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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办 姓名 绿办 姓名 绿办 姓名 绿办 姓名 

安徽 李世国 黑龙江 梅相如 江西 万其其 上海 王静芝 

安徽 高照荣 黑龙江 梁卫东 辽宁 辛绪红 上海 尚禹 

安徽 王和绥 黑龙江 藏淑梅 辽宁 叶博 上海 陈艳芬 

安徽 谢陈国 黑龙江 孙嘉寅 辽宁 张雪峰 四川 邓彬 

安徽 王苏宁 黑龙江 李钢 辽宁 孙红旭 四川 舒宏义 

安徽 万国平 黑龙江 刘思莹 辽宁 金丹 四川 闫志农 

安徽 高宜兴 黑龙江 崔佳欣 辽宁 徐延驰 四川 曾海山 

北京农垦 沙瑾 黑龙江 孙立宽 辽宁 赵力 四川 周熙 

大连 张春财 黑龙江 所丹丹 辽宁 刘超 四川 魏榕 

大连 徐丽霞 黑龙江 张国庆 辽宁 付坤 四川 邓小松 

大连 黄艳玲 黑龙江 郝娜 内蒙古 包立高 四川 彭春莲 

大连 栾其琛 黑龙江 张玉龙 内蒙古 罗旭 四川 王艳蓉 

稻米中心 许立 黑龙江 祝泗民 内蒙古 王军 四川 邓斌 

稻米中心 张卫星 黑龙江 程守全 内蒙古 于忠江 天津 张凤娇 

福建 杨芳 黑龙江 王然 内蒙古 崔爱文 天津 王莹 

福建 陈秀琴 黑龙江 初百军 内蒙古 陈文贺 西藏 徐平 

福建 熊文愷 黑龙江 王欣 内蒙古 王桂玲 西藏 王海 

福建 林蔚 黑龙江农垦 罗鸿燕 内蒙古 马晓棠 新疆 刘树蓉 

福建 王阿隆 黑龙江农垦 王颖 内蒙古 张杰 新疆 玛依拉 

福建 谢秋萍 湖北 郭征球 内蒙古 王向红 新疆 阿布力克木 

福建 李静 湖北 甘世勇 内蒙古 王亚琼 云南 陈曦 

福建 陈巧红 湖北 罗业文 内蒙古 尹明浩 浙江 丁野 

甘肃 满润 湖北 邱兵 内蒙古 任丽民 浙江 张小琴 

甘肃 常春 湖北 吕忠群 内蒙古 赵杰 浙江 陈英子 

甘肃 罗康宁 湖北 胡军安 内蒙古 刘鑫 重庆 邬清碧 

甘肃 李建民 湖北 沈熙 内蒙古 孙丽荣 重庆 鲜小红 

甘肃 杜斌 湖北 熊勇 内蒙古 王国成 重庆 程光辉 

甘肃 吉生成 湖北 李涛 内蒙古 辛冬斌 重庆 张海彬 

甘肃 孙小娟 湖北 龙凤 内蒙古 张志刚 重庆 李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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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王耀 湖北 饶孝武 内蒙古 刘强 重庆 龚世龙 

甘肃 郭鹏 湖北 杨远通 内蒙古 张佳丽 中绿华夏 赵继文 

甘肃 唐伟杰 湖北 喻小兵 宁波 吴愉萍 中绿华夏 高秀文 

甘肃 周永锋 湖北 王皓瑀 宁波 张松柏 中绿华夏 骆桂江 

甘肃 张爱霞 湖北 孟祥生 宁夏 郭鹏 中绿华夏 候丽霞 

广东 肖植雄 湖北 李芳 宁夏 郭荣 中绿华夏 栾治华 

广东 林志斌 湖南 杜先云 宁夏 顾志锦 中绿华夏 段锦 

广东 马芸 湖南 符保军 宁夏 李昊 中绿华夏 王华 

广西 莫丽红 湖南 贺良明 宁夏 常跃智 中绿华夏 焦翔 

广西 韦岚岚 湖南 杨青 宁夏 荀婷 中绿华夏 陈曦 

广西 李仕强 湖南 周华玲 青岛 王丽丽 中绿华夏 林园耀 

广西 李均盛 湖南 宋建伟 青海 吴培存 中绿华夏 刘海星 

广西 杨昌勤 湖南 刘新桃 青海 魏吉全 中绿华夏 张富国 

广西 张兴思 湖南 王培根 青海 多杰 中绿华夏 赵骞 

海南 汤雷雷 吉林 王牧 青海 何冰 中绿华夏 刁品春 

海南 赵宏硕 吉林 鞠丽荣 山东 段大海 中绿华夏 唐韧 

海南 殷永涛 吉林 赵继泉 山东 杨迎春 中绿华夏 刘军 

河北 杨朝晖 吉林 许晓亮 山东 管明乐 中绿华夏 白璐 

河北 马磊 吉林 赵佰利 山东 孙桦 中绿华夏 夏兆刚 

河北 钟秀华 吉林 杨冬 山东 亓翠玲 中绿华夏 李鹏 

河北 仇英虎 吉林 杨秋苹 山东 冯世勇 中绿华夏 王卫 

河北 徐国良 江苏 狄秀华 山东 丁锁 中绿华夏 潘娅慧 

河北 林丽萍 江苏 徐建陶 山东 纪祥龙 中绿华夏 尤文鹏 

河北 韩少卿 江苏 范正辉 山东 苗延平 中绿华夏 高杨 

河北 杨保峰 江苏 陈为民 山东 刘学锋 中绿华夏 王华飞 

河北 郭珠 江苏 魏继燕 山东 裴宗飞 中绿华夏 张志成 

河北 王玉斌 江苏 张苏珏 山东 刘东斌 中绿华夏 田岩 

河南 樊恒明 江苏 吴冬梅 山东 于海宁 中绿华夏 刘平 

河南 姬伯梁 江苏 翟云忠 山东 孟浩 中绿华夏 冯淑环 

河南 于璐 江苏 曹爱兵 山西 郭宇飞 中绿华夏 刘浩 

河南 师媛媛 江苏 袁江 山西 徐苗 中绿华夏 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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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张琪 江苏 潘云枫 山西 郭丽君 中绿华夏 张慧 

黑龙江 孙世德 江西 杜志明 山西 陈昌 中绿华夏 苏衍森 

黑龙江 杨成刚 江西 田洁 山西 杨秀林 中绿华夏 刘强 

黑龙江 刘胜利 江西 康升云 陕西 倪莉莉 中绿华夏 孙坤 

黑龙江 薛恩玉 江西 熊晓晖 陕西 孙晓强 中绿华夏 王鹏超 

黑龙江 姚国秀 江西 肖秀兰 陕西 孙永 中绿华夏 唐伟 

黑龙江 刘培源 江西 万文根 上海 汪学才 中绿华夏 吴琼 

黑龙江 孙德生 江西 章明德 上海 刘东亮 中绿华夏 沈月 

黑龙江 李庆东 江西 李多云 上海 高虹 中绿华夏 胡一波 

黑龙江 丁桂珍 江西 祝志雄 上海 杨琳 中绿华夏 张馨蕾 

安徽 郦雪凤 河南 包方 内蒙古 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