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学历 出生日期 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考场号 座位号 笔试成绩

杨玲 女 本科 199312 初中地理 zp20180175 第六考场 16 111

陈梦琪 女 本科 199212 初中地理 zp20180176 第六考场 17 109

王欣娜 女 本科 199006 初中地理 zp20180177 第六考场 18 118

高凯歌 女 本科 199511 初中地理 zp20180178 第六考场 19 90

王俊成 男 本科 199006 初中历史 zp20180173 第六考场 14 99

吕顺达 男 本科 199303 初中历史 zp20180174 第六考场 15 100

吕欣然 女 本科 199510 初中生物 zp20180207 第七考场 24 117

张家英 女 本科 199103 初中生物 zp20180208 第七考场 25 108

乌娜 女 本科 199604 初中生物 zp20180209 第七考场 26 126

康紫琪 女 本科 199409 初中数学 zp20180179 第六考场 20 119

周乐艳 女 本科 199304 初中数学 zp20180180 第六考场 21 88

龙芳 女 本科 199207 初中数学 zp20180181 第六考场 22 123

张玉好 男 本科 199006 初中数学 zp20180182 第六考场 23 131

陈亚军 女 本科 199301 初中数学 zp20180183 第六考场 24 113

叶晓霞 女 本科 199206 初中英语 zp20180188 第七考场 05 122

李茜楠 女 本科 199009 初中英语 zp20180189 第七考场 06 120

杜膨杉 女 本科 199004 初中英语 zp20180190 第七考场 07 116

鲍虹桥 男 本科 199512 初中英语 zp20180191 第七考场 08 116

胡伟 女 本科 199312 初中英语 zp20180192 第七考场 09 123

马蕾 女 本科 199512 初中英语 zp20180193 第七考场 10 123

祝馨宁 女 本科 199403 初中英语 zp20180194 第七考场 11 缺考

孟惠 女 本科 199501 初中英语 zp20180195 第七考场 12 缺考

彭琳 女 本科 199211 初中英语 zp20180196 第七考场 13 120

张文瑶 女 本科 199209 初中英语 zp20180197 第七考场 14 129

杨广清 男 本科 199103 初中英语 zp20180198 第七考场 15 131

王娜 女 本科 199402 初中英语 zp20180199 第七考场 16 缺考

闫秋月 女 本科 199411 初中英语 zp20180200 第七考场 17 109

孙晶 女 本科 199203 初中英语 zp20180201 第七考场 18 97

王一鸣 女 本科 199205 初中英语 zp20180202 第七考场 19 123

李素艳 女 本科 199204 初中英语 zp20180203 第七考场 20 130

吕薇 女 专科 199402 初中英语 zp20180204 第七考场 21 缺考

陈妍 女 硕士研究生 199205 初中英语 zp20180205 第七考场 22 94

王立杰 女 本科 199305 初中英语 zp20180206 第七考场 23 110

杨明华 女 本科 199511 初中英语 zp20180239 第七考场 27 114

董力娜 女 本科 199410 初中语文 zp20180161 第六考场 0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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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 男 本科 199309 初中语文 zp20180162 第六考场 03 107.5

贾立平 女 本科 199402 初中语文 zp20180163 第六考场 04 109.5

贲慧梅 女 本科 199511 初中语文 zp20180164 第六考场 05 109

李磊 女 本科 199512 初中语文 zp20180165 第六考场 06 91.5

王艳丽 女 本科 199411 初中语文 zp20180166 第六考场 07 97

王唱 女 本科 199304 初中语文 zp20180167 第六考场 08 100.5

安冉 女 本科 199406 初中语文 zp20180168 第六考场 09 107.5

袁梦 女 本科 199303 初中语文 zp20180169 第六考场 10 109

张宏扬 女 本科 199408 初中语文 zp20180170 第六考场 11 102.5

宁广晴 女 本科 199501 初中语文 zp20180171 第六考场 12 103.5

王佳楠 女 本科 199502 初中语文 zp20180172 第六考场 13 109.5

郭田媛 女 本科 199510 初中语文 zp20180240 第六考场 26 101

郝红蕊 女 专科 198809 信息技术 zp20180210 第八考场 01 118

李艳华 女 专科 199202 信息技术 zp20180211 第八考场 02 106

王泽 男 专科 198910 信息技术 zp20180212 第八考场 03 72

韩颖 女 专科 199308 信息技术 zp20180213 第八考场 04 102

王浩羽 男 专科 199307 信息技术 zp20180214 第八考场 05 90

温立洁 女 专科 198810 信息技术 zp20180215 第八考场 06 101

董畅 女 专科 199404 信息技术 zp20180216 第八考场 07 88

赵晗冰 女 专科 199507 信息技术 zp20180217 第八考场 08 缺考

王丽萍 女 专科 199009 信息技术 zp20180218 第八考场 09 92

贾建明 男 专科 199506 信息技术 zp20180219 第八考场 10 107

杨晓雪 女 专科 198811 信息技术 zp20180220 第八考场 11 99

朱赛男 女 专科 199109 信息技术 zp20180221 第八考场 12 88

李敏慧 女 专科 199104 信息技术 zp20180222 第八考场 13 99

陈晶晶 女 专科 198604 信息技术 zp20180223 第八考场 14 111

孟祥磊 男 专科 198905 信息技术 zp20180224 第八考场 15 100

陈凯 男 专科 199205 信息技术 zp20180225 第八考场 16 75

徐红美 女 专科 198911 信息技术 zp20180226 第八考场 17 90

马凤伟 女 专科 199311 信息技术 zp20180227 第八考场 18 92

刘莹 女 本科 199409 信息技术 zp20180228 第八考场 19 98

程可馨 女 专科 199303 信息技术 zp20180229 第八考场 20 75

薛涵 女 专科 199511 信息技术 zp20180230 第八考场 21 缺考

丁子航 男 专科 198811 信息技术 zp20180231 第八考场 22 94

黄金纳 女 专科 199002 信息技术 zp20180232 第八考场 2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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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新 女 专科 199208 信息技术 zp20180233 第八考场 24 83

佟佳 女 专科 199311 信息技术 zp20180234 第八考场 25 缺考

梁文佳 女 专科 199411 信息技术 zp20180235 第八考场 26 98

黄鑫 女 专科 198903 信息技术 zp20180236 第八考场 27 87

崔丁丁 女 专科 198610 信息技术 zp20180237 第八考场 28 118

刘瀛鸽 女 专科 199103 幼儿教师 zp20180065 第三考场 01 96.75

王彬力 女 专科 199302 幼儿教师 zp20180001 第一考场 01 96

肖丹丹 女 专科 199012 幼儿教师 zp20180033 第二考场 01 94.5

杨粟荔 女 专科 199307 幼儿教师 zp20180129 第五考场 01 82.5

张超 女 专科 198805 幼儿教师 zp20180097 第四考场 01 57

李爽 女 专科 199108 幼儿教师 zp20180002 第一考场 02 100.5

薛淑月 女 专科 199212 幼儿教师 zp20180034 第二考场 02 90

刘凤红 女 专科 198602 幼儿教师 zp20180066 第三考场 02 81.75

刘佳颖 女 专科 199011 幼儿教师 zp20180098 第四考场 02 73.5

马小惠 女 专科 199505 幼儿教师 zp20180130 第五考场 02 67.5

肖帅 女 专科 199005 幼儿教师 zp20180035 第二考场 03 90.75

杨岚 女 专科 198902 幼儿教师 zp20180003 第一考场 03 88.5

张艳艳 女 专科 199302 幼儿教师 zp20180099 第四考场 03 84

徐行 女 专科 199208 幼儿教师 zp20180131 第五考场 03 82.5

周静 女 专科 199312 幼儿教师 zp20180067 第三考场 03 61.5

白歌 女 专科 199004 幼儿教师 zp20180036 第二考场 04 96

顾鑫鑫 女 专科 199506 幼儿教师 zp20180100 第四考场 04 83.25

曹秋月 女 专科 198905 幼儿教师 zp20180132 第五考场 04 81

杨帆 女 专科 199703 幼儿教师 zp20180068 第三考场 04 79.5

王琪 女 专科 199104 幼儿教师 zp20180004 第一考场 04 60

张露 女 专科 199807 幼儿教师 zp20180069 第三考场 05 114

王金玲 女 专科 199101 幼儿教师 zp20180101 第四考场 05 108

杨超 女 专科 199410 幼儿教师 zp20180037 第二考场 05 81

杨光华 女 专科 199007 幼儿教师 zp20180005 第一考场 05 79.5

王晓艳 女 专科 198605 幼儿教师 zp20180133 第五考场 05 74.25

胡海滢 女 专科 199402 幼儿教师 zp20180006 第一考场 06 97.5

崔岚 女 专科 199207 幼儿教师 zp20180038 第二考场 06 79.5

陈静 女 专科 199102 幼儿教师 zp20180102 第四考场 06 68.25

王雪梅 女 专科 199511 幼儿教师 zp20180070 第三考场 06 67.5

王金帅 女 专科 198708 幼儿教师 zp20180134 第五考场 0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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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桂梅 女 专科 199107 幼儿教师 zp20180135 第五考场 07 84

夏春秋 女 专科 199509 幼儿教师 zp20180007 第一考场 07 79.5

王艳红 女 专科 199511 幼儿教师 zp20180071 第三考场 07 77.25

张爽 女 专科 199112 幼儿教师 zp20180039 第二考场 07 76.5

刘海燕 女 专科 199604 幼儿教师 zp20180103 第四考场 07 72

陈曦 女 专科 198908 幼儿教师 zp20180104 第四考场 08 86.25

王帆 女 专科 199310 幼儿教师 zp20180040 第二考场 08 85.5

王野 男 专科 198501 幼儿教师 zp20180072 第三考场 08 74.25

李芯蕊 女 专科 199702 幼儿教师 zp20180008 第一考场 08 69

贾文杰 女 专科 199512 幼儿教师 zp20180136 第五考场 08 66

段玉欣 女 专科 199511 幼儿教师 zp20180009 第一考场 09 缺考

邵亚娟 女 专科 199407 幼儿教师 zp20180041 第二考场 09 99

孙瑶 女 专科 199610 幼儿教师 zp20180137 第五考场 09 95.25

薛宏飞 女 专科 198601 幼儿教师 zp20180073 第三考场 09 79.5

景心怡 女 专科 199601 幼儿教师 zp20180105 第四考场 09 72.75

谭丽娜 女 专科 198602 幼儿教师 zp20180042 第二考场 10 100.5

崔明桐 女 专科 199602 幼儿教师 zp20180010 第一考场 10 92.25

于莉 女 专科 199303 幼儿教师 zp20180138 第五考场 10 82.5

蒋原野 女 专科 199707 幼儿教师 zp20180074 第三考场 10 76.5

赵勇超 女 专科 199610 幼儿教师 zp20180106 第四考场 10 46.5

宋志林 女 专科 199404 幼儿教师 zp20180139 第五考场 11 104.25

王丽娟 女 专科 199205 幼儿教师 zp20180043 第二考场 11 102

王亚南 女 专科 199202 幼儿教师 zp20180011 第一考场 11 93.75

杨惠闵 女 本科 199212 幼儿教师 zp20180107 第四考场 11 82.5

黄亚楠 女 专科 199412 幼儿教师 zp20180075 第三考场 11 73.5

于金双 女 专科 199511 幼儿教师 zp20180012 第一考场 12 87

王文静 女 专科 198506 幼儿教师 zp20180044 第二考场 12 86.25

王慧敏 女 专科 199411 幼儿教师 zp20180108 第四考场 12 83.25

高岩 女 专科 199508 幼儿教师 zp20180140 第五考场 12 81

周文惠 女 专科 199610 幼儿教师 zp20180076 第三考场 12 66

李静宇 女 专科 199210 幼儿教师 zp20180141 第五考场 13 92.25

吴琼 女 专科 199611 幼儿教师 zp20180013 第一考场 13 84

徐媚 女 专科 199601 幼儿教师 zp20180077 第三考场 13 79.5

刘畅 女 专科 199501 幼儿教师 zp20180109 第四考场 13 77.25

贾宏林 女 专科 199406 幼儿教师 zp20180045 第二考场 13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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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 女 专科 199611 幼儿教师 zp20180142 第五考场 14 83.25

郎树森 男 专科 198804 幼儿教师 zp20180078 第三考场 14 81

满立飞 女 专科 199212 幼儿教师 zp20180014 第一考场 14 81

许赢赢 女 专科 198911 幼儿教师 zp20180046 第二考场 14 70.5

高岩 女 专科 199609 幼儿教师 zp20180110 第四考场 14 48

李文静 女 专科 199405 幼儿教师 zp20180111 第四考场 15 93.75

董学娇 女 专科 199306 幼儿教师 zp20180079 第三考场 15 81

吴艳娇 女 专科 198505 幼儿教师 zp20180015 第一考场 15 79.5

郭美祺 女 专科 199711 幼儿教师 zp20180047 第二考场 15 78.75

董鸣凤 女 专科 199606 幼儿教师 zp20180143 第五考场 15 70.5

宋红颖 女 专科 199605 幼儿教师 zp20180048 第二考场 16 99

陈文玲 女 专科 199003 幼儿教师 zp20180080 第三考场 16 93.75

陆海燕 女 专科 198706 幼儿教师 zp20180016 第一考场 16 88.5

于蕊 女 专科 199512 幼儿教师 zp20180144 第五考场 16 73.5

刘巧玉 女 专科 199008 幼儿教师 zp20180112 第四考场 16 72.75

韩宇婷 女 专科 199405 幼儿教师 zp20180145 第五考场 17 81.75

柴小月 女 专科 199204 幼儿教师 zp20180081 第三考场 17 73.5

左琳萍 女 专科 199412 幼儿教师 zp20180017 第一考场 17 70.5

崔淑静 女 专科 199401 幼儿教师 zp20180049 第二考场 17 68.25

佟英英 女 专科 199306 幼儿教师 zp20180113 第四考场 17 64.5

王萍 女 专科 199305 幼儿教师 zp20180146 第五考场 18 91.5

王春丽 女 专科 199109 幼儿教师 zp20180018 第一考场 18 90.75

肖媛 女 专科 199109 幼儿教师 zp20180050 第二考场 18 81

邵丽媛 女 专科 198812 幼儿教师 zp20180114 第四考场 18 77.25

杨文月 女 专科 199208 幼儿教师 zp20180082 第三考场 18 67.5

王瑶 女 专科 198612 幼儿教师 zp20180115 第四考场 19 缺考

邵启慧 女 专科 198608 幼儿教师 zp20180147 第五考场 19 90

刘欣欣 女 专科 199407 幼儿教师 zp20180083 第三考场 19 73.5

李冰 女 专科 199004 幼儿教师 zp20180019 第一考场 19 72

杨馥榕 女 专科 199308 幼儿教师 zp20180051 第二考场 19 69

邢玉静 女 专科 199501 幼儿教师 zp20180052 第二考场 20 104.25

陈会会 女 专科 199110 幼儿教师 zp20180020 第一考场 20 75.75

杨青 女 专科 199611 幼儿教师 zp20180116 第四考场 20 72

肖紫君 女 专科 199409 幼儿教师 zp20180084 第三考场 20 70.5

孔祥瑶 女 专科 199607 幼儿教师 zp20180148 第五考场 20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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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成 男 专科 199303 幼儿教师 zp20180053 第二考场 21 84

肖奇美 女 专科 199703 幼儿教师 zp20180021 第一考场 21 83.25

王一帆 女 专科 199612 幼儿教师 zp20180085 第三考场 21 76.5

郭爽 女 专科 199602 幼儿教师 zp20180117 第四考场 21 72

于佳仪 女 专科 199512 幼儿教师 zp20180149 第五考场 21 69

李思莹 女 本科 199311 幼儿教师 zp20180054 第二考场 22 96

张艳玲 女 专科 198409 幼儿教师 zp20180086 第三考场 22 90

朱凤玲 女 专科 198901 幼儿教师 zp20180022 第一考场 22 80.25

何宏斌 女 专科 199410 幼儿教师 zp20180118 第四考场 22 70.5

张潇月 女 专科 199502 幼儿教师 zp20180150 第五考场 22 66

李素艳 女 专科 199305 幼儿教师 zp20180087 第三考场 23 81

杜欣芳 女 专科 199711 幼儿教师 zp20180151 第五考场 23 75

赵彩利 女 专科 199202 幼儿教师 zp20180119 第四考场 23 73.5

张小颖 女 专科 199602 幼儿教师 zp20180055 第二考场 23 70.5

朱金梅 女 专科 199010 幼儿教师 zp20180023 第一考场 23 63

吴建设 女 专科 199202 幼儿教师 zp20180088 第三考场 24 93

李立华 女 专科 199305 幼儿教师 zp20180120 第四考场 24 89.25

殷秀梅 女 专科 199508 幼儿教师 zp20180024 第一考场 24 79.5

赵云洁 女 专科 199612 幼儿教师 zp20180152 第五考场 24 77.25

常立军 女 专科 199512 幼儿教师 zp20180056 第二考场 24 73.5

伊艳娇 女 专科 199106 幼儿教师 zp20180089 第三考场 25 96

佟宛容 女 专科 199606 幼儿教师 zp20180025 第一考场 25 81.75

刘悦 女 专科 199412 幼儿教师 zp20180153 第五考场 25 76.5

周金桂 女 专科 199407 幼儿教师 zp20180057 第二考场 25 72

侯冬雪 女 专科 199412 幼儿教师 zp20180121 第四考场 25 61.5

程颖 女 专科 199004 幼儿教师 zp20180122 第四考场 26 93

陈娅男 女 专科 198902 幼儿教师 zp20180026 第一考场 26 91.5

杨静 女 专科 199305 幼儿教师 zp20180090 第三考场 26 82.5

刘倩 女 专科 199305 幼儿教师 zp20180154 第五考场 26 78

贾蕊连 女 专科 199611 幼儿教师 zp20180058 第二考场 26 75

王雪 女 专科 199303 幼儿教师 zp20180123 第四考场 27 93.75

肖惠元 女 专科 199308 幼儿教师 zp20180027 第一考场 27 84

张珊珊 女 专科 199210 幼儿教师 zp20180155 第五考场 27 75

袁媛 女 专科 199304 幼儿教师 zp20180091 第三考场 27 73.5

许艳云 女 专科 199205 幼儿教师 zp20180059 第二考场 2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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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阳 女 专科 198901 幼儿教师 zp20180092 第三考场 28 缺考

周志颖 女 专科 199404 幼儿教师 zp20180124 第四考场 28 91.5

闫薪玉 女 专科 199505 幼儿教师 zp20180060 第二考场 28 90

张丽媛 女 专科 199307 幼儿教师 zp20180156 第五考场 28 85.5

石蕊 女 专科 198509 幼儿教师 zp20180028 第一考场 28 84.75

张艳菊 女 专科 199202 幼儿教师 zp20180093 第三考场 29 100.5

季新月 女 专科 199503 幼儿教师 zp20180157 第五考场 29 99

张健 女 专科 199309 幼儿教师 zp20180029 第一考场 29 91.5

周玉香 女 专科 199205 幼儿教师 zp20180061 第二考场 29 76.5

王亚兰 女 专科 198812 幼儿教师 zp20180125 第四考场 29 52.5

赵彩利 女 专科 199610 幼儿教师 zp20180094 第三考场 30 94.5

杨颖鑫 女 专科 199502 幼儿教师 zp20180062 第二考场 30 79.5

宋凤丹 女 专科 199606 幼儿教师 zp20180158 第五考场 30 67.5

耿珊珊 女 专科 199608 幼儿教师 zp20180030 第一考场 30 66

杨文华 女 专科 199607 幼儿教师 zp20180126 第四考场 30 60

翟欢 女 专科 199003 幼儿教师 zp20180095 第三考场 31 85.5

韩晓雪 女 专科 199410 幼儿教师 zp20180159 第五考场 31 84

伦思琦 女 专科 199407 幼儿教师 zp20180031 第一考场 31 78

李艳梅 女 专科 199407 幼儿教师 zp20180063 第二考场 31 76.5

李焕焕 女 专科 199706 幼儿教师 zp20180127 第四考场 31 63.75

周立敏 女 专科 199411 幼儿教师 zp20180128 第四考场 32 缺考

刘恒娟 女 专科 199011 幼儿教师 zp20180096 第三考场 32 97.5

梁慧彬 女 专科 199103 幼儿教师 zp20180032 第一考场 32 87

王爽 女 专科 199701 幼儿教师 zp20180064 第二考场 32 79.5

李润杰 女 本科 199403 职高英语 zp20180184 第七考场 01 121

党蕊 女 本科 199305 职高英语 zp20180185 第七考场 02 118

付小雪 女 硕士研究生 198503 职高英语 zp20180186 第七考场 03 124

杨雨 女 硕士研究生 199209 职高英语 zp20180187 第七考场 04 128

黄蕊 女 本科 199505 职高语文 zp20180160 第六考场 01 102

康溦 女 本科 199407 职高语文 zp20180238 第六考场 25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