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全市高职申报公示表
经省最后审核，我市今年申报工作已结束，现将各系列报
省名单公示如下，公示期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
档案专业:
正高：王丽 焦丽燕 王艳春 郭爱艳
副高：宋伟 郭蕊 裴佳祺 吴艳明 梁娜 孙焕馨 伍志新
贾方
琦 李雪 白艳辉 戴丽莉 高英楠
标准计量质量工程:
副高：李晓春 周丽颖 陈东升 杨明非 赵丽宏
韩波
测绘地理信息工程: 史晓颖 任丽丽 申凯 陈秋
电子工程:
正高：肖文晨
副高：周天雷 朱炳芳 刘向英 董志威 李佳 陈文礼 李斌 吴彬
孙臻 王有力 杨雪松 温学勤 杨小辉
国土资源工程:
副高：白红艳 郑淑红 郑征 刘国君 孟超 梁志强 姜海涌
环境保护工程：
正高：刘会肖
副高：姚宏伟 张玉梅 徐升 杨洋 张伟 章建玲 黄冀宁
赵红艳 赵长军 郭印双 许秋立 史志海 李丽 孔杰 王
丽红 何永强 甘志芬 马金花 姜丹 边可萌 王丽 张艳
娟 吴丽萍 耿玉辉 张跃 王洪丽 徐有康
建材工程：
副高：刘伟华 韩宏宇 张连进 马伟平 樊永霞
建筑工程：
正高：刘钦 李艳梅 杨学东 刘转梅 崔晓志 寇俭 王晓明
李涛 吴晓奕 陈晓妹 阚德民 田慧书 王刚
副高：李厚柱 张杰 虞红梅 吴英豪 李广文 刘海东 张宝
石 谢立轩 翟洋 张璐 范永 韩雪 郑军 王超 袁静一
张凤娟 宗福龙 杜坤朋 李亚楠 沈玉洁 徐亮亮 刘月英

王子权 佟卫斌 石秀艳 付天利 王建平 姚海龙 张守恒
杨博知 贾永江 李威 何凤玲 刘卫强 杨建 王洋 马岩
刘馨 于健 李连祥 王云 刘涛 崔晓凤 胡金亮 孙佳琦
孙亮 王玉成 陈剑涛 李建民 冯勇 郑艳玲 田志慧 叶
迎全 赵新悦 吕凤勇 焦峰 周健 张继祥 耿马力 李岩
刘大鹏 耿学威 尹靖 王秀艳 刘春红 韩星军 裴俊杰
关玉红 王亚丽 刘建军 金利和 张小雪 许靖 赵妍 王
浩远 杨丽娜 杨坤 陆宝 郑立红 刘元昌 孙立明 付金
刚 李刚 包仁越 贾瑞军 王勇为 秦利娟 熊琴 赵庆钢
陈婧 刘志军 刘崇芳 刘威 张杨 李仑 刘家鑫 刘勇
苏海龙 杜晶晶 孙颖 王健 杨春轩 谷铁柱 孙志丹 张
冬健 李龙飞 马丽 侯刚 王玉专 涂晓莹 张金生 肖鑫
张红玲 王红鸽 李金凤 孟秀丽 于凤臣 刘建军 宋建忠
赵玉玺 刘继柱 吴华伟 刘伟 卢嘉鑫 张文刚 孙照 李
云鹏 曹振东 赵劲松 张磊 杨展蔚 张津 袁峥 边章利
李连刚 刘红存 李昆鹏 门志勇 曹建强 田胜民 周晶
杨志军 石秋艳 郑丽明 谢玲玲 张丽芹 王秋平 王伟
吴侨 韩立国 刘胤 张春香 姜春雷 马艳红 李江 孙小
娟 翁燕青 李奉斌 单佳丽 王占辉 郝亮 王娟 刘扩
赵海明 张云涛 杨笑语 王永超 武永生 冯丽茹 梁洪亮
张贵涛 李怡坤 严晓爽 杨硕 郑敞 梁慧慧 韩宇 魏连
海 李伟 王娜 杜振菊 方海明 杨富昌 郑祥瑞 谢淼
郭锐 宋新江 刘立臣 于晨芳 严宏伟 张绍凤 刘海亮
王旭东 徐新志 杜米广 闫伟 赵晓慧 赵灵 郑佐亮 赵
文全 王辉杰 贾冬海
交通运输工程：
正高：谈俊卿 李德君 桂增俭 王春涛
副高：张明 赵学伟 郭振强 郎文泽 刘文忠 郭小艳 李卫
华 周峰 代青松 代丽敏 郭丹阳 张江山 谌红宝 曹晨
光 郝辉 杨顾兵 赵悦 李少柱 赵郁 杨笛 陈晋峰 王

启超 商志成 张志建 冯倩倩 王伟 张玉海 王瑞松 刘
作振 张春林 王志红 张宏 陈宝祥 陈明磊 李军 李久
香 耿蕊 边琳 付永坤 师超 王巍 张颖 张良 杨悦
张金跃 冯娜娜 韩英 贾维杰 贠小华 肖秀 田龙 韩国
民 陈庆宏 刘杰 刘志勇 胡恩超 樊立军 邱晓霞 杜英
辉 鲁春晖 王文生 王志高 张正
煤炭矿山工程：
正高：夏云凯
副高：李健刚 石郡 许建军 苑剑清 何飞 孙文锦 王书快
赵书慧 严宝智 李金华
农业工程：
副高：冯光涛
石油化工工程：
正高：曹彩红 陈春江 丁学志 李秋园 张万合 苏永学
副高：鲍雷雷 齐文玲 孟祥瑜 王欢 孙秋菊 马宝军 吕静
韩凝 朱艳娜 江华 白丽洁 曹英贵 付秀军 张星 陈新卫
于琼玥 王海芳
食品药品工程：
副高：陈志利 呼学欣 周雪玲 王得旭 么继东
水产工程：
副高：王广宇 牛淑芳 阚建东 张建梅 刘洋 蒋丹 宋荪阳
水利水电工程：
正高：王继忠 刘海涛
副高：李晓辉 杨彪 蒋召伟 黄立强 陆晓芹 常杰 刘彩凤
王学莹 刘晓东 陶明晖 郭红霞 毛建秋 邓秋菊 蒋学伟
王琼 齐长春 户文华 孟郓 王凯 崔立军 刘明 刘彦华
李欣孜 潘晓玉 王淑凤 郭雅茹 杨梅 万红军 王艳芳
冶金工程：
副高：康志鹏 刘顺明 时海涛 林英哲 周欢 王保勇 郑晓
飞 王崇 裴培 杨春宝 郑玉平 刘长江 贾希存 李艳奇

张国臣 王建功 甄新刚 赵晶 齐明光 刘大滔 刘鸿明
金钊 沈开照 赵金跃 苗广志 汪红有 刘道献 张明生 郑
朋超
林业工程：
正高：刘志超 姚晓蕊
副高：李志刚 王建华 孙志联 李忠林 王凤春
机电工程：
正高：王秀忠 皮立珠 裴文良 杨立娟
副高：纪建平 胡建军 李鹏 屈国园 马飞 沈福磊 王健顺
史良 李越 于占忠 张少伟 耿丹 刘洋 余斌 姚海峰
田冬明 曹美杰 李贺昌 李兆丰 白凤雷 关俊峰 潘作新
王伟业 卢晓毅 胡娜 关悦 马辉 李楠 潘彪 许建祥
孙博 张敏 王新朋 樊星辰 姚艳霞 杜敬涛 杨义润 张
宝东 董明亮 鄂 刚 王晨光 李晓光 孙卫 宁翠君 孙国
钰 张国丰 张永建 陈江伟 冯梦文 江春兴 张长松 李
厚金 甄伟丽 李红颖 杨守琳 董志强 魏勃涛 王世辉
周小奇 梁兴 姚斌 刘建坡 冯程 王东旭 于冯全 彭俊
杰 董跃衍 张翼鹏 张宝建 赵玉东 高飞 李洪春 王海
力 孙晓玲 刘春雷 张园 夏熙祥 王林 张立军 白盈春
唐英伟 杜永强 李发明 闫兴贵 李金铬 王迁 张小强
吕大飞 杨景皓 杨静漪 王雅坤 谷丽娜 王建涛 翟琨
张中伟 尹承宝 曹悦 路晓雯 吴婷 刘德永 董秀建 谢
晓丽 金叶刚 曾德选 刘刚 刘景柱 王宁 郝冬彬 王玉
兴 吴伦 张海忠 李超 李文波
冯政 李保卫 孟志铎
张信 吴冰 蒋海牙 刘冀川 刘金芝 齐翠娥 李淼 胖立
和 高鹏 卢杰 侯振洪
地质勘查工程：
副高：于连顺 党永岐
纺织工程：
正高：张会平

副高：靳士杰
粮食工程：
副高：邢希双
轻工工程:
副高：江建梅
公证系列：
副高：吕长春
会计人员：
正高：刘洁
副高：杨立国 张淑梅 高玉峰 冯小红 万徐蕾 范田水 张
东兵 吕静 郑硕 金学英 韩秋梅 吴芳 肖显新 刘志红
俞叶正 王晨 吕惠馨 邸兆华 董桂霞 李秀玲 杨素云
王彩凤 杨国洪 晏志茹 苏小惠 李亚群 王彩虹 董玉华
薛仁进 宋德志 熊广燕 王晓花 付晋丽
经济专业人员：
正高：张晓玲 朱海燕
副高：赵建军 于学敏 赵萍 马志强 李倩 李桂芳 张伟
蒋丹丹 周玉红 齐丽萍 孟玲 赵侠 张丽 朱瑞杰 李志
红 臧福林 李海潮 古玉洁 崔海航 高磊 刘蕊 张亚平
张强 王雅静 黄静 汤荣堂 吕彩娜 董金星 孙晓霞 邢
宝昌 王健 刘海英 王春华 武飞 曹红艳 王萍 王争
赵阳 李明谦 梁新 李洁 冯仁强 王言 伦更敏 高卉
臧小良 解冰洁 蒋淑萍 何玉芳 李霞 刘建伟 吴金峰
高云怀 吉树明 宋占义 李冉 张超 王艳丽 刘永新 李
小伟 闫双录 尚莉 李二平 翟思宇 孙友良 王宏山 杨
立敏 史贺凤 杨丽艳 张艳聘 徐磊 曹春凤 赵艳茹 李
锋 张伟 郭凯 刘明 赵飞 王艳玲 赵晓兰 刘志全 袁
翠丽 刘新光 翟振华 蔡向英 许红娜 李东增 高欣
畜牧兽医：

副高：马增晖 郭庆明 董耀勇 周保芹 夏小伟 刘艳红 张
海军 姜得英 王宝申 刘平 郝振江 刘庆华 王凤伟 张
宝强 刘福刚 段雪萍 石有权 杜瑞焕 李杏媛 李春国
杨淑萍 户瑞刚 湛小光 任永富 白贺爽 孙艳阁 高磊
农艺师：
副高：徐姗姗 蔡胜文 王晨 郭久丞 曹景权 董艳朕 刘子
军 许淑莲 张立平 韩丽敏 郭瑞芬 史昌勤 于玲玲 吴
雪英 刘玉兵 龙素霞 张丽娜 齐保富 麻立春 张海燕
赵晓光 哈迎春 董爱玲 冯艳武
农经师：
副高：宋凤巧 江帆 闫雪梅 李娜 刘辉 李迎新 孙树林
董立焕 杨艳凤
农业科学研究：
副高：王向东
群众文化：
副高： 张艳奎 王香利
统计人员：
副高：冯朝晖 林鹏 司占峰 宋金霞 李振宇
图书资料专业：
正高：王昕
副高：李瑞欢 吴颖 徐弘飞 刘聚斌
审计人员：
副高：李娜 王艳荣 王繁
律师：
正高：张伟
体育教练：
副高：梁爱军
工艺美术人员：
副高：鲁坤
实验系列人员：

副高：张运峰 闫顺生
电影放映人员：
副高：王硕全 柴玉和 郭凡
文博系列：
正高：赵荣琦 李立梅
副高：周学军
新闻专业人员（编辑）：
副高：魏春梅 李昂 胡莹洁
新闻专业人员（记者）：
副高：胡晨光 杨健 陈曦 刘颖 甘芳芳 王学海 轩冠男
宋建军 杨娜 李小光 郑义祥 左雅静 杨洪灏 孙江平
艺术人员：
正高：王宝玉 闫军 辛志刚 杨京晶 曹相国 关悦强 江者 石文
明 卢永旺
副高：吕光宇 王践 赵岩 刘亦敏 谷敬新 张彦茹 孙金霞
王福明 张杰 李学峰 齐东兴 周辉 王金龙 李然然 孙
立伟 郑立影 吴际巍
卫生技术人员：
西医正高：张胜强 朱庆军 李晓华 蒋少贞 王晓静 齐建永 李铁
军 杨凤娟 常晓玉 张丽敏 田晓丽 赵洪波 宋海明 张辉良 魏
立友 张文龙 于占勇 周宏艳 彭义 刘丙立 陈明 代育中 李志
猛 左潇 郑育娟 顾笑梅 杨硕 张洁 张龙月 田玲 李建新 宋春
霞 郝丽宁 陆斌 王俊然 高占梅 王金林 孙晓峰 刘宝欣 张慧
民 王余 周海英 白文忠 洪宇 阚存玲 刘殿臣 邢兰访 常玉坤
王锦辉 李秀玲 张丽云 李宝丽 张永利 张升涛 张朝永 肖永刚
庞海宝 陈希源 王军媛 何金奎 郭义娟 靳松 张华新 朱秀玲
张瀛 朱建军 王慧丽 葛林 曹冬梅 李树义 毛秀军 杜潘艳 刘
亚辉 高峰 曲淑君 赵春蕾 曹雪峰 郑宏明 边瑞军 张素萍 李
颖 李莉 冯万芹 杨宏 李芬 张桂玉 郭素梅 李博 杨金铭 冯艳

敏 孙玉花 许静 杨丽君 徐士军 张晓云 公艳玲 张云涛 亢喜
刚 张久新 张启增 唐立滨 刘万栋 高庆忠 闫金银 黄占柱 桑
泽玲 温会新 时立霞 常立功 凌利英 张景瑜 胡智玲 杨晓玲
张红岩
西医副高:赵丽丽 宋会新 薛爱君 张成 郑彩娟 李莹 郭琳 杨
伟欣 孙薇 段颖欣 康世锐 郭淑惠 闫晓艳 刘慧贤 刘晓佳 刘
桂红 武海英 常淑美 王秀云 王丽娜 高慧军 王宇 俞淑芬 刘
蕊 张淑芳 王俊霞 刘雅静 张淑芝 常久静 杨艳玲 刘佳 孙静
怡 赵凤玲 潘楠 戴玉 张静 倪振英 罗萌萌 郑建霞 李小华 赵
洪焕 周洁 李秋艳 郝睿峥 张磊 马海东 陈林 费小轩 孙汝涛
张德新 丁红梅 李志刚 陶雅辉 张净宇 刘洪达 张倩 刘晓星
杨云飞 张艳辉 兰照 徐秀颖 吴华 王爱民 梁卫丰 张惠娟 赵
铭佳 韩炜 王彤 高长俊 姜海英 艾智慧 冯玉环 张东香 陈永
满 李娟 张海生 倪金凤 李娟 董芳芳 徐渭贤 李小亚 康康 刘
丽云 周宁 李藏妥 李君 李培 李斯 王欢 陈思 赵国玉 杨郁野
刘茜 李莎 亢瑞娜 孙振杰 孙雅楠 张慧东 周蕾 鲁琳 赵秀芝
刘春杰 齐贺文 王素洁 孙建华 赵莉 刘荣 运玲 吕焱 贾长凤
孟宪杰 何双亮 郑智文 宋君利 董晓娜 张红蕊 高晓红 常娜
万向学 李青科 刘艳坤 王海霞 宋亚琪 马丽梅 赵雁焕 许楠
袁学峰 刘名 吴昊 尹普广 周鹏宇 韩久付 王玉玮 郑昌英 张
耀龙 李明 王增辉 袁丽 范智媛 陈伟丽 张科 赵兰凤 张春艳
张宏杰 邓丽立 王海亮 陈瑞娟 张晓艳 张红玉 张宏伟 贾虎城
严志学 王艳芝 王国兴 冯天保 刘宏颖 张锐利 孙明伟 薛桂宏
于金娜 徐静梅 王义芬 李晓林 姚卫华 于小翠 汤丽峰 于艳芳
王玉杰 张金玲 王珊珊 朱莉红 安国云 宋晴 崔福义 赵军 亢
美玲 王雅祥 王雅红 王永鸽 刘振伟 于晓震 周齐 张梅 王振
宏 卢恩敏 李庆新 李小英 王凤红 么丽红 李丽娟 刘汉生 宋
辉 张玉刚 田国华 王艳玲 王太江 刘荣 高淑红 王金梅 王静
王飞 李艳红 孙金梅 杨丽 赵丽杰 张艳 陈利英 李冬静 刘艳
梅 李树娟 王丽谦 吕巧云 马艳丽 董志伟 张希华 贾爱萍 毕

俊忠 李金亭 单秋艳 李雪梅 王琳 李凤 史丽伟 田庆杰 贾绍
华 翟东良 王巧芝 周春艳 刘英敏 谢丽娟 田仕娟 张玉秀 张
莉 孟宏光 乔玉萍 赵淑静 郑井慧 杨永娜 杨建松 曹彦祥 顾
忠杰 史娜 郑彩莲 王秋梅 耿慧 李小鹏 赵杰 丁建茹 孙艳梅
韩凤平 杨芳 高秀梅 焦万青 郑瑞琢 薛娜 刘建明 孙云芬 张
军 纪寒翔 张娜 王清兰 杨雪婧 赵晓昆 魏华 刘福军 杨小花
李江波 侯国清 高志兴 曹亚南 曹庆艳 王灿 王志茹 王艳平
高秀丽 杨秀军 胡志会 王海平 周艳丽 李健 刘海峰 杨建荣
王秀香 杜全兴 王民增 朱晖 孙海艳 孙福玲 张文静 杨维双
王玉红 李黎明 江颖 杨树梅 王建忠 陈辉 王凤华 付金红 刘
秀军 杨会芹 李晓云 韩晋梅 石秀梅 黄凤一 郭爱东 张福楠
王红云 于国强 张磊 范文斌 毕轶 朱金花 李国正 孙利柱 杨
志永 丁玉洁 贾耐玲 王景利 刘俊兰 李虹光 吴雪静 陈素蕊
李静 梁金山 袁丽芳 刘丙辉 李晓艳 杨志红 夏春芹 庞晓微
殷小云 马青松 肖文刚 张晓庆 王小红 谭庆波 高孝杰 张秀华
王桂英 商建军 邵进宝 周艳荣 孟利华 杨敏 刘丽 张颖月 蔡
丽霞 张小颖 赵晓伟 李小爱 吴秀芳 韩娟娟 马金凤 谭力源
杨杰 朱彩云 徐丽艳 蔡青山 张晓丽 王立东 闫娜 石大勇 李
峰 韩俊莹 张文芳 董耀旺 孙超 赵小渤 郭兴巧 张学梅 曹春
岩 曹翠兰 戚彩艳 王欣 臧艳玲 刘汝照 欧阳彩琴 任琳琳 刘
淑艳 冯桂芸 马荣芬 杨露 张恩东 王秀梅 王春艳 吴可佳 武
国君 王立艳 庞金凤 李宏图 全雪花 杨梅 石建英 裴求慧 毕
丽梅 顾景艳 孙晓霞 张秀军 高海英 刘焕珍 刘冬梅 蔡红艳
潘雪梅 王秀娟 潘国强 汪波 宋高飞 张伟 刘艳丛 陈晓刚 张
荣 崔宝文 陈雅春 陈静 王丽爱 毕素芝 邵舰伟 梁静 李向杰
孙腊香 赵静 金志明 刘桂芸 张军 何丽娜 王惠敏 姚树珍 陈
芳 刘元梅 李建华 艾海丽 佟翠清 薛建立 于秋菊 李晓娟 马
振玲 杨立静 郭剑 包志丽 娄艳 刘俊艳 黄利民 薛洋 王博 王
宇 王春华 谷建宝 彭宏超 姬建秀 刘晶 刘蕊 常玉洁 尚富山

李丽萍 吴艳红 郭淑芬 丁顺玲 刘立忠 史秋颖 孙兰霞 李凤艳
陈东 蒋翠玲
西医副高（基层）：韩立彬 梁春妹 李艳珍 姚海霞 张兰凤 赵
丽娜 宋丽丽 李云 王静 关志香 卢爱娟 张赛丽 刘宁 李红梅
高娜 董倩 陆艳梅 卢纪宝 马东凤 王林存 马洪艳 邢立军 刘
宏伟 孙立文 韩国秀 董宝娟 张树林 吕金英 郭秀栋 孔祥敏
高巨民 王志勇 赵建荣 姚立群 齐妍颖 刘素侠 史清艳 母滢涛
薛会英 解建华 李志姝 王建荣 李建勇 郑文辉 高自光 贾琳琳
张拥军 李志强 纪长安 于晓青 孙震玲 周瑞芬 常建军 李淑莉
李小龙 裴桂莲 王东山 马大生 冯晖 吴振营 韩志广 郭玉静
刘春颖 高瑞彦 石建芸 张士平 刘丽艳 齐进喜 王连青 王雪芹
高淑香 郭海侠 刘立全 齐瑞珍 陈国华 蔡玉琴 蔡水清 王丽娜
赵建玲 高海燕 齐金河 侯淑艳 高艳芝 蔺冬娟 刘颖 徐长亮
张磊 尹志刚 郭丹 高凯飞 张秀艳 姬学松 岳建红 杨瑞成 付
宏艳 金哲英 张海堂 张华玲 玄石荣 王振双 孙秀梅 项印胜
芦占勇 邓硕红 陈艳辉 朱艳清 王桂成 肖留何 王亚青 金树华
霍文梅 夏景胜 付连艳
中医正高：王秀玲 宋郁珍 石志敏 张莉 王智慧 张振山 张来春
中医副高：闫秋燕 宁永江 宋星晨 方玉茹 李连弟 丁林 刘文华
尹东武 刘志霞 秦建南 曹洁辉 李晓峰 李东 张新明 张满凤
马文竹 杨丽美 孙金华 王桂兰 江振国 张国良 单振芬 徐新国
郑永然 戚天臣 王海华 郑永恒 杨殿福 张艳萍 贾立君 江德超
谷淑平 朱国清
中医副高（基层）：桑志刚 张绍敏 王晓岩 刘铭 王宝群 张凤
国 宋宝林
中西医结合正高：王清贤
中西医结合副高：高国娟 朱晓婷 王兰玉 张彬彬
中西医结合副高(基层): 张永茂 母立婵 安丽梅 王新荣 刘凤英
赵会艳
高校教师系列：

正高：王郁 张琦
副高：李彬 张一思 陆树楠 李宗海 杜春梅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正高：解爱军 刘晓霞 张霞 张艳芳 韩桂林 王红梅
副高：杨艳明 赵会云 张宜年 刘金红 徐保成 王爱军 代文永
夏秀玲 于立新 田姝红 杨春光 刘洋 戴艳冰 张翠红 张文博
技工学校教师和（实习指导）系列：
正高：何智慧 王红梅 闻瑞利
副高：李锦 孟岩 杨建存 张立城 段继伟 李晓东 卢冰 李志菊
王健 李莉 庞励 赵建秋 齐广凤 吴新生 霍建刚 邢清桂
中小学教师正高：胡均宇 史淑莉 刘长锁 郑彦东 李秀娟 田民
魏晓辰 李来艳 赵铁辉 佘念利 张欣 凌志杰 王学红 徐晓娟
解忠良 潘建英 宗世勇 张彩虹 赵丽红 周立军 张冬梅 包凤岭
李运芬
中小学教师副高：李敏 周立强 牛淑静 曹海权 杨素芹 郑海军
冯金茹 刘建英 雷艳霞 曲中文 王连双 汤海源 高福明 孟宪娜
温海东 刘晓敏 于晶 王国栋 王秀敏 宋双来 贾久旭 蔡景伟
崔志永 王小猛 王秀强 王宝历 杨金文 郭天明 周立生 段茂峰
张为民 吴玉凤 纪淑艳 代宏源 杨春战 骆爱君 宗春艳 白俊玉
徐新露 王雨阳 尤伯芳 亢福江 王翠侠 李雪艳 胡强 王东玉
杜艳维 胡耀辉 范冬松 张静 王立江 刘金昉 胡迎锁 徐瑞立
韩志刚 舒志刚 冯宝春 朱立永 徐秀军 张学军 缪晓健 赵井清
徐立柱 王立艳 庞东平 李蕙伊 李长占 王富余 万术山 李子红
郭海鹏 郭术生 李刚 李胜双 郑敏 纪红艳 王娜 郑彩平 王宏
时春光 扈瑞臣 张春秀 高佳如 李志焕 李艳 刘贺民 李文朋
江东岳 王文利 李小东 李书红 杨宏宝 陈小红 吴雅君 王金平
张兆举 马书梅 梁井友 杨立平 徐立营 高丽 朱凌云 王秀芹
李海波 石文山 李亚玲 张立永 王怀玉 武兴荣 王柱先 郑国兴
兰春胜 张长军 周海龙 范成利 于伯武 于桂红 王建忠 高晓苹
张艳东 曹春梅 刘宝金 吴海珍 王春 孙宇欣 杨小玲 叶朝霞

赵爱军 孟晓艳 张仕林 杨保军 李小艳 姜大伟 何建军 李中文
岳丽娟 张春江 杜立彬 郭彩芹 李杰 吴艳军 付海 李艳军 许
春艳 马忠兴 王建生 张飞 白玉梅 董瑞春 刘国友 曹志敏 周
成武 王艳平 张翠平 冯雅朋 王贺明 王晓芬 邵艳敏 王芳 李
小林 彭艳茹 廉守军 宁建江 张连春 刘艳君 但小民 李海侠
宋笑容 刘新苹 何秀梅 王少强 李艳芝 王晓玲 田海涛 俞志国
胡国群 杨志友 惠艳超 李山 邓明伟 何秀敏 张志芳 何江 张
丽娟 张新宇 张云飞 陈桂云 强凌雪 吴新蕊 史新蕊 赵文松
张立 王侠 张文侠 宋红枫 高英侠 刘士杰 常海光 王爱艳 周
春雷 杜永华 王月忠 赵瑞彬 刘连志 李永红 张守宝 王静 陈
霞 周建华 王晓宇 赵晓勇 庞志平 沈学杰 张孟仁 柴冬梅 齐
爱敏 韩秀梅 马文成 杜小宁 张秀敏 秦立武 宋学凤 王丽英
陈红 侯俊安 李军 张志军 王建芳 郭建军 艾丽艳 刘绍杰 肖
永利 刘建林 杨德文 裴秋红 葛晓珊 聂永红 韩丽红 曹慧君
高孝玉 曹井满 李荣民 李廷彬 张建勇 郭艳丽 陈井岗 王静
赵静 李涛 张立营 荀玉清 荀艳敏 孙永娟 唐汝莲 李静 徐秀
梅 姚素红 刘瑛 王金军 王丽莹 李凤艳 苗志朋 张会莲 董海
燕 刘娜新 魏小侠 肖瑞成 马贵庭 刘海英 陆杰 徐宾锋 刘卫
忠 张立萍 张学蕊 史淑华 姚立新 谢红梅 赵春生 何维双 裴
成明 郭立芹 胡志成 勾志杰 赵艳香 张晓波 赵芳 刘雨仁 阴
建强 吕秀艳 姚小红 王丽红 曹会芹 白纯鸽 陈丽珍 王丽丽
魏海丽 姚彩玲 吕峰 谷守利 吕振宇 杨庆辉 高贺生 徐国忠
董雪辉 孙阳 雷士超 崔素英 王雅丽 张春生 张小芳 任万玉
李娜 薛建凤 李艳 田纪红 杜胜永 董明华 韩兵 许明香 王泽
东 王立文 吕海龙 孙林茹 刘秀利 刘立娜 刘淑艳 冯瑞敏 谷
小军 赵福强 陈国明 李树春 赵云峰 甄东亮 李艳君 余春丽
郑念亮 杜玉珍 褚兰坤 刘淑文 王敏 王长文 刘俊娟 房学桂
张静 薛建红 秦海霞 李占勇 高国岩 韩少壮 赵秀峰 张立田
张显伟 张颖 钱国喜 张艳春 魏国忠 张丽娟 何洪刚 张鑫 王
晓颖 侯立岩 刘丽娜 李海明 訾秀玲 戴金玲 高文平 贾会荣

高东友 刘明如 谢延龙 杨法新 齐爱民 马静 于秀辉 王轶欧
焦阳 何玉玲 姜艳国 李文兰 段丽丽 孙小宁 赵春艳 赫俊岭
张晓艳 李敬军 王新颖 刘蕾 苏瑞瑞 牛秀红 崔卫红 王景川
段永雷 李海燕 赵艳 陈艳如 蔡兵 王亚会 蒋江红 曾慧 陈宏
伟 康迪 王翠玲 孟军 杨丽 陆颖 张楠 孙瑞良 张凤英 孙学芳
李林江 李跃军 桑艳梅 商建国 郭志敏 胡国华 王贵枫 孙海霞
刘瑞新 李立娟 刘建华 李素敏 王国新 李秀荣 单蕊丽 夏学美
马锦秋 李忠刚 魏秋菊 王晶晶 贾淑娟 赵小凤 何小英 杨冬云
张金刚 王汝英 陈高 王武 李素香 窦俊坡 邸凤欣 姜善春 贺
金花 高素芬 秦志明 宋爱荣 张晨 张震霞 王瑞利 葛庆功 白
丽妍 常保华 陈桂平 陈宏喜 程爱萍 程国娟 范爱丽 冯建欣
高从秀 高宏 高敬伟 高英 郭春玉 郭秀梅 霍宝红 简红琳 江
春艳 荆瑞利 静恩永 静秀娟 李广友 李慧春 李俊平 李娜 李
尚金 李亚利 李艳杰 李颖 廖宝旺 林静 刘广祥 刘辉 刘金蕾
刘立霞 刘连涛 刘娜 刘士晖 刘淑静 刘维云 卢振宏 陆爱国
孟凡永 孟军红 乔汉丽 乔树宏 石宪月 苏长娟 孙晓英 孙学超
王宝垠 王春英 王翠伶 王国华 王海波 王进新 王军 王立平
王淑娟 王素心 王玉超 王占菊 王志国 王志远 徐瑞霞 徐文红
许文杰 薛玉泉 闫东兴 杨付兴 杨会 杨乃艳 杨耐东 杨树彬
杨文杰 尹仲军 苑爱芹 张春伶 张凤香 张富强 张宏彬 张金红
张金侠 张文博 张秀敏 赵阳 郑建存 郑立娟 白玉茹 毕会霞
毕平兰 毕双进 曹波 陈宝明 陈秀梅 董志秀 付海霞 耿国辉
关学岭 侯宝静 李宝东 李彩霞 李春梅 李春艳 李贵旺 李士博
李文娟 李晓娟 李振 梁瑞艳 刘天凤 刘志新 陆艳华 吕秀菊
聂顺付 裴良先 宋丽娜 苏景 苏全武 孙海敏 孙玉会 孙振兵
佟秀艳 汪秀芹 王东青 王恩生 王建坤 王健 王俊亮 王丽君
卫素华 徐洁 闫继兵 闫继山 杨秀江 袁桂莲 袁敬敬 张爱玲
张彩冬 张凤香 张贵成 张国伟 张克文 张巧菊 赵福才 赵立民
郑金玉 郑小强 郑志连 笪爱华 代艳霞 何海香 焦春莉 李春荣
李艳玲 李艳敏 李志刚 毛桂英 尚巧丽 尚艳秀 孙惠君 孙金萍

唐华 田金凤 王凤兰 习常茹 苑少岩 张丽芸 张友平 张玉双
朱桂英 陈晓娜 陈有来 崔晶晶 董承智 董志国 冯健辉 高玉莲
郭建波 胡慧芳 黄鹏 黄羽 姬永杰 贾双 蒋志艳 蒋志勇 解海
雁 雷红霞 李贺杰 李惠兰 李群 刘杰 刘琪 刘伟 刘新 刘志超
卢晰 马丽荣 孟庆姝 孙小云 孙燕茹 孙长敏 唐金宽 田静 王
丽微 王全刚 吴菲 徐凯 姚丽燕 由杨 于菲 于浩洋 张健 张立
海 张亚兵 张彦 赵本翠 赵霞 郑卉 毕建云 毕玉梅 曹树军 蔡
润国 陈迎梅 董晓煌 杜海胜 高洪静 高娟 贾丽 贾素梅 贾云
民 姜双利 靳凤玲 靳瑞荣 李海江 李建华 李江艳 李龙 李青
伟 李素荣 李希锋 李霞 李玉强 刘福娇 刘贵宝 刘红丽 刘立
新 刘连娜 刘谦 刘晓红 刘晓菊 刘艳丽 刘占军 刘振增 刘志
芹 刘作辉 马春娟 马志刚 苗红梅 戚晓娜 荣秋顺 史广田 宋
秀玲 宋秀英 宋英文 苏巧芬 孙爱丽 田茂旗 王殿革 王凤满
王小红 王仕良 王玉娥 王玉军 王玉萍 王玉新 王玉珍 魏海霞
徐克明 薛巧娜 闫翠静 杨翠柳 杨贵友 杨国福 杨景民 杨淑玲
杨晓芳 姚德强 姚倜 岳旭春 张彩云 张春霞 张会娟 张会民
张明辉 张庆敏 张秋菊 张瑞蛟 张淑梅 张素英 张卫丰 张晓玲
张秀清 张秀山 张学军 张艳茹 张云宏 赵广前 赵洪娟 赵颖
郑革民 郑万众 周继儒 周丽娟 周玉娟 左素芸 王丽娟 王学军
王艳玲 肖晔 杨玉洁 陈静 傅东丽 高倩倩 华新蕊 李岩岩 刘
燕 孟丽文 齐瑞华 舒洁蕾 唐洁书 王俊芹 王萍 王秀清 邢晓
晨 杨贵刚 杨韶辉 于得娟 陈庆东 范玉兵 武守金 郭文芳 刘
丽娜 于春辉 郑荣娣 贾福生 王峥 魏连玲 蔡福平 陈廷余 董
桂忠 高振华 韩兴军 李彩虹 李小娟 李艳玲 刘凤兰 刘国士
孙淑侠 汪文松 王庆好 王文艳 王玉兰 王忠 韦景新 吴春秋
宣桂荣 张秀荣 赵福贵 龚平 贾甜 刘威 刘微微 王爱红 靳桐
裴立英 熊伟 张会莲 张晓伟 褚颖 郭殿胜 郭娟 何嘉阳 李瑞
丽 李永顺 芦翕 王宏 韦海芳 杨克明 赵永泉 周佳 窦淑君 部
秀瑞 曹雅静 常煜 陈海英 陈军 陈立辉 陈连静 陈玲 程淑梅
冬爽 董宝艳 杜建文 冯丽 付文光 付学莹 高国爱 高士全 龚

军 管蕊 郭丽君 郝瑞雪 姜桂花 李兵 李彩霞 李惠秀 李立华
李涛 李新宇 李秀艳 梁韶华 刘冰 刘东华 刘辉 刘杰 刘敬梅
刘立凤 刘晓智 鲁钰成 罗丹 吕金焕 吕淑影 马静贤 马子玲
孟静 宋秀娜 孙会娟 孙小丽 唐媛媛 王淑丽 王文兴 王小健
王焱 王玉 王玉松 闫小光 尹静 袁乃芬 詹军 张春艳 张海青
张丽君 张秋英 张淑文 张秀兰 郑秀云 董立艳 任秀平 吴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