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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梅列区教育局文件 
 

梅教人〔2020〕40 号 

 

 
梅列区教育局关于公布 2020 年上半年 

教师资格认定结果的公告 

根据《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0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的通知》（明教人〔2020〕63 号）、《梅列区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0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公告》（梅教人〔2020〕22号），梅

列区教育局按照教师资格认定的条件、程序和权限开展认定工作，

2020 年梅列区教师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共 85 人，其中小学教师资格

32 人，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17 人，幼儿园教师资格 36 人（具体名单

见附件）。 

附件：梅列区教育局 2020年教师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名单  

 

     

                                 梅列区教育局 

                              2020年 7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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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梅列区教育局 2020 年上半年教师 
 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申请资格种类 任教学科 

1 26330184 蔡凌竹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2 26297163 陈桂榕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3 26391482 陈权 男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4 26651012 陈义 男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5 26320689 陈珠华 女 小学教师资格 社会 

6 26449707 邓妍琳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7 26256978 邓怡萌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8 26265428 胡静瑜 女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9 26272424 黄小珍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10 26570490 林吉 女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11 26413110 李元瑛 女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12 26423485 林瑞霞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13 26351209 林依婷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14 26292615 刘锦荣 男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15 26362391 刘翔 男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16 26328078 罗梦瑶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17 26615568 聂双凤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18 26266386 田玉兰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19 26619503 王辉 男 小学教师资格 音乐 

20 26252310 吴文杰 男 小学教师资格 信息技术 

21 26256210 谢音子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22 26313722 徐晓馨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23 26264448 徐杨 男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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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6326229 许睿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25 26306319 余慧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语文 

26 26328927 张海莉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27 26521949 张静敏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28 26610589 张淑琼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29 26550252 张欣婷 女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30 26369072 赵坤英 女 小学教师资格 数学 

31 26320756 郑洁 女 小学教师资格 美术 

32 26500881 钟文娟 女 小学教师资格 英语 

33 26515736 曾雨舒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34 26305706 陈丽钦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35 26330352 邓洁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36 26271469 林丽雪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37 26535662 林琼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历史 

38 26329778 林子慧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39 26260259 柳燕茹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信息技术 

40 26692885 卢一凡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41 26564063 王阿萍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数学 

42 26265952 王玲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43 26257169 魏玥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44 26273264 徐梦如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45 26264811 杨帆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语文 

46 26484150 余宇然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47 26503911 张慧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英语 

48 26295208 张梦玲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美术 

49 26421490 庄艺璇 女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思想品德 

50 26560836 陈安琪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1 26537345 戴杰 男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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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6264539 范逸菲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3 26282138 方琪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4 26293723 黄菊文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5 26263062 黄燕雯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6 26551272 姜薇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7 26269122 李慧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8 26345775 李锦芸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59 26286261 李瑛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0 26432619 林爱玲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1 26289550 林海燕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2 26386190 林琳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3 26760354 林巧真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4 26565600 刘琦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5 26683602 骆卓慧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6 26340952 任诗怡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7 26299356 汤锦新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8 26289956 涂嘉敏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69 26439114 魏玉有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0 26676420 吴春花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1 26261419 叶钰婷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2 26317133 余书含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3 26328361 郑珺丹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4 26371885 郑文静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5 26284929 周珍妮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6 26256390 庄萱蕾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7 26748180 陈娜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8 26632163 任甜甜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79 26604231 张兴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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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6579867 邓应乾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81 26421139 鄢宇露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82 26412281 靳维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83 26372007 兰娜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84 26331637 张丽容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85 26282428 李秀英 女 幼儿园教师资格 幼儿园 

 

 

 

 

 

 

 

 

 

 

 

 

 

 

 

 

 

 

三明市梅列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