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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勇于实干担当，努力把工会建设成为深受职工群众

信赖的“职工之家”,把工会干部锤炼成为听党话、跟党走、职

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带领广大教职工爱岗敬业，积极进

取，为促进我省教育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附件：浙江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会组织、优秀工会工作者名单

浙江省教育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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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教育系统

先进工会组织、优秀工会工作者名单

一、先进工会组织名单

中国美术学院工会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会

浙江理工大学工会 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工会

浙江工商大学工会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工会

浙江海洋大学工会 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工会

浙江农林大学工会 慈溪市教育工会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工会 象山县教育工会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工会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工会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工会 宁波市实验学校工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工会 宁海县技工学校工会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工会 瑞安市教育工会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工会 平阳县教育工会

杭州市教育工会 温州市实验中学工会

杭州市萧山区城区教育工会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工会

桐庐县教育工会 苍南县机关幼儿园工会

桐乡市教育工会 衢州市教育工会

平湖市东湖中学工会 江山市教育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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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向阳小学工会 衢州学院工会

德清县教育工会 岱山县教育工会

湖州市练市中学工会 舟山航海学校工会

湖州市南浔镇中心幼儿园工会 玉环市教育工会

诸暨市教育工会 台州市第一中学工会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工会 温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工会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工会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工会

义乌市教育工会 青田县温溪镇第一小学工会

浦江县教育工会 遂昌县新路湾镇中心小学工会

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工会

二、优秀工会工作者名单

张 鸯(女) 浙江大学工会办公室主任

干慧兰(女)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工会办公室主任

潘怡蒙(女)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工会办公室主任

胡义镰 浙江大学机关工会主席

姚娅萍(女)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工会主席

刘玉玲(女)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会主席

金 敏(女) 浙江大学农学院工会主席

俞建平 浙江大学后勤集团工会副主席

林碧峰(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工会副主席

郑开颜(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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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燕(女) 中国美术学院工会办公室主任

张 艳(女) 中国美术学院女职委委员

方世峰 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工会委员

张美玉(女) 浙江工业大学工会女职委主任

马莉萍(女)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分工会副主席

王建东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分工会副主席

张忠渭 浙江工业大学容大后勤集团工会委员

胡一中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

狄伟锋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工会主席、校青工委主任

郭玲玲(女) 浙江师范大学后勤集团工会主席

张 桃(女)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会主席

董欢秋(女) 浙江理工大学机关分工会主席

高 宁(女)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分工会主席

徐麟健(女) 浙江理工大学服饰学院分工会主席

崔娟娥(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会办公室主任

朱亚萍(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分工会主席

林小慧(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会福利委员

蒋志华(女) 浙江工商大学工会副主席

池碎月(女)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分工会主席

徐祎珺(女)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分工会主席

朱 盈(女) 中国计量大学工会副主席

姜舟婷(女) 中国计量大学理学院分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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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杰 中国计量大学体军部分工会主席

方卫清 浙江中医药大学工会办公室主任

王亦宁(女) 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工会委员

施燕君(女)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会干部

樊 浩(女)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工会干部

周 燕(女)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工会委员

吴江年 浙江海洋大学海洋与渔业研究所分工会主席

郁 迪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分工会主席

崔大练(女) 浙江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工会主席

陈培金 浙江农林大学机关分工会主席

张小芳(女) 浙江农林大学工会女职委副主任、外国语学院分工会

副主席

朱 军 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分工会委员

金 辉 浙江财经大学工会干部

邹 洁(女) 浙江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工会主席

刘 涛(女) 浙江财经大学机关三分工会副主席

范弟娟(女) 浙江科技学院工会专职干部

陈亚轩(女) 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德学院分工会主席

俞建平 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分工会青工委委员

宋冬冬 浙江传媒学院后勤管理处工会主席

关慧勤(女) 嘉兴学院工会办公室主任

童勇军 嘉兴学院机关分工会主席

黄越燕(女) 嘉兴学院工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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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春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工会委员

郭晓笑(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育技术

中心工会主席

姚 威(女) 浙江外国语学院工会专职干部

周卫华 浙江树人大学工会副主席

陈月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工会副主席

盛旭建 杭州外国语学校工会文体委员

牟凌刚 浙江省教育厅机关工会副主席

张 晴(女)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工会经审委员

赵 禹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工会财务委员

盛阳荣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会主席

陈龙春 浙江省教育发展中心工会主席

王 晋(女) 杭州市教育工会干部

丁 越(女) 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工会主席

鲍国良 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黄 谦 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工会干部

陆中华 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工会主席

张建仁 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余建平 淳安县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包钱森 杭州市临安区教育工会主席

潘宁通 杭州师范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

傅国光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工会主席

鲍其燕(女)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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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岚(女) 杭州市夏衍中学工会主席

何文高 建德市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工会主席

杨灿法 杭州市彩虹城小学工会主席

蔡 瑛(女)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工会主席

唐桂英(女)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三小学工会主席

张玉英(女) 杭州市红缨幼儿园工会主席

金 蕾(女) 杭州市行知幼儿园工会主席

马小平 宁波市教育工会主席

顾坚勇 宁波市北仑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俞士强 慈溪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徐冠群 余姚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夏安良 宁波市奉化区教育工会主席

陈 强 宁海县教育局深甽教育管理办公室工会主席

陈立红(女) 象山县教育工会副主席

邹日强 宁波大学工会主席

俞松坤 宁波工程学院工会副主席

沈云慈 宁波大红鹰学院工会主席

毛志伟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工会主席

夏文斌 宁波至诚学校工会副主席

吴红尧 宁波市慈湖中学工会主席

程援助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工会主席

唐方军 宁波市鄞州实验中学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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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成峰 宁波市鄞江中学工会主席

吕玮真 余姚市中学工会主席

谢 寒 宁波市奉化区城北中学工会主席

陈之琦(女) 温州市教育工会专职干部

陈 绚(女) 温州市鹿城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谢 玲(女) 温州市洞头区教师发展中心工会主席

董德谦 乐清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徐陈松 永嘉县教育工会副主席

金 松 苍南县教育工会副主席

王江翔(女) 文成县教育工会专职副主席

张慧玲(女) 温州医科大学工会办公室主任

涂国众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工会副主席

潘云恩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工会主席

郑仲来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工会财务委员

王香弟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工会主席

江建勋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工会主席

黄福仁 温州市龙湾中学工会主席

王绍彰 温州市龙湾区天河中学工会主席

苏月辉 泰顺县第七中学工会副主席

徐晓洁(女)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工会主席

叶 勤(女) 嘉兴市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女职委主任

赵 兵 嘉兴技师学院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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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桂学(女) 嘉兴市南湖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仲美文(女) 嘉兴市秀洲区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张国松 海宁市教育工会主席

高建荣 桐乡市洲泉中学工会主席

王春燕(女) 平湖市东湖小学工会主席

茅汝青(女) 嘉善县大通小学工会主席

谢小立 嘉善县第二实验小学工会主席

叶丽华(女) 海盐县官堂小学工会主席

沈华庆 湖州市吴兴区教育工会委员

倪小芬(女) 德清县教育工会副主席

涂立强 安吉县教育工会主席

李金花(女)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分工会主席

喻玉明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远程教育学院分工会主席

余佳骏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工会主席

陈立林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工会主席

叶 岚(女) 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锦绣实验学校工会主席

桂海莲(女) 长兴县第二实验小学工会主席

戚国瑛(女) 绍兴市越城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单小燕(女) 绍兴市柯桥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徐华表 绍兴市上虞区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钱旺浩 诸暨市教育工会主席

金建龙 绍兴市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工会主席

石澍东 诸暨市职教中心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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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挺 新昌县知新中学工会主席

高伟国 绍兴市昌安实验学校工会主席

王荣芳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中心小学工会主席

倪国良 绍兴市上虞区鹤琴小学工会主席

钱义奎 嵊州市城北小学工会主席

陈跃进 金华市教育工会主席

胡金良 兰溪市教育工会主席

吕希明 东阳市教育工会主席

黄伟星 浦江县教育工会主席

王 岚(女)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女工委员

赵润土 金华市金师附小教育集团婺城小学工会主席

王赛君(女) 金华市金东区教育工会女职委主任

李 瑛(女) 金华市婺城区苏孟乡中心小学工会主席

曲 丰(女) 武义县第一中学工会主席

李哲宁 永康市第二中学工会副主席

冯正军 义乌市星光实验学校工会主席

李爱苏(女) 磐安县尖山实验幼儿园工会主席

柴金良 衢州市衢江区教育工会主席

陈 玮(女) 龙游县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詹向阳 江山市滨江高级中学工会主席

方爱平 开化县职业教育中心工会主席

缪小意 衢州市衢江区实验中学工会主席



— 12 —

潘迁明 常山县城关中学工会主席

魏素珍(女) 衢州市柯城区新世纪学校工会主席

陈前福 衢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会主席

邓士成 衢州市实验学校工会主席

方小春(女) 龙游县小南海中心学校联合会工会主席

刘 伟 舟山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李全裕 舟山市定海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周丹春(女) 舟山市普陀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应朝珍(女) 嵊泗县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徐 斌 舟山市聋哑学校工会副主席

黄其军 舟山第七小学工会副主席

郑雪娣(女) 舟山市新城第二幼儿园工会主席

丁 川(女) 台州市椒江区教育工会干部

王一郎 台州市路桥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陶菊彩(女) 临海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女职委主任

林英姿(女) 温岭市教育工会女职委主任

许晨霞(女) 天台县教育工会副主席

许 蓉(女) 台州学院工会办公室主任、女职委副主任

郑 辉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分工会主席

管樱竹(女) 台州市外国语学校工会委员

章云龙 台州市黄岩中学工会主席

郑智琳 玉环市东方中学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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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伟军 仙居中学工会主席

张伟贞(女) 台州市黄岩区镇东小学工会主席

王亚斐(女) 三门县实验小学工会主席

吴碧雅(女) 丽水市莲都区教育工会干部

叶显花(女) 龙泉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女职委主任

谢向红(女) 云和县教育工会副主席、女职委主任

许俊宝 缙云县教育工会干部

范显庆 遂昌县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

夏训红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工会副主席

廖瑞新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工会主席

练海宝 浙江省丽水中学工会副主席

邹晓俊(女) 松阳县第一中学工会副主席

叶汝文 景宁县第一实验小学工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