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夏州拔尖人才拟评人选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马  礼 临夏州职业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

2 马  坚 临夏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 马平平 临夏回民中学 高级教师

4 马生明 临夏州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5 马阳梅 临夏市八坊小学 高级教师

6 马进才 临夏州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7 马坤梅 临夏回民中学 正高级教师

8 马春清 康乐县附城初级中学 高级教师

9 马艳芳 临夏州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正高级工程师

10 马晓霞 临夏回民中学 高级教师

11 马恩潭 临夏州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12 马继盛 临夏市第二中学 高级教师

13 马清福 广河县回民第二中学 高级教师

14 王  晶 临夏州农科院 高级畜牧师

15 王世全 临夏州农科院 高级工程师

16 王平生 临夏州农科院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17 王永平 临夏州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18 王林成 临夏州农科院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19 王晓燕 临夏回民中学 高级教师

20 孔宝焕 临夏州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21 龙东红 临夏市教育局 高级教师

22 卢  洋 临夏州中医医院 副主任医师

23 申红梅 临夏州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24 冯尚暾 临夏回民中学 正高级教师

25 朱惠英 临夏州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高级工程师

26 任佐录 临夏州农科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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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任海燕 临夏州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28 齐斌德 康乐中学教师 高级教师

29 安永东 临夏州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30 祁金芳 州委党校（州行政学院） 副教授

31 许大龙 康乐县第一中学 高级教师

32 孙良忠 康乐县第一中学 正高级教师

33 牟永山 临夏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34 李  萍 临夏州民族日报社 主任记者

35 李  静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副教授

36 李生斌 临夏县韩集初级中学教师 高级教师

37 李永平 临夏州农科院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38 李永清 临夏州农科院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39 李永智 临夏州畜牧技术推广站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40 李向龙 积石山县中咀岭小学 正高级教师

41 李红军 临夏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畜牧师

42 李登九 临夏县中医医院 副主任医师

43 李慧贤 临夏州畜牧技术推广站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44 杨世民 临夏州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高级工程师

45 杨发萍 临夏州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46 杨希文 临夏州农科院 副研究员

47 杨星国 临夏州聚匠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河州工匠

48 吴志仓 永靖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49 何正奎 永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50 何世顺 临夏中学 正高级教师

51 何旭林 临夏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52 何进国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委 中书协会员

53 张  琴 永靖中学 高级教师

54 张小琴 和政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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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张卫东 临夏州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56 张文贞 永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57 张俊文 永靖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58 张海林 临夏青韵砖雕有限公司 副高级雕刻艺术师

59 张海燕 康乐县附城初级中学 高级教师

60 张得平 和政县城关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61 陈开元 临夏中学 高级教师

62 陈永辉 东乡县第六中学 高级教师

63 陈姗姗 临夏州广播电视台 主任记者

64 拦生发 临夏中学 正高级教师

65 苟裕光 临夏州广播电视台 高级记者

66 范桃会 临夏州农科院 高级农艺师

67 林  才 和政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68 林学仕 永靖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69 罗  鹃 临夏州疾控中心 副主任护师

70 周国栋 临夏州农科院 副研究员

71 孟宪煜 东乡县畜牧业发展中心 高级兽医师

72 赵林锁 州委党校（州行政学院） 教授

73 赵维明 临夏县漫路中心卫生院 主任医师

74 钟玉芳 康乐县第一中学 高级教师

75 耿铮子 临夏州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76 贾  麒 临夏州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77 顾文孝 永靖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78 郭占忠 临夏县农技中心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79 郭延平 临夏州农科院 副研究员

80 郭青范 临夏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81 郭骊志 临夏回民中学 高级教师

82 曹  辉 和政县辉林仓储销售专业合作社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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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戚宏云 和政县城关镇卫生院 主任医师

84 常承秀 临夏州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正高级工程师

85 常海宏 康乐县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86 崔培聪 临夏州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87 章文江 东乡县农业农村局 高级农艺师

88 董三明 临夏州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89 董彩云 电大临夏分校 正高级教师

90 韩世强 临夏州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91 覃  霞 临夏州广播电视台 高级编辑

92 谢文娟 临夏州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护师

93 谢忠梅 临夏州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94 雷  霆 临夏州中医医院 副主任医师

95 蔡兴魁 临夏州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96 潘文光 临夏州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97 潘军玲 和政县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98 穆廷杰 临夏州人民医院 主任检验师

99 魏学全 临夏州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100 魏淑萍 临夏州疾控中心 主任检验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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