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度山西省科技特派团汇总表

序号 三区县 科技特派团人员组成 团长 联系方式

1 阳曲县
杨致玲 张拴林 陈  雷 郭  刚 王永新 荆小院 黄敏佳 王志玲

杨致玲 13466897778
陈  丽 罗春香 刘宁莉 张  玲 张  鼎 李静波 王爱芳

2 娄烦县
白晋华 刘碧桃 郭红彦 郭跃东 孙悦燕 赵慧婷 王治维 穆霄鹏

白晋华 13593105025
朱俊菲 常建忠 王  萍 穆艳娥 张  赟 安耀卿 张俊秀

3 天镇县

张希瑶 牛晋国 曹冬梅 唐娟 贾会丽 傅文静 秦一帆 武志军

付   磊 18635288553智晋媛 落安鑫 刘彦清 孙子龙 曲  莉 王  彬 秦俊丽 武  娟

付 磊

4 广灵县

刘恒礼 詹海杰 杨凯 赵敏 焦雄飞 班桂琴 任月梅 张 斌
孙   颖 13700527261

姚晓萍 牛晓艳 张正 刘婷婷 龚 莉 魏美荣 冯婧 田海榕

孙  颖

5 灵丘县
刘济民 张明娟 党文庆 何敏 高丽格 王光亮 杜兴权 范瑞文

刘济民 13015490402
巩薇娜 李燕平 王志宇 曹春红 何宝忠 薛永生 张俊珍

6 阳高县
王向敏 罗丹 孙美华 李宏 任建乐 毛向红 左  敏 常玉卉

王向敏 15035649077
胡永婷 王静 李红玉 成小芳 梁立滨 武慧倩 张  巽

7 云州区
张一弓 魏清顺 米瑞娟 任  杰 孙瑞卿 刘  双 刘  航 赵志国

张一弓 13513644456
张海颖 周永红 杨兴明 孙拥军 李宏斌 秦  富  赵建青

8 浑源县
杨  富 杨  忠 王桂梅 郭  芳 张  绶 麻慧芳 周建波 吕丽华

杨  富 13934736065
张永福 薛龙飞 郭秀娟 朱文娟 兰兆青 王宙 邓林强

9 壶关县
苏秀敏 李丹 李洪 韩文清 王佼 张冬梅 闫  伟 王慧兰

苏秀敏 16603558120
崔斌 刘禾雨 薛晋霞 杨斌 王燕平 李智 胡娟

10 平顺县
成锴 王青水 芦明 霍成斌 李岩华 王超 田平生 王顺平

成锴 13293706303
任鹏程 何建敏 王  琪 安娟娟 栗丽枝 侯振洲 白 剑

11 沁县
王斌 田岗 王丽霞 姜龙波 王慧慧 高鹏 刘鹏 王官

王  斌 18534129816
冯晚平 吴华伟 秦仙平 苏菊萍 郭杰 杨光辉 栗红瑜

12 沁源县
任嘉红 晋婷婷 白变霞 牛天增 赵青松 申洁 宋红霞 冯红雁

任嘉红 15235535898
刘海霞 高俊杰 郝佳丽 陈稳良 梁改梅 郝建伟 刘学东

13 武乡县
常素红 王建宏 王陶玲 郭大辛 宋喜娥 毛丽萍 张光明 王凯强

常素红 13835539854
王昊 毋亚男 李文娟 雷静文 秦路军 金辉 肖建红

14 陵川县
秦俊梅 王鹏飞 张帅 耿雪冉 程春振 刘伟 高洋 李文婷

秦俊梅 13643480092
郭淑红 裴帅帅 黄学芳 黄明镜 米喜梅 李苏强 王清祥



序号 三区县 科技特派团人员组成 团长 联系方式

15 沁水县
袁建琴 崔宇红 李雪云 王伟伟 吴锁柱 徐丽婧 张利环 任明乐

袁建琴 13835473642
裴玉卓 侯潞丹 申慧芳 李颖靓 白彦真 赵敏 张欢欢

16 平鲁区
温辉芹 李秀莲 贾  栋 张  彬 张瑞栋 南怀林 张倩芳 罗素兰

温辉芹 18635590783
郝秀丽 张勇刚 郭淑珍 李  琦 孟  花 杨宇静 苗云霞 

17 山阴县
任志强 李小玉 杨慧珍 焦光月 司晓霞 王  静 兰慧芳 张管世

任志强 15386815596
杨福田 姚桂连 郝凤龙 李淑兰 闫文宝 宋桂芳 杨秀珍

18 右玉县
王金明 宋晓彦 肖璐洁 员世宇 郭明慧 王  振 张亚伟 韩苗苗

王金明 13593101623
苏晓菲 胡明明 赵建栋 董改香 孙炬仁 曹文福 郝波涛

19 五台县
王秀明 张剑峰 李爱生 董  冰 张文琦 王金耀 池吉平 贾爱儒

王秀明 13623403458
杨宾浩 姚武军 佟莉蓉 杨新根 连培红 白宇皓 赵良仓

20 代县
白成云 田如霞 赵乘凤 苗如意 李云龙 张振宇 刘少贞 籍  瑞

白成云 13603581780
梁燕平 董晓飞 乔宁 杜彦超 赵成萍 刘真真 薛金爱

21 繁峙县
高永伟 朱俊玲 张建杰 高  伟 李晋栋 杨雪芳 张晓东 冯翠萍

高永伟 13935005389
王晓闻 朱芷葳 智建奇 刘志平 胡春艳 原向阳 邢小英

22 宁武县

秦明星 武  敏 马振乾 孟婷婷 樊志芳 安晓宁 宋  晶 郭福贵

秦明星 15835058975刘化涛 郭  锋 甄志磊 张  伟 程  佳 王海斌 王  燕 王春玲

崔福柱

23 静乐县

邢  鲲 殷 辉 李  娜 张魏斌 任爱霞 陈保国 郭红媛 马星玮

邢  鲲 13209805539王亦学 贺亭峰 徐悦悦 姜庆国 杨振兴 孟俊龙 杜静婷 夏  磊

丁  健

24 神池县
何永吉 卢晓霞 屈  非 韵晓冬 崔清亮 张燕青 张淑娟 王慕华

何永吉 13934544912
封云涛 曹  挥 郝晓娟 高瑞红 张桂英 武青山 白  扬

25 五寨县
王春伟 孙守恭 陈  伟 郭  媛 刘俊希 樊腊民 高  霞 程希生

王春伟 15110679786
刘慧芳 葛  坤 杨海鹏 张旭凤 王宏民 郭晓红 索觅如

26 岢岚县
王  燕 贾新宇 王世荣 张  伟 高  敏 孔  猛 张  丽 赵兴财

王  燕 15536086722
朱文雅 赵  鑫 郭贵青 江佰阳 郝艳芳 王  毅 王星醒

27 河曲县
李彦良 冯晓敏 张雪彪 左静静 张红梅 侯凌鹏 马海龙 智海英

刘凤明 13834497820
窦彦鑫 弓林生 刘凤明 范国华 武世英 王常满 于喜东

28 保德县
郭晓君 姚艳平 刘敏捷 常晓敏 赵丽娟 武  忠 刘丽琴 马海林

郭晓君 13834244801
刘有志 韩红发 申  琼 林青涛 郭建芳 杨三红 韩凯

29 偏关县

张春香 成永三 王兴华 陈俊美 张朝文 王锦志 张鑫 石玉

张春香 15935669730王长彪 樊军亮 陈振家 李娜 刘琪芳 贾亚敏 任超 陈喜明

张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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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交城
李  博 赵晓强 常月梅 李欣 郭慧娟 雷桂仙 杨卫仙 岳家彩

李  博 13453163269
张元庆 张彩红 张志勇 任元 乔麟轶 张宝俊 王俊华

31 离石区
孙胜 赵俊星 黄军保 郭烨 梁银萍 苏万龙 李惠 马慧敏

孙  胜 13233449988
杨军 王艳珍 郭鹏燕 任尚 裴秀红 毛铃哲 成殷贤

32 柳林县
郭瑜 冯耐红 梁晓红 白冬梅 赵吉平 刘敏 郭峰 石建春

郭  瑜 13593101611
王天元 王闰平 张新宪 李金星 冀中锐 王君 杨成元

33 中阳
王海岗 贾震虎 王文科 梁金燕 薛义霞 秦楠楠 赵照林 王美琴

王海岗 15034097485
王君杰 陈凌 白志元 李方舟 李萌 王宇婷 吕建珍

34 交口县
张纪涛 王保平 刁风伟 汤昀 周静 张晓晨 任果香 沈琦

张纪涛 15835130201
郭华 曹贵寿 武新艳 常德雄 任灵忠 高利荣 牛慈琼

35 岚县
李武峰 曹谨玲 韩鹏杰 程竹 张微 云少君 宋志勇 郭丽娜

李武峰 13935425392
杜京旗 武继东 蒙秋霞 陈冠光 邸文奇 张巧仙 李希

36 方山县
吕鑫 杜丽英 石永红 韩惠瑛 樊芳芳 孙俊宝 张凯 柴文臣

吕  鑫 13834809577
杨春雷 张伯池 吴欣明 王磊 张海燕 薛宝峰 郝海花

37 临县

马卫华 褚润根 雷梦林 张继连 刘娟 冀宪武 李雪莲 杜芳

马卫华 13720915248刘丽 曹昌林 阎昊 白建兴 李小丽 任海娥 王晓艳 贺建芳

王云连

38 兴县

杨柯 张变英 白喜云 上官明军 王亚 黄春国 白云 王利祥

杨  柯 18303511985姜春霞 任瑞 高卫香 张菁 杨芳 折海霞 许女 陈旭峰

刘敏霞

39 石楼县

曹雄 刘力 尹美强 张娟 张卫宏 王鹏冬 何丽芬 左宪强

曹  雄 13935840918岳茂林 侯岗 王彩萍 李玲玉 蔡翠芳 温晓庆 马玲 张素敏

郭清平

40 左权县
陈嘉 冯志宏 高振峰 韩彦卿 李雪 郭宝德 邵荣峰 张伟

陈  嘉 18635060988
聂萌恩 孙美红 古晓红 王军 昌秦湘 郭丽丽 李燕

41 和顺县
郑丽萍 杨伟 刘海 张晓娟 庞旭 武擘 闫凤霞 马涌

郑丽萍 15935480698
穆艳芳 乔婧 陈益胜 李军 程景 徐芳 郑普山

42 昔阳县
王小军 焦彦生 刘彩虹 段鹏慧 曹利萍 马芳芳 高诗敏 贾利君

王小军 13546373457
刘晶 王永珍 李小平 杨睿 张建华 范志宏 张娜

43 榆社县
李慧明 马祥爱 穆婷婷 梁素明 李盛 孙敏 唐秀丽 李亮

李慧明 18903549959
王越 李群 高忠东 张文军 李亚梅 温贤将 解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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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浮山县
姚勇 尚保华 刘博 安晓东 相会明 崔晓燕 张苗 李海燕

姚 勇 13934174365
赵雄伟 张丽娜 赵雪辉 牛国飞 李世平 靖金莲 李亚灵

45 安泽县
曹燕篆 李毅 薛智权 吴永娜 杜江 王海敏 索修改 朱静伟

朱静伟 13935733276
焦启祥 吕爱民 孔祥友 李俊平 张建华 张红娟 裴磊

46 古县

卫玲 段学艳 郑军 靖华 吉涛 宋立红 逯腊虎 徐建兵

卫  玲 13834335323
马小飞 武银玉 袁凯 亢秀丽 申腊梅 宫爱喜 范绍强

47 乡宁县
王裕智 甄胜虎 程艳芬 曾 敏 卢嘉茵 侯 伟 武星辰 田旭平

李  朝 13994031709
梁晋军 李 朝 王旭东 张世威 贺庆勋 张 鹏 连斌华

48 吉县
窦兴华 张春芬 邓舒 刘桢 冯琴 段峰 赵云娟 葛文爱

窦兴华 13994771196
李晓丽 徐印贤 白晶 张东红 刘照山 杨福祥 郭平华

49 汾西县
李志伟 杜慧玲 王文俊 张天宝 郭向东 张磊 李凯 郭瑞才

李志伟 15935695807
崔欢虎 马爱平 郭伟望 吕晓玲 张晓伟 白牡丹 张烨

50 隰县
何 勇 郭宏宇 杨兆亮 邱述金 田彩芳 赵瑞芬 刘晓宇 王 琦

何  勇 18903468035
张祖维 刘军军 呼卫平 曹喜平 张学良 李文龙 丁排红

51 蒲县
张定一 张晶 赵岳 王铭 孔维娜 刘振宇 宋艳波 郝王丽

郭晓迪 18735422350
张莉莉 田成 张宝俊 高瑞贺 刘铁柱 杜宾 郭晓迪

52 大宁县
马红宁 胡增丽 刘朝红 丁皓希 王建军 冯新平 张耀文 赵雪英

马红宁 13994044930
闫虎斌 王茜 郑宏鹏 张瑞军 贠和平 吴临平 王勇 张立军

53 永和县

康海峰 任冬明 刘 澜 秦国杰 柯晓炜 林何莺 武国平 李艳文

马福应 13934681315冯国亮 陈涛 郭琦 赵佳佳 张鑫 李文生 康红梅 柳文华

马福应

54 平陆县
李朋波 杜春芳 张相斌 段国琪 杨运良 李换丽 朱永红 张伟业

李朋波 13393489685
李晓斌 崔玉祥 王 媛 王萌 张国强 李斐 曹明魁

55 万荣县
梁哲军 张战备 张健 郝晓玲 张树伟 史宗勇 张建成 杜彬

梁哲军 15035985936
董飞 张晓宇 李亚妮 闫秋艳 贾亚琴 谢建池 薛变丽

56 垣曲县
马燕斌 谢飒英 朱倩 咸拴狮 张安红 李静 王爱玲 武林琳

马燕斌 15235665598
竹梦婕 段国锋 张倩茹 马小河 张文兴 王永红 高婷婷

57 夏县
马革农 陈朝辉 王凌云 刘珍 魏明峰 李建勋 苏彩虹 党德宣

马革农 13453360666
李文刚 刘一飞 叶红心 上官小霞 薛迪 李永杰 任有才

58 闻喜县
张丽萍 张贵云 赵智勇 曹梦琳 关望辉 毕红园 蔡岳 姚众

张丽萍 13383489926
董少鹏 董喜才 胡晓丽 高飞 吕晋慧 王珊 张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