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5-2018年深圳市幼儿园卫生保健
优秀个人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班元丽 深圳市第十幼儿园

2 雷金萍 深圳市彩田幼儿园

3 陈丽丹 深圳市滨苑幼儿园

4 刘杏华 深圳市第八幼儿园

5 温玉 深圳实验幼儿园

6 彭美兰 深圳市第二幼儿园

7 宋革新 深圳市第三幼儿园

8 胡婷婷 深圳市第五幼儿园

9 江永英 深圳市第九幼儿园

10 陈玉英 深圳市梅林一村幼儿园

11 段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幼儿园

12 周憬 深圳市莲花北幼儿园

13 郑小曼 深圳幼儿园

14 邓凌云 深圳市教育幼儿园

15 程进 深圳银鹰第一幼儿园

16 沈蓉冰 深圳黄埔雅苑维多利亚幼儿园

17 李潇倩 深圳市福田区实验盛世幼儿园

18 刘会芬 深圳银鹰第二幼儿园

19 王先平 深圳市广业幼儿园

20 邹想玲 深圳市福田区金色家园幼儿园

21 张桂芳 深圳市城建景东幼儿园



22 刘婉玉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附属幼儿园

23 万红霞 深圳市基建幼儿园

24 黄新梅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村幼儿园

25 张旭红 深圳市福田区盛世鹏程幼儿园

26 林岚 深圳市福田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27 张文静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花园幼儿园

28 缪利花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儿园

29 刘烁敏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中心

30 焦叶青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31 叶红丽 深圳市海丽达新港鸿幼儿园

32 叶柳霞 深圳市工交第一幼儿园

33 曾莉萍 深圳市罗湖区琪琪幼儿园

34 练道青 深圳市罗湖区实验嘉宝田幼儿园

35 黄秋玲 深圳天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幼儿园

36 王丽嫚 深圳市罗湖区费尔曼幼儿园

37 宋倩倩 深圳海关机关服务中心幼儿园

38 张凯丽 深圳市罗湖区昊德宸泊林幼儿园

39 杨雯婷 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幼儿园

40 练美玉 深圳市罗湖区城建太白居幼儿园

41 徐伟 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第二幼儿园

42 饶利香 深圳市罗湖区雅乐幼儿园

43 邹彩霞 深圳市盐田区机关幼儿园

44 吴晓燕 深圳市盐田区实验幼儿园

45 陈萍 深圳市盐田区中海双语幼儿园

46 黄孟恩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幼儿园

47 于昕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三幼儿园



48 李军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幼儿园

49 郑玉娇 深圳市南山托幼中心幼儿园

50 钟小英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阳光幼儿园

51 于捷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52 孟亚红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53 孙元元 深圳市南山区世纪村 E世代幼儿园

54 林薇 深圳市南山区北师大蔚蓝海岸南区幼儿园

55 徐丽凤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幼儿园

56 万小春 深圳市南山区世界花园幼儿园

57 袁晓燕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58 陈宏泉 深圳市南山区星海为明幼儿园

59 刘俊 深圳市南山区桑泰丹华幼儿园

60 向倩 深圳市南山区俊峰丽舍幼儿园

61 李豫苏 深圳市南山区首地容御幼儿园

62 陈玉芬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幼儿园

63 刘少连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64 李欣欣 深圳市南山区中信红树湾培基幼儿园

65 胡俊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幼儿园

66 林燕兰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晶晶桃源学苑幼儿园

67 曾思琼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中华商贸城晶晶幼儿园

68 张雪清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黄麻布幼儿园

69 张运珍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中心幼儿园

70 曾金凤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宝贝幼儿园

71 杨艳玲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中心幼儿园

72 张少桃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丰幼儿园

73 朱雪霞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中心幼儿园



74 张梅芳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幼儿园

75 张群梅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桥头幼儿园

76 耿红霞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公学幼儿园

77 段海燕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中心幼儿园

78 陈文采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幼儿园

79 邱少惠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幼儿园勤诚达分园

80 徐哲君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机关幼儿园

81 杨雪英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机关第二幼儿园

82 廖裕玲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城幼儿园

83 郭爱珍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蕾幼儿园

84 曾竹青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建安新村幼儿园

85 潘燕秋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上合幼儿园

86 王晓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特蕾新裕锦幼儿园

87 曾云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中心幼儿园

88 钱金红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信义假日名城幼儿园

89 刘秋兰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东方半岛幼儿园

90 朱琴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华浩源幼儿园

91 郭莉莉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翠枫幼儿园

92 韩高英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博雅怡翠幼儿园

93 杨丹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茵悦之生幼儿园

94 张菊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梅沙第一幼儿园

95 劳忠燕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爱爱坂田幼儿园

96 段成兰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海丽达四季花城幼儿园

97 练考良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恒星幼儿园

98 汤英 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幼儿园坂田分园

99 郭楚和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幼儿园



100 高天虹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中心幼儿园

101 黎昭莲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鹅公岭幼儿园

102 张霞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文华九号院馆幼儿园

103 谈瑞英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茗萃幼儿园

104 阮水娣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南油幼儿园

105 古素芬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中心幼儿园

106 曾欣利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爱康幼儿园

107 阳海云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名门世家幼儿园

108 刘伟莲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康童幼儿园

109 马鹏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中心幼儿园

110 梁长珍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爱爱鸿基幼儿园

111 刘乐珠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紫麟山曼京幼儿园

112 张晓虾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亚迪宝龙幼儿园

113 李小丽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雅豪祥苑幼儿园

114 刘明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水岸新都幼儿园

115 丘丽妍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中心幼儿园

116 余利 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幼儿园

117 丘爱兰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实验新亚洲幼儿园

118 王盼 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幼儿园龙城分园

119 刘正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翠苑幼儿园

120 邓亚仙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实验星河幼儿园

121 谢春露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公园大地乐天幼儿园

122 钟惠兰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文华清林径幼儿园

123 陈祥娣 深圳市龙华区卓乐幼儿园

124 魏晓燕 深圳市龙华区展华幼儿园

125 黄福清 深圳市龙华区第一幼儿园



126 刘娟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园幼儿园

127 万嘉欣 深圳市龙华区广培幼儿园

128 刘国霞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幼儿园

129 何冬梅 深圳市龙华区爱义幼儿园

130 王慧玉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英文实验学校幼儿园

131 徐红萍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幼儿园

132 蔡荣 深圳市龙华区金地梅陇镇幼儿园

133 王媛 深圳市龙华区幸福枫景幼儿园

134 李淑华 深圳市龙华区博恒幼儿园

135 雷娜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幼儿园

136 张丽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幼儿园

137 彭秀 深圳市龙华区培新幼儿园

138 钟定和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中心幼儿园

139 陈燕敏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中心幼儿园

140 叶蚕英 深圳市坪山区东城幼儿园

141 郭月容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幼儿园

142 余琴 深圳市坪山区老坑幼儿园

143 张绿红 深圳市坪山区田田幼儿园

144 李新梅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博艺幼儿园

145 刘玲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将石幼儿园

146 周丽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中心幼儿园

147 廖晓辉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雅思幼儿园

148 徐霞珍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金色未来幼儿园

149 房庆娟 大鹏新区葵涌中心幼儿园

150 蔡晓琼 大鹏新区南澳中心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