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职称办〔2021〕102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副高）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教育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公布 2021 年

度江苏省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副高）资格

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1〕98 号）精神，

经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会

评审通过，廖成英等 44 人已具备高级讲师资格，戴微等 27 人

已具备高级讲师（乡村）资格（名单附后），现予公布，时间自

2021 年 11 月 21 日起算。 

 

附件：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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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学科 姓名 工作单位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 

1 财经商贸 廖成英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 财经商贸 陈军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 财经商贸 吴光明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4 纺织服装 吴璇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5 纺织服装 陈佳球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6 旅游服务 沙迎雪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7 体育 韩永红 南京市盲人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8 体育 陈海 江苏传媒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9 体育 吴扣群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0 体育 黄防栋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1 体育 林俊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2 电子电工 陶忠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3 机械机电 丁娟 南京市城建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4 汽车交通 李志国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5 汽车交通 王文庆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6 汽车交通 余震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17 土木水利 王爱忠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实验师 

18 农林牧渔 王勤 南京市城建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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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姓名 工作单位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 

19 数学 周勤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0 计算机 陈华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1 计算机 孙姗姗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2 计算机 徐金生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3 计算机 俞琛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4 计算机 乔丽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5 计算机 戴美红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6 计算机 袁林敏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7 生物化学化工 朱妍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8 医药卫生 陈玲玲 南京市医药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29 语文 金晶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0 语文 汪园园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1 语文 侍寒冰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2 语文 彭超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3 语文 秦莉莉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4 语文 王学柱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5 外语 韩娟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6 外语 俞雯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7 外语 林玲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8 外语 薛平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39 德育 谢纬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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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姓名 工作单位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 

40 教育心理 王利娜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41 文化艺术 刘剑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42 文化艺术 翟羽佳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43 文化艺术 徐昉菲 江苏省戏剧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44 文化艺术 钱云红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高级讲师 

45 财经商贸 戴微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46 旅游服务 高锋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47 体育 王卫星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48 体育 潘媛媛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49 体育 黄宝柱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0 电子电工 季霞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1 电子电工 江超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2 电子电工 邱国旺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3 电子电工 张瑞显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4 电子电工 周丽娟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5 机械机电 李云娟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6 机械机电 金华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7 机械机电 杨世芳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8 机械机电 水启美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59 机械机电 徐怀淋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0 机械机电 彭凤利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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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姓名 工作单位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 

61 数学 邢利平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2 数学 芮金水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3 计算机 王才德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4 计算机 杨吟梅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5 计算机 崔律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6 计算机 潘治国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7 物理 李长兵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8 语文 吕银春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69 语文 魏桂花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70 外语 王正明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71 外语 冯国娟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