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教育厅师资闽台联合培养项目第六期行政管理干部高级研修班 
参训学员表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或职务 

1 泉州师范学院 陈霞红 女 196604 宣传部副部长 

2 福建工程学院  郑朝晖 女 196811 副处长 

3 福建工程学院  郑娜 女 198001 科长 

4 闽江学院 张万辉 男 198008 干部科科长 

5 莆田学院 蔡明星 男 197912 讲师、发展规划科长 

6 厦门理工学院 黄惠践 女 198412 助理研究员、人才科副科长 

7 三明学院 吴龙 男 197302 教授、副校长 

8 武夷学院 陈松 男 197209 讲师、人事处处长 

9 福建警察学院  胡宝珍 女 196511 教授、副院长 

10 宁德师范学院  元佳珺 女 198412 讲师 

11 宁德师范学院  王秋菊 女 198312 讲师 

12 宁德师范学院  余苏毅 男 198406 科长、讲师 

13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魏宏斌 男 196912 教授 

14 福建商学院 罗雪英 女 197701 副教授、科长 

15 仰恩大学  杨勤 女 198210 校团委书记 

16 闽南理工学院 蔡金钗 女 198702 讲师、学生处副处长 

17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徐国立 男 197310 教授、副校长 

18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徐竟芳 女 198603 副主任 

19 福州理工学院 杨美霞 女 198205 人事处处长 

20 福州理工学院 王煜 男 198707 助理研究员 

21 厦门华厦学院  赵丽 女 197512 副校长 

22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王洁松 男 197906 副书记 

23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钟俊华 男 198102 副教授、经济系副主任 

24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李碧珍 女 196602 教授 

25 闽南科技学院 林树生 男 197402 副教授、院长助理 

26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  陈清义 男 197503 院长助理 

27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邱容机 女 197301 副研究员 

28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蔡文娟 女 198303 助理研究员 

29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翁德顺 男 196609 纪委书记 

30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蔡长美 男 198312 讲师、党政办公室副科级 

31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曾群 女 197010 副处长 

32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邱祥光 男 196608 纪委书记 

33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云彪 男 196308 副教授 



 

34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新福 男 197907 讲师、校团委书记 

35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星 男 198207 讲师、教务处副处长 

36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翁石光 男 196406 副教授 

37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郑翠红 女 196305 教授、副院长 

38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张灵健 男 198404 团委副书记、工作部副部长 

39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杜俊玉 男 196910 副研究员 

40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赖东升 男 196306 副院长 

4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林秉娟 女 197708 副研究员、人事处副处长 

42 黎明职业大学 王俊忠 男 197310 教授、科研处处长 

43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蔡向东 男 196610 学校纪委书记 

44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汤亮 男 198405 讲师、办公室副主任 

45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鞠建恩 男 196711 人事处处长 

46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林燕清 男 197905 讲师 

47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林月伯 男 197111 党政办公室主任 

4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陈琦 女 196411 高级教师、党委书记 

49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刘菲 女 198605 航空旅游学院院长助理 

50 福州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  胡双喜 男 197410 高级讲师 

51 集美工业学校 陈梅芬 女 196910 高级讲师、人事财务处主任 

52 漳州市教育局  林志南 男 196809 职成教科负责人 

53 福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成文 男 196504 高级教师、校长 

54 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 黄清新 男 196612 教务科长 

55 福建省长汀职业中专学校 兰业腾 男 197705 高级讲师、副校长 

56 福建安溪陈利职业中专学校 谢振明 男 197201 副校长 

57 尤溪职专 肖开乐 男 197611 高讲、副校长 

58 南平市农业学校  罗彩媚 女 197001 高级讲师 

59 平潭职业中专学校 王以星 男 197803 总务处副主任 

60 福建工业学校 蔡杜娟 女 198004 讲师办公室主任 

61 福建理工学校 蔡金珍 男 196701 高级讲师、 科长 

62 福建建筑学校 许育龙 男 196304 高级讲师、副校长 

63 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 林仁昌 男 197109 高级讲师、副校长 

64 福建省邮电学校 丁琼 女 198402 讲师 

65 福建经济学校 王养生 男 197010 高级讲师 

66 福建工贸学校 林政云 男 196402 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67 福建省民政学校 魏瑛 女 197711 办公室主任 

68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丁可力 男 196610 副校长 

69 福建省税务学校 陈毅伟 男 196504 科长 



 

70 福建商贸学校 熊赟 女 197405 高级讲师 

71 福建经贸学校  庄景秀 女 197312 高级讲师 

72 福建铁路机电学校  汪媚 女 197907 高级讲师、学生科科长 

73 福建航运学校 李亮 男 198008 书记 

74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吴飞 男 198411 教学部主任 

75 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 林声华 男 196212 副校长 

76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聂荣晶 男 196601 副校长、高级讲师 

77 福建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杨聪颖 男 197501 副校长 

78 福建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林友照 男 196305 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