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农业大学 2020年度职称评审 

教授副教授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公示 

 

经云南农业大学 2020 年教授副教授评审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评审，同意孟金贵等 58 人晋升高级职称，现予以公示，公示

期 5 个工作日（10 月 27 日—11 月 2 日），若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请

及时向学校纪委和人事处反映。 

 

序

号 学院或部门 姓名 申报资格 申报类型 

1 园林园艺学院 孟金贵 教授 教学科研型 

2 动物医学院 李莲军 教授 教学科研型 

3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陶琳丽 教授 教学科研型 

4 机电工程学院 商茹 教授 教学科研型 

5 热带作物学院 赵维峰 教授 教学科研型 

6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 李学坤 教授 科研教学型 

7 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杜彬 教授 科研教学型 

8 水利学院 郑宏刚 教授 科研教学型 

9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杨舒黎 教授 科研教学型 

10 园林园艺学院 张敬丽 教授 科研教学型 

11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陈升位 教授 科研教学型 



12 园林园艺学院 韩曙 教授 推广服务型 

13 国际学院 朱耀顺 教授 推广服务型 

14 植物保护学院 杨敏 教授 特殊人才 

15 理学院 字成庭 教授 特殊人才 

16 理学院 张冬英 教授 特殊人才 

17 资源与环境学院 徐智 教授 特殊人才 

18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范伟 教授 特殊人才 

19 植物保护学院 马丽 教授 特殊人才 

20 资源与环境学院 何永美 教授 特殊人才 

21 水利学院 杨松 教授 特殊人才 

22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何丽莲 正高级实验师 实验系列 

23 建筑工程学院 程静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24 大数据学院 钱晔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25 体育学院 田应福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26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余长林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27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龙华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28 资源与环境学院 秦丽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29 理学院 刘兴桂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30 大数据学院 赵红波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3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董海珍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32 龙润普洱茶学院 段红星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33 热带作物学院 吴光凤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34 热带作物学院 马晓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35 热带作物学院 黄艳丽 副教授 教学科研型 

36 招生就业处 刘鲁峰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37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董新星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38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普岳红 副研究员 研究系列 

39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 张连根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0 科技管理处 王豹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1 水利学院 徐兴倩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2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王雪峰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3 植物保护学院 刘霞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4 经济管理学院 赵梅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5 水利学院 曾维军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6 动物医学院 刘娟 副教授 科研教学型 

47 动物医学院 宋春莲 副教授 推广服务型 

48 资源与环境学院 李天国 副教授 优秀中青年 

49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 高晓余 副研究员 优秀中青年 

50 教务处 张耿杰 副教授 特殊人才 

51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高宇 副教授 特殊人才 

52 动物医学院 顾小龙 副教授 特殊人才 

53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周凯 副教授 特殊人才 

54 动物医学院 王海臻 副教授 特殊人才 

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樊兴丽 副教授 思政课教师 



56 植物保护学院 兰平秀 高级实验师 实验系列 

57 国有资产管理处 卢迎春 高级实验师 实验系列 

58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梁社往 高级实验师 实验系列 

 

 

 

纪委办公室联系电话 65227694               

人事处电话 65227683                   

 

云南农业大学 

2020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