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年度考
核优秀等
次名单

94年度考
核优秀等
次名单

95年度考
核优秀等
次名单

96年度考
核优秀等
次名单

97年度考
核优秀等
次名单

98年度考
核优秀等
次名单

99年度考
核优秀等
次名单

2000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01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冷寒光 常文斌 何西海 鄢志耀 鄢志耀 卢玮 李德兴 李德兴 陈穗川

冯兴山 卢玮 鄢志耀 李晋 李晋 於全收 党育哲 黄正娇 李伟

党育哲 郑春元 张健 刘玉敏 郭振义 陈忠平 马俊林 鲁春发 刘宏育

张金海 潘明武 彭新民 李南峰 叶冰 黄正娇 张永煌 张秀芳 侯玉荣

邢波 陈穗川 杨锡庆 杨裕强 郑春元 贺开祥 桂余戡 马超 王家秀

马俊林 毛浓江 范秀英 卢玮 柳较乾 马天明 田雨泽 申波 郭振义

鲍升斌 申璐兰 贾行宪 胡延忠 崔轶成 潘佳林 贺家乐 梁军平 王莉

何忠 贺开祥 周小平 王慧娟 贺开祥 王金赤 崔轶成 崔永辉 刘斌

贺家乐 蒋善民 鲁兴启 刘宏育 张闻达 熊玲华 鲁兴启 杨庭荣 李构桃

王智勇 杜志俊 王克勤 张梅 郝高社 廖继红 郝高社 郑春元 靳玲

朱昌荣 邱世珊 郭振华 鲍承荣 陈穗川 柳较乾 潘明武 郝高社 陈忠平

郭振华 马里忠 马俊林 马里忠 周光禹 刘斌 张健 俞元士 莫德华

宋占奎 张梅 姚强 姚守姚 王金赤 俞元士 夏德洲 王永岚 李军

曾庆豪 马俊林 朱昌荣 刘爱琴 姚守姚 郑春元 戴友元 刘斌 唐德礼

唐德礼 何西海 柳较乾 胡剑安 马天明 陈哲 鲍永芳 鲍永芳 王龙海

田雨泽 党育哲 柳忠贤 毛浓江 王荣景 胡剑安 蒋玉芳 潘佳林 徐瑛

杨希武 邢波 薛东辉 李俊霞 陈阳贵 李爱华 于少萍 张承渊 廖继红

陈淅生 曾庆豪 刘玉敏 田雨泽 胡剑安 王耀华 姚强 杨守云 张义先

蒋玉芳 盛文庭 冯兴山 柳忠贤 肖海华 肖海华 齐骄阳 马显英 施复兴

张博 贾行宪 杨裕强 薛东辉 胡现敏 齐骄阳 俞元士 王耀华 陈友新

柳忠贤 陈淅生 张梅 贺家乐 杨正艳 邢波 王永岚 李爱华 林辉山

熊国华 柳忠贤 肖明玲 崔永辉 李光华 张艳良 莫德华 党育哲 王俐凤

桂余戡 何忠 张志良 王克勤 陈腊梅 刘伟涛 王耀华 张健 杨希武

赵家生 鲁兴启 王小华 郭振华 申波 雷忠民 潘佳林 夏超国 吴明清

王耀华 姚强 申璐兰 尤庆敏 雷忠民 马俊林 马超 李颖 肖雅琴

赖秀娟 朱昌荣 孙曼云 程华街 唐德礼 张伟 张秀芳 马俊林 赵家夫

何师胜 靳玲 邢波 季文哲 杨锡庆 李爱华 刘平 王亚玲

莫麓云 鲍承荣 张金海 柳忠贤 尤庆敏 刘伟涛 张永煌 蒋玉芳

胡延忠 王慧娟 马俊林 陈淅生 季文哲 李颖 唐德礼 宋占奎

朱平安 陈忠平 鲍升斌 莫本范 雷国梁 杨红琳 王龙海 茹士春

汪耀东 姚强 冷启云 赵彦玲 罗英军 罗英军 马涛

莫本范 何西海 计有勤 杨希武 王明东 桂余戡 张国梁

齐骄阳 熊国华 戴友元 柳忠贤 欧阳艳阶 廖继红 党育哲

桂余戡 郭振义 吴杏德 冷启云 李霞 欧阳艳阶 张健

张永煌 王荣景 王永岚 张书林 尤世强 田雨泽 鲍升斌

严修凤 陈哲 尤庆敏 鲁兴启 胡盛骑 金秀平 戴友元

马天明 王小华 林辉山 王蓉 吴明清 胡盛骑

王金赤 鲍升斌 赵家夫 梁军平 王燕

肖海华 陈友新 胡盛骑 杨守云 费振家

计有勤 汪顺成 姚强 李伟 林辉山

齐骄阳 夏德洲 候安民 张俊华 王智勇

张永煌 汪耀东 吴杏德 马显英 郭建忠

夏德洲 刘伟涛 李晶骅 张承渊 崔轶成

李晶骅 张书林 高权利 郑春元 于少萍

汪顺成 崔永辉 叶冰 宋占奎 齐骄阳

王有政 胡盛骑 桂余戡 胡政发

鲁春发 胡学英 戴友元

胡现敏 林宏伟

王传书

莫足琴



2002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03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04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05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06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07年度考
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08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2009年度考核优秀
等次名单

郑春元 郑春元 郑春元 李晋 王蓉 刘堰兵 陈穗川 唐本赛 彭志南 李景菊

於全收 肖海华 胡剑安 黄正娇 何玉勇 陈穗川 肖海华 郑道志 于燕玲 李辉

宋旅平 胡剑安 陈穗川 靳玲 王从清 田运科 於全收 何玲玲 许明涛 王家秀

何玉勇 李南峰 黄正娇 张蕴华 陈穗川 肖海华 胡剑安 梁军平 程亚兰 刘萍

靳玲 宋旅平 靳玲 彭志南 郑妍妍 郑隆礼 叶波 赵源 孔祥银 杨奔

张国梁 靳玲 何玉勇 肖海华 陈明超 王家秀 张健 刘建潮 王燕 张玉明

侯玉荣 何玉勇 夏德洲 王菊荣 罗英军 郑春元 靳玲 赵红 赵家富 陈学平

王春荣 胡现敏 彭志南 陈桂巧 徐瑛 胡剑安 梅蓉 胡菊 吴杏德 徐薇

胡现敏 任辉 王菊荣 任辉 郭亚庆 靳玲 马天明 齐骄阳

杜志俊 王春荣 王传书 李南峰 马涛 胡杰军 燕嬿 张西平

王小华 王莉 王哲 罗芸红 曾佳蓉 柳海涛 张凤娟 张道珍

李均桃 杜志俊 俞元士 杨丽 蒋玉芳 鲍承荣 于飞 肖海华

刘堰兵 刘斌 王莉 王蓉 冯兴山 胡耀军 马里忠 陈穗川

莫德华 李均桃 刘斌 黄镜潮 范光 郭亚庆 柯春林 於全收

张金海 刘堰兵 黄镜潮 任泽莲 贺国理 陈明超 王传书 叶波

党育哲 莫德华 任泽莲 叶波 王俐凤 廖继红 郑春元 张健

李军 张金海 陈蒙启 刘伟涛 杨正艳 宋占奎 王小华 刘堰兵

杨红琳 许明涛 党育哲 叶颖民 施复兴 余莉 陈莉 胡现敏

莫本范 余元强 张金海 张勇 郝一洁 王文飞 李爱华 马宏丽

唐德礼 马俊林 叶波 唐德礼 郝静 郝一洁 张玉明 李爱萍

鲍连升 张勇 余元强 罗英军 黄锐 孔祥银 尚士栓 漆明

卢厚元 唐德礼 莫本范 赵彦玲 张玉明 王俐凤 王菊荣 柳海涛

王明东 邓宽林 张勇 欧阳艳阶 尚士栓 朱晓丹 李爱萍 王小华

廖继红 王建华 唐德礼 赵红 马俊林 杨波 李辉 郑隆礼

莫足琴 鲁春发 范志庆 林辉山 张勇 贺开祥 周波 王蓉

郝一洁 赵彦玲 何银平 兰芳 王厚兵 叶波 杨波 王厚兵

赵红 张明 戴友元 黄锐 王晓萍 于燕玲 王厚兵 陈明超

杨正艳 熊学发 赵彦玲 王燕 叶颖民 毛玉 陈明超 石红霞

何玲玲 林辉山 欧阳艳阶 肖雅琴 沈玲 张梅 刘伟涛 谢宽志

兰芳 王俐凤 陈友新 计有勤 党育哲 王厚兵 许明涛 张梅

吴明清 邓丽 郝一洁 曾频 赵彦玲 许明涛 叶颖民 胡菊

王燕 胡晓霞 田平 陈自豪 莫足琴 叶颖民 李万祥 严航

李健刚 卢玮 林辉山 冯兴山 梁军萍 赵习玮 毛玉 郭亚庆

刘善林 王燕 邓丽 廖继红 王金赤 干国胜 叶兴刚 欧阳艳阶

胡盛骑 计有勤 兰芳 蒋玉芳 田平 张明 王襄 张明

茹士春 刘善林 王燕 齐骄阳 杨裕强 李爱萍 刘竹林 陈丽琴

宋占奎 刘燕 李霞 王小华 黄朝广 戴友元 王俐凤

张博 廖继红 张正荣 张琴 马里忠 莫足琴 李霞

王凡 宋占奎 赵家夫 杨丽 王晓华 罗立明 曾频

汪顺成 曾频 柳较乾 陈莉 孔祥银 郝鹏

王凡 陈自豪 王燕 胡现敏 程亚兰 范光

夏德洲 崔义成 肖雅琴 李霞 王俐凤 李万祥

侯玉荣 蒋玉芳 陈明静 邓丽 邓丽 刘伟涛

胡学英 彭志南 张伟 王燕 范志庆

宋占奎 盛广龙 胡盛骑 李霞 陈莉

郑隆礼 曾频 赵家富 周涛

柯红英 陈自豪 刘善林 方友爱

胡盛骑 左建平 杨波

赵家夫 李爱明 赵习玮

王襄 彭先萌 左建平



2010年度考核优秀等
次名单

2011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2012年度考核优秀
等次名单

2013年度考核优秀等次
名单

2014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2015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肖海华 廖继红 陈穗川 叶常青 陈穗川 郭建忠 陈穗川 刘燕 叶波 陈环 叶波 张正荣

祝移民 蒋玉芳 李辉 王静 李辉 任政 施复兴 郭建忠 祝移民 方磊 胡昌龙 陈自豪

胡剑安 汪耀东 刘堰兵 李景菊 刘堰兵 马涛 李辉 陈自豪 李辉 陈自豪 王哲 刘燕

陈穗川 郑道志 肖海华 陈学平 肖海华 何玲玲 刘堰兵 任政 郑妍妍 祝子媛 李爱萍 左建平

叶波 王菊荣 胡剑安 李垣璋 胡剑安 龙丽娟 田平 王刚 胡剑安 余莉 郑强 陈环

胡现敏 胡菊 叶波 李爱萍 叶波 党小苗 李军（机电） 李波 王俐凤 陈鑫宇 李辉 祝子媛

王耀华 罗时髦 张健 周涛 张健 廖继红 李晶骅 潘云刚 孔祥银 姜秋明 孔祥银 黄琳

张健 余莉 胡现敏 赵艳杰 胡现敏 卞平 孔祥银 何玲玲 莫足琴 汪耀东 莫足琴 张洁

王从清 王晓萍 刘萍 何玲玲 孔祥银 刘燕 王俐凤 崔义成 夏德洲 周荣 田运科 卢博

王敢良 欧阳艳阶 毕艳琼 徐涛 王俐凤 吴萌 罗芸红 李俊瑶 李爱萍 卞平 黄镜潮 廖继红

靳玲 王厚兵 马宏丽 张明 毕艳琼 张明 胡昌龙 谢霖 邓超 任政 李鑫 汪耀东

何银平 曹郁辉 李燕 李方圆 周文瑞 马宏丽 王静 马宏丽 瞿万军 颜德鑫 陈自兵

燕嬿 黄锐 徐瑛 王敢良 严航 靳玲 钱治磊 柯春林 石红霞 饶莹莹 严航

徐薇 徐薇 李季 王厚兵 何银平 曲杉 周波 胡蕊 冯东 喻娜

马祎晨 张万全 杨鹏 柳海涛 黄锐 周涛 黄锐 叶兴刚 杨阳 余丹丹

贺国理 柯春林 陈蒙启 王致兰 徐薇 王亚玲 张凤娟 柳海涛 曾刚 卢厚元

刘斌 薛吉涛 曾晨 钱治磊 郝一洁 徐耀勇 李路 金音春 曲杉

陈莉 陈莉 胡杰军 雷一鸣 方友爱 方友爱 明瑞光 胡涛 尤世强

卢十平 张兰 罗凤 权舒祎 张万全 罗时髦 白玉婷 李东明

李爱华 李爱华 方有爱 刘竹林 李垣璋 郑丽琼 闫长顺 龚国钧

张玉明 张玉明 杨华  石青青 柯红英 李永端 柯红英 司小妹

任辉 李凯 贺兴虎 李爱华 尚士栓 任辉 贺国理

尚士栓 刘伟涛 樊韩波 胡东明 罗凤 张晨 蔡新华

胡昌龙 余元强 陈莉 尚士栓 陶亿 段敏 谢霖

李爱萍 许明涛 薛吉涛 梁铭 陈学平 张婕 赵艳杰

杨波 叶颖民 尚士栓 薛吉涛 夏舒 郝静 马斌

王静 杜海军 郑丽琼 张兰 胡杰军 樊韩波

钱治磊 谢宽志 张兰 林凤功 李季 曹郁辉

于燕玲 钱美荣 胡东明 陈珍 秦挽星 黄锐

林风功 赵丹洋 贺国理 陈自兵 江军 罗凤

梁军萍 郭亚庆 梁军萍 凌濛 凌濛 薛吉涛

李万祥 赵源 赵艳杰 王佺庆 梁军萍 林凤功

许明涛 莫足琴 江军 王晓萍 张勇 石红霞

徐萍 杨胜利 袁牧 杜海军 许明涛 陈珍

张梅 赵红 许明涛 薛嘉鑫 石存秀 李凯

周文瑞 程亚兰 赵习玮 卞平 何军 潘强

罗英军 张道珍 徐萍 余莹 钱美荣 赵明炯

严航 瞿万军 叶兴刚 徐涛 毛玉 黄雪晴

莫足琴 王燕 徐涛 王厚兵 唐克静 李小波

张明 于颖 赵源 邢宏珍 郭亚庆 索耀

孔祥银 汤浩 郭亚庆 郭亚庆 贺琼 赵丹洋

赵红 曾频 欧阳艳阶 欧阳艳阶 张明 刘金云

兰芳 陈自豪 王家旭 张明 朱波 沈玲

陈丽琴 任政 张萍 赵红 张道珍 戴友元

司兴政 余莉 郝静 瞿万军 张萍 张明

王燕 廖继红 计娜 张道珍 郝静 熊学发

李霞 唐本赛 杨奔 张萍 陈丽琴 王致兰

曾频 杨华 邓丽 于颖 杨奔 郑金道

刘燕 马涛 于颖 杨奔 于颖 王琰

王亚玲 柳海涛 曾频 辜静静 汤琼 辜静静



2016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2017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2018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2019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名单

（72）

孔祥银 左建平 孔祥银 毕艳琼 马伟 蒋菁华 胡现敏 陈敏

王俐凤 任巍 胡现敏 王安毅 李凯 郝一洁 郑强 李阳露

莫足琴 郝鹏 林辉山 蒋颜 江鹏飞 陈莉 王俐凤 杨波

黄朝广 张波 黄朝广 刘德涛 秦挽星 张晶 张健 田平
（女）叶波 王丹 李爱萍 赵寒 肖德华 卢十平 王哲 饶莹莹

常文斌 唐本赛 王小华 苏孝洵 徐萍 王安毅 莫足琴 张婕

李爱萍 王妍婷 叶常青 汤琼 戴友元 余航 毕艳琼 张玉明

郑妍妍 李路 石青青 胡威 范志庆 赵寒 方锐 邓超

胡昌龙 乔冠翔 胡昌龙 任巍 张琳 王琰 胡东明 王庐山

柯春林 王慧 薛嘉鑫 陈璟灏 刘甘霖 王致兰 赵箫 吴力

艾绿莲 张伟 田  原 王雅坤 熊学发 胡立群 罗凤 胡立群

王敢良 王静 彭花燕 王琰 赵红 任巍 沈玲 徐超

李晓梅 廖继红 杨  波 雷一鸣 余丹丹 胡威 马斌 任巍

冯东 蔡新华 祝钦 邓波 王艳丽 卢博 王春荣 谢晓冬

何玲玲 黄锐 谢霖 吕莉 赵程程 白玉婷 石青青 黄琳

邢宏珍 郝一洁 郑金道 贺国理 余莹 乔冠翔 曾凡东 张若威

罗凤 尚士栓 陈莉 金润 王怀勇 张琦 樊韩波 顾婷

孔鹏 于颖 叶兴刚 陶亿 刘燕 魏亦然 郭亚庆 王琰

高圣波 程亚兰 胡涛 刘燕云 李小敏 杨阳 陈婷婷 吴竞

张俊杰 秦挽星 樊韩波 郑海平 喻娜 王姿惠 高静 李路

叶兴刚 胡盛骑 陈自豪 罗欣宇 祝子媛 李俊瑶 周波 乔冠翔

刘宏育 唐克静 李波 段敏 潘云刚 夏舒 王厚兵 祝飞

柳海涛 马宏丽 喻娜 权舒祎 马莉娟 段敏 郝一洁

胡东明 赵艳杰 胡蕊 廖继红 曾晨 任泽莲

赵俊杰 周小艳 谭雯 杨建国 赵艳杰

薛吉涛 郑丽 李阳露 马伟

朱亚光 王  洁 张伟 李凯

卢十平 李景菊 崔芳芳 刘晓洁

陈东 龚国钧 明瑞光 陈高峰

魏芳玺 李磊 黄宁 江鹏飞

李凯 祝丰菊 罗芸红 肖德华

张仲颖 明瑞光 陈婷婷 金兴伟

陈林 张晶 钱治磊 徐萍

潘强 张仲颖 胡杰军 范志庆

赵明炯 刘甘霖 薛吉涛 张琳

金兴伟 周涛 王涛 王家旭

吴竞 马斌 曾凡东 叶兴刚

周文瑞 赵艳杰 郑妍妍 罗立明

索耀 薛吉涛 王哲 汤浩

沈玲 卢十平 王俐凤 张道珍

张明 潘强 孔祥银 祝钦

朱波 周文瑞 张玲 郑金道

赵红 索耀 胡现敏 刘燕

郝静 沈玲 徐耀鸿 陈自豪

胡越 张明 何玲玲 王刚

罗立明 朱波 黄锐 周小艳

汤琼 任政 毕艳琼 付海龙

汤浩 刘燕 于颖 胡盛骑

任政 马宏丽 严航 刘静

刘燕 秦挽星 赵艳杰 蔡新华



2013年度考核良好等次
名单

叶波 范志庆
王哲 严航
郑妍妍 王家旭
祝移民 朱波
郑强 陈丽琴
田运科 朱晓丹
张艳良 兰芳
莫足琴 熊学发
夏德洲 邓丽
陈婷婷 张正荣
罗立明 徐超
罗欣宇 赵家富
刘斌 胡盛骑
钱美荣 胡威
赵源 陈环
赵彦玲 范光
程亚兰 胡蕊
党小苗 喻娜
顾婷 陈鑫宇
张建设 李景菊
王敢良 廖继红
毕艳琼 龚国钧
黄宁 雷一鸣
周波 明瑞光
胡杰军 罗时髦
付海龙 柯春林
冯东 王致兰
胡涛
王欢
杨华
任辉
李垣璋
陈学平
金润
窦海燕
任泽莲
卢十平
陈莉
刘晓洁
梁军萍
秦挽星
张仲颖
李桥
赵明炯



赵习玮
危淼
金兴伟
李燕
胡菊
周文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