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９〕２４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

云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决定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中央驻滇有关单

位:

根据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

强人才工作的意见» (云发 〔２０１４〕１号)精神,经过逐级推荐

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议委员会评审和公示等程序,省人民政

府决定,羊晓东等９９名同志为２０１９年度云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

津贴人员.

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是我省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中的优秀代表,在工业、农业、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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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起到了领军带头作用.各州、市和有关部门、单位要

高度重视,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科学管

理、周到服务,厚植发展优势,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希望

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忠诚担当、接续奋斗,在各自领域不断取得更大突破,为推

进创新型云南建设、推动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再立新

功、再创佳绩.

附件:２０１９年度云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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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９年度云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９９人)

序号 姓　名 单　位

１ 羊晓东 云南大学

２ 张　维 云南大学

３ 蒋业华 昆明理工大学

４ 杨为民 昆明医科大学

５ 缪小林 云南财经大学

６ 韦名应 云南民族大学

７ 李向红 西南林业大学

８ 韩　斌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９ 余　磊 昆明学院

１０ 邵建平 红河学院

１１ 樊　涌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２ 张东明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１３ 晏　杉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１４ 曹　琳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１５ 袁　东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１６ 孟增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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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　位

１７ 宋正己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１８ 王春林 云南省中医医院

１９ 杨宏英 云南省肿瘤医院

２０ 祁文瑾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２１ 李红宾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２２ 蔡红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２３ 周泽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２４ 杨亚明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

２５ 丁江生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２６ 王德海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

２７ 刘建勇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２８ 陈伟强 云南省红河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

２９ 雷宝坤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

３０ 陈宗麒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

３１ 刘宏程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３２ 李德轩 云南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

３３ 王　俊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３４ 丰庆忠 云南民族出版社

３５ 陈　浩 云南省博物馆

３６ 钱康宁 云南省歌舞剧院

３７ 范继文 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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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　位

３８ 许应强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中心

３９ 高宏光 云南省地质技术信息中心

４０ 赵祥华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４１ 陈　飏 云南省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

４２ 喻正富 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４３ 严世祥 云南省公路科学技术研究院

４４ 杨树德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４５ 程云茂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勘测设计院

４６ 夏敬源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 罗永光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 马敏超 云南建投绿色高性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黄孟阳 云南省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０ 张卫强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蔡　兵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分公司

５２ 史华林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３ 廖头根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５４ 李胜男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５５ 罗俊斌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王　冲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７ 魏　明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５８ 李正明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玉溪６９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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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　位

５９ 车　静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６０ 孙　卫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 胥翠芬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 何　洁 昆明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６３ 牛兆仪 昆明市延安医院

６４ 何晓辉 昆明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６５ 王　蕾 昆明市第三幼儿园

６６ 祖玉兰 昆明文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６７ 朱廷芬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６８ 刘建忠 昭通日报社

６９ 冯　琳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７０ 徐发海 宣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７１ 纳　强 玉溪市人民医院

７２ 张　钟 玉溪市农业科学院

７３ 胡向东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７４ 段先忠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７５ 段学良 保山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工作站

７６ 牛文武 保山市农业技术综合推广中心

７７ 孙永海 楚雄州农业科学院

７８ 徐加平 楚雄州农业科学院

７９ 杨贵生 南华茂森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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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　位

８０ 李寿鼎 红河州第一中学

８１ 李　勤 个旧市人民医院

８２ 吴兴建 文山州人民医院

８３ 周爱萍 广南县城区第二小学校

８４ 陈　丽 砚山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８５ 崔廷宏 普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

８６ 唐红燕 普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８７ 祖文龙 西双版纳州种子管理站

８８ 王桂平 大理州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

８９ 李仙兰 大理州林业科学研究所

９０ 方　文 大理州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９１ 寸发标 鹤庆寸发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９２ 段四兴 剑川兴艺木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９３ 段德坤 剑川县和盛石雕工艺有限公司

９４ 张永港 德宏州甘蔗科学研究所

９５ 和作珍 丽江市妇幼保健院

９６ 苏义生 怒江州委讲师团

９７ 刘建忠 福贡县第一中学

９８ 赵义芳 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

９９ 石凤海 临沧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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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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