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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邮〔2017〕221 号 

                                    
 

重庆邮电大学 
关于表彰 2016-2017 学年各类先进个人的通报 

 

校属各单位： 

根据《重庆邮电大学教职工先进个人评选办法》（重邮〔2014〕

122 号），学校组织开展了 2016-2017 学年各类先进个人评选工

作。经本人申请、单位推荐、学校评选和公示等程序，遴选出一

批爱岗敬业、勤奋求实的先进个人。在庆祝第三十三个教师节活

动之际，为充分发挥先进个人的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广大教职员

工参与学校建设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决定对获得

2016-2017 学年“优秀教师”的于秀兰等 155 人、获得“优秀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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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的刘旭等 15 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的于佳亮等 83 人、

获得“优秀员工”的王好等 12 人予以表彰。 

希望获得表彰的个人继续发扬成绩，珍惜荣誉，再创佳绩，

积极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希望全校教职工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

为榜样，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不

断开拓创新，为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开放式、高水平教学

研究型大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重庆邮电大学 2016-2017 学年“优秀教师”获得者名单 

2.重庆邮电大学2016-2017 学年“优秀辅导员”获得者名单 

3.重庆邮电大学2016-2017 学年“先进工作者”获得者名单 

4.重庆邮电大学 2016-2017 学年“优秀员工”获得者名单 

 

                                  重庆邮电大学 

2017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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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邮电大学 
2016-2017 学年度“优秀教师”获得者名单 

 
于秀兰      于南翔      王允        王成宇      王华华 

王红        王岫鑫      王和        王金梅      王练 

王茜竹      王振        王强        王睿        王樱桃  

邓志颖      邓欣        邓炳光      邓德祥      卢华玲 

卢安文      田银        田增山      史敬轩      付蔚 

白明泽      冯志宇      朱江        朱红军      朱涛 

任仪        任志霞      任智        刘小平      刘双临 

刘占军      刘红（软件）   刘秀伦      刘显全   刘俊（理学院） 

刘勇（理学院）刘雪琴      刘臻        米建勋      江莎 

孙莹        李文清      李忆        李帅永      李立 

李永红      李永福      李敏        李盘林      李琳 

李薇        杨杰        杨浩澜      杨路        吴大鹏 

吴飞        邱珊        何兰        何利        余艳英 

邹洋        闵绪国      张刚        张旭        张杰 

张建        张承畅      张蓉        陈文静      陈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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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卉        陈功贵      陈发堂      陈乔松      陈飏 

陈萍        陈路        陈鹏        武俊        武巍峰 

范时平      范馨月      林毅        尚凤军      畅君元 

明艳        易军        罗文龙      罗忠涛      金正程 

金燕        周玉敏      周由胜      周围        周泉 

郑培超      郑攀        赵立明      赵春泽      胡涛波 

相启征      钟山        段思睿      段洁        段媚媚 

祖秋阳      祝家钰      秦红星      袁帅        袁军 

袁威        袁素真      耿金玲      索忠伟      夏军 

夏雨        夏登江      柴蓉        徐洋（自动化）  

徐晓东（先进制造）            殷娜        高陈强      郭海成 

郭鹏        唐述        黄琼        黄超        萧红 

曹阳        曹建玲      曹慧英      彭生顺      彭国芳 

葛文治      曾素华      谢文婷      谢青        谢国亚 

谢佳        谢竞博      谢颖        解绍词      蔡红军 

蔡林沁      谭菲        熊仕勇      熊安亚      樊自甫 

黎勇        潘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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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邮电大学 
2016-2017学年“优秀辅导员”获得者名单 

 
刘旭        刘婷        李堃        肖鹏        吴扩绍 

张冬梅      陈旭        招吉韬      罗玉华      岳曦 

钟楠        袁泉（通信）  程瑶        廖述平      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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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邮电大学 
2016-2017学年度“先进工作者”获得者名单 

 
于佳亮      马小丽      马建苓      马梦园      王立峰 

王光利      王莉群      王淑萍      王琴     王蓉（国防院） 

文凯        方柯        尹胜        古达文      石崇惠 

卢继勇      帅霞        田勇        朱俊荣      刘开健 

刘云松      刘明        许倩        许斓馨      杜培文 

李云        李红        李海军      李璐星      杨贤 

肖文渊      肖寒春      吴卉        吴利平      吴宗志 

何宗玉      余佳        汪友海      张丹        张琳 

张渝红      张新福      陆龙坤      陈秋作      陈婕 

陈瑞涵      陈碧        陈薇        易燕        罗朗娟 

周强        於隆甲      郑明明      郎仲英      居玲 

赵青        赵明        赵春风      赵莉莉      胡学刚 

侯蕴珊      起迎春      袁烈        聂朝昭      晋萍瑞 

贾建明     徐晓东（资产处）高利容      郭亚利      郭芳 

涂欣        崔屏        董春江      蒋星        韩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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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杰      程恺        曾跃        雷朝全      腾欢 

蔡秀娟      蔡婷        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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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庆邮电大学 
2016-2017学年度“优秀员工”获得者名单 

 
王好        毛润        文锋        杨才林      杨新琴 

张长明      陈杨杰      陈晓琴      周斌        胡宇 

徐海娟      熊果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9 日印发重庆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