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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初级、中级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跨省认证拟认证名单
（按行政区划和姓氏笔画排序）

一、初级认证名单（45 人）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1 北京市 王甜田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2 北京市 刘峰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3 北京市 苏元昊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4 北京市 张鹏羽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东校区

5 北京市 赵键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航天幼儿园

6 北京市 段蕊 科创星球（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 天津市 王月颖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8 天津市 王世征 天津聚乐空间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9 天津市 王田田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

10 天津市 王宇豪 天津师范大学

11 天津市 冯俊秀 天津师范大学

12 天津市 刘垚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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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13 天津市 闫宁娜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14 天津市 李宇情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15 天津市 李佳静 天津师范大学

16 天津市 李湘君 天津聚乐空间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7 天津市 何浩 天津聚乐空间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8 天津市 张颂 天津聚乐空间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9 天津市 张悦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20 天津市 苗淑琪 天津师范大学

21 天津市 赵海洋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

22 天津市 骆丽 天津市小淀中学

23 天津市 阎萍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

24 黑龙江省 申友杰 鸡西市玛酷机器人培训中心

25 安徽省 王清方 阜阳市第二十中学

26 安徽省 成林 滁州市麦咭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7 安徽省 刘洋 安徽省无为第一中学

28 安徽省 杨梅 宿州市埇桥区蕲县初级中学

29 安徽省 吴明 安徽美诚美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0 安徽省 张红俊 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

31 安徽省 张斌 黄山市昱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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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32 安徽省 陆萍 安徽美诚美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3 安徽省 陈义平 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

34 安徽省 陈亚男 阜阳实验中学

35 安徽省 桂晓光 安徽美诚美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6 安徽省 葛绍朋 蒙城县城关镇第七小学

37 安徽省 程怡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38 安徽省 戴夫英 蒙城县城关镇第七小学

39 广东省 王志洪 东莞市厚街镇河田小学

40 广东省 杨显峰 深圳净零碳管理中心

41 广东省 吴宇杰 东莞市海德双语学校

42 广东省 张来昕 东莞市东城实验小学

43 广东省 陈永安 惠东县惠东中学初中部

44 广东省 姜慧婷 东莞市光正实验学校

45 广东省 萧清茹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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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级认证名单（35 人）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1 北京市 李东宇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2 北京市 沈承芬 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

3 北京市 张博雅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4 北京市 胡浩 星呈慧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 北京市 钟米珈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青少年科技馆

6 北京市 秦童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7 北京市 高璐 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

8 北京市 裴毅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9 天津市 王凯 天津市第一中学滨海学校

10 天津市 王晓杰 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11 天津市 刘建伟 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中学

12 天津市 刘星宇 天津市西青区博睿科兴社区服务中心

13 天津市 刘超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14 天津市 韩笑 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15 黑龙江省 索卫东 逊克县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16 安徽省 刘化典 怀远县淝河镇学区中心学校

17 安徽省 李旭东 宿州市埇桥区蕲县初级中学

18 安徽省 李康 泾县城关第二小学

19 安徽省 陈付军 安徽云智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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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20 安徽省 苑涛 阜阳市东城小学

21 广东省 王忠明 鹤山市沙坪中学

22 广东省 刘会 深圳市燕川中学

23 广东省 齐新燕 广州飞瑞敖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广东省 苏振韬 化州市官桥中学

25 广东省 张艳芳 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

26 广东省 赵一凡 东莞高级中学

27 广东省 莫志鑫 东莞高级中学

28 广东省 黄国锦 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

29 广东省 梁仁海
桂林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市桂工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 梁永恒 东莞市石排镇福隆小学

31 广东省 梁丽华 东莞高级中学

32 广东省 温良 汕头育能实验学校

33 西藏自治区 吴广 林芝市第一中学

34 西藏自治区 张春霞 拉萨市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35 陕西省 杨蒙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