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优秀考务工作者
推荐市州 所在单位 姓名

长
沙
市

长沙市教育考试院 刘罗春

长沙市教育考试院 肖景春

长沙市教育考试院 刘典

长郡芙蓉中学 黎金凤

长郡芙蓉实验中学 陈莎

长郡滨江中学 刘德华

长沙市第六中学 汤杰

一中双语实验学校 沈娜

长沙市耀华中学 梁志军

长郡天心试验学校 肖勇

长沙市怡海中学 林枭

天心区青雅丽发学校 陈泽敏

天心区考试中心 黎艳红

岳麓区教育考试中心 王健

岳麓区西雅中学 刘强

湖南师大附属滨江学校 喻志军

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 张廷华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梅溪湖校区 欧阳小银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谭鹏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杨广

开福区教育考试中心 彭勃

开福区教育考试中心 苏炯

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 朱玮芳

长沙市立信中学 舒艳

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 刘鹏飞

长沙市北雅中学 陈阳春

雨花区考试中心 李品红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吉勇祥

长沙市雅境中学 刘 丹
长沙市雅礼雨花中学 王调运

长沙县教育考试中心 易智慧

长沙县星沙中学 孔  宏
长沙县泉塘中学 刘五一

长沙县松雅湖中学 曹仁

长沙县特立中学 刘雁雄

师大附中星沙实验学校 陶苡青

百熙实验中学初中部 郑华阳

长郡月亮岛学校 单亚林

长郡月亮岛学校 刘卓

望城区职业中专 盛跃辉

周南望城学校 彭莉

湖南一师斑马湖小学 谢斯涛

附中星城实验学校 于慧枚

望城区教育考试中心 吴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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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市

浏阳市集里中学 林德福

浏阳市集里初级中学 喻霞

浏阳河中学 于杰

宁乡市玉潭街道城北初级中学 彭伟

宁乡市职业中专学校 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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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洲
市

株洲市教育考试院 胡倩
株洲市教育考试院 钟伟才
株洲市第四中学 文常春
株洲市第四中学 杨晋华
株洲市第一中学 肖俊敏
株洲市第十八中学 汤志华
株洲市第十八中学 赵宏俊
株洲市第二中学初中部 吴双美
株洲市第二中学初中部 周礼俭

湘
潭
市

湘潭市教育考试院 颜宏旭

湘潭市教育考试院 龙雪梅
湘潭市教育考试院 陈鸿娟
湘潭市工贸中专 易自军
湘潭市工贸中专 徐向丰
湘潭市益智中学 黄郁葱
湘潭市益智中学 谢  感
湘潭市二中 田  俏
湘潭市四中 汤  静
湘潭市十一中 罗玉姣
湘潭市十二中 彭冬莲

衡
阳
市

衡阳市教育考试院 全俊惠
衡阳市教育考试院 程俊
衡阳市第六中学 戈铁汉
衡阳市第六中学 周永红
衡阳市第五中学 张霖
衡阳市第二中学 王新民
衡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罗金华
衡阳市铁一中 陈鑫理
衡阳市船山英文学校 曾云生
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王亚军
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 李绵利
衡阳中南科技财经管理学校 周霞丽
衡阳市蒸湘区自考办 刘雄亮

邵
阳
市

邵阳市教育考试院 孙去非
邵阳市教育考试院 李小军
邵阳市第一中学 唐策明
邵阳市第四中学 陈瑛
邵阳市第四中学 刘青林
邵阳市第五中学 欧阳益巧
邵阳市第五中学 张全红
邵阳市第六中学 胡伟文
邵阳市第十中学 黄明

岳
阳
市

华容县教育教体局 郭龙
临湘市教育教体局 何葛俊男
云溪区教育局招考办 沈珍
汨罗市教体局招生考试中心 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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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阳
市

湘阴县教育局招考办 杨晖
湘阴县教育局招考办 汤卓
岳阳县教体局招考中心 付瑜情
平江县教育局招考办 陈德明
岳阳市教体局教育考试院 刘益良

岳阳市教体局教育考试院 李大斌

岳阳市教体局教育考试院 钟诚

常
德
市

常德市教育考试院 蒋毅刚
常德市教育考试院 袁红英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廖敏
常德市第六中学 郭强军
鼎城区招考办 宋仁达
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启明
湖南文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刘元兵
常德市第十一中学 廖厚友
汉寿县招考办 郭先锋

张
家
界
市

张家界市教育考试院 杨竹清

张家界市教育考试院 刘仁军

张家界市教育考试院 刘芬
张家界国光实验学校 王卿华
张家界国光实验学校 张跃跻
张家界国光实验学校 周柯妍
张家界国光实验学校 钟婷
张家界国光实验学校 张兴益

娄
底
市

娄底市教育考试院 谢蕾
冷水江市教育局 曾作龙
娄星区教育考试中心 张春玲
娄底是第二中学 胡乐天
娄底一中附属实验学校 钟红雨
娄底一中附属实验学校 成英姿

益
阳
市

益阳市赫山区紫竹学校 张洁潭
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 龚迎辉
益阳市特殊学校 黄锟
益阳市教育考试院 邓武君
益阳市教育考试院 符中元
益阳市教育考试院 赵炜

郴
州
市

郴州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张建隆
郴州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张珺
郴州市苏仙区教育招生考试院 欧敏
湘南中学 王钢
郴州市苏仙区教育招生考试办公室 曹勇
郴州市第十五中学 李毅琼

怀
化
市

怀化市教育考试院 谢碧芳

怀化市教育考试院 李喜平
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教育考试部 吕建国
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教育考试部 罗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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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化
市 怀化市中方县教育局 廖常青

怀化市中方县教育局 李伶慧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玉艳

湘
西
州

湘西州教育考试院 邓斌
湘西州教育考试院 曹敏
湘西州教育考试院 向风云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周毅华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覃利婷
湘西州教育考试院 黄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