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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许昌市科技特派员考核结果汇总表

序号 姓 名 派出单位 受援县 考核结果

1 李春喜 河南师范大学 建安区 优秀

2 李彦增 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 建安区 优秀

3 霍志强 禹州市农林局 禹州市 优秀

4 殷国良 禹州市龙跃牧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 优秀

5 陈锦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长葛市 优秀

6 胡金环 长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长葛市 优秀

7 张秋红 长葛市植保植检站 长葛市 优秀

8 李留振 许昌林业科学研究所 长葛市 优秀

9 周国有 鄢陵县植保植检站 鄢陵县 优秀

10 赵玉乐 鄢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鄢陵县 优秀

11 蔡富贵 鄢陵县农业农村局 鄢陵县 优秀

12 宋建军 鄢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鄢陵县 优秀

13 范勋旺 山头店乡农技综合服务公司 襄城县 优秀

14 李洪亮 襄城县烟草分公司 襄城县 优秀

15 贺德先 河南农业大学 建安区 良好

16 王加华 许昌学院 建安区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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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孙军涛 许昌学院 建安区 良好

18 陈守耀 许昌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建安区 良好

19 周炳辰 许昌农科种业有限公司 建安区 良好

20 刘长卷 禹州市阳光技校 禹州市 良好

21 刘万伟 禹州市畜牧局 禹州市 良好

22 张改平 禹州市农林局 禹州市 良好

23 赵荣杰 长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长葛市 良好

24 辛钧安 长葛市农科所 长葛市 良好

25 陈建玲 长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长葛市 良好

26 孙卫明 长葛市南席镇政府 长葛市 良好

27 李 霞 长葛市疾控中心 长葛市 良好

28 张兰章 长葛市秋云家庭农场 长葛市 良好

29 马林峰 长葛市石固镇人民政府 长葛市 良好

30 赵旭升 长葛市老城镇政府 长葛市 良好

31 李登奎 鄢陵县植保植检站 鄢陵县 良好

32 岳长平 鄢陵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鄢陵县 良好

33 肖付刚 许昌学院 鄢陵县 良好

34 赵寒梅 鄢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鄢陵县 良好

35 刘保强 鄢陵县林业局 鄢陵县 良好

36 纪结实 襄城县麦岭镇前纪村 襄城县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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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纪安民 安民红薯研究所 襄城县 良好

38 王喜民 襄城县丁营乡政府 襄城县 良好

39 李宏伟 襄城县科工局 襄城县 良好

40 王晓锋 襄城县丁营乡楼李村 襄城县 良好

41 潘艳峰 襄城县科工局 襄城县 良好

42 谷文举 禹州市畜牧局 禹州市 合格

43 张 燕 禹州市农林局 禹州市 合格

44 蒋战龙 禹州市龙跃牧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 合格

45 纪宝玉 河南中医药大学 禹州市 合格

46 李 刚 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禹州市 合格

47 辛国奇 许昌林业科学研究所 禹州市 合格

48 杨巧云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禹州市 合格

49 毕巧玲 许昌林业科学研究所 禹州市 合格

50 张书钧 禹州市农林局 禹州市 合格

51 张新彩 禹州市阳光技校 禹州市 合格

52 蒋占垒 禹州市龙跃牧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 合格

53 李永可 禹州市龙跃牧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 合格

54 王淑凤 禹州市农林局 禹州市 合格

55 程小龙 长葛市农科所 长葛市 合格

56 李伟杰 长葛市董村镇政府 长葛市 合格



4

57 田慧鹏 长葛市农科所 长葛市 合格

58 董双保
长葛鼎研泽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长葛市 合格

59 许靖文 鄢陵县种子管理站 鄢陵县 合格

60 晋志莹 鄢陵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鄢陵县 合格

61 晋世民 鄢陵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鄢陵县 合格

62 苏学伟 河南稼禾富肥业有限公司 鄢陵县 合格

63 胡汉升 河南龙源花木公司 鄢陵县 合格

64 李豪杰 襄城县丁营乡楼李村 襄城县 合格

65 崔 瑛 河南中医药大学 禹州市 不合格

66 高 杰 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禹州市 不合格

67 刘海英 许昌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禹州市 不合格

68 张文杰 河南科技学院 鄢陵县 不合格

69 张亚东 河南龙源花木公司 鄢陵县 不合格

70 李金亭 鄢陵县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 鄢陵县 不合格

71 孙宇涵 河南龙源花木公司 鄢陵县 不合格

72 钱四 襄城县紫云镇孟沟村 襄城县 不合格

73 高岗旗 襄城县林业局 襄城县 不合格

74 李学宁 襄城县丁营乡楼李村 襄城县 不合格

75 翟银辉 襄城县林业局 襄城县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