中学

74 王志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75 谢小雪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76 刘塘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77 杨一丰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78 刘保民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里海学校

79 周金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里海学校

80 陈秋燕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81 李明姝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82 肖隆冬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83 沈佩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84 黎爱叶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世埠小学

85 朱宏辉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苏溪小学

86 陈俊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87 何雪文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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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雷志庆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

89 曾文锋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仕版奋扬学校

90 马仁伍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91 李开枝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92 张丽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93 郑月环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94 霍月桂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霞石善祥学校

95 陈丽清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96 刘华云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97 何桂婵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

98 古卓君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中学

99 肖文广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周君令中学

100 胡妙结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麦村小学

101 廖友霞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城西小学

102 刘建明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旗初级中学

103 陈兆华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初级中学

104 古春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105 罗潇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106 尧军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107 何学林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108 杨文丽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

109 刘文娟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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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何少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

111 余惠玉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112 陆梅仙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振华小学

113 曹峰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114 张小明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115 刘蓓莉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实验中学

116 王会芳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实验中学

117 李皓娟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世纪小学

118 钟桂香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世纪小学

119 苏国胜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文德学校

120 杨玲霞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小学

121 卢晓雯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小学

122 杜钢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小学

123 钱江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杏联初级中学

124 廖秀枝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心小学

125 苏文学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学

126 毛丹丹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玉成小学

127 麦富携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玉成小学

128 聂文辉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129 李海清 五类 佛山市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130 王宏伟 五类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131 郑含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国华纪念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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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关丽燕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133 陈艺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134 康桂欢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中心小学

135 詹卓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136 肖菁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137 李小涵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138 吴海燕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139 洪丽英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140 王雪薇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141 黄兰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142 高志鹏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143 胡群群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144 李颖琳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145 谢键 六类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146 罗艺晴 六类 广东碧桂园学校

147 唐力 六类 广东碧桂园学校

148 杨梦婷 六类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149 禤润堂 六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50 朱敏 六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51 沈静颖 六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52 梁小媚 六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53 唐晓璇 六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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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魏玲英 六类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佛山市顺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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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社保基金管理局、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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