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参加工作时间 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考场号 座位号 笔试成绩

张志敏 女 201209 幼儿教师 xp20180233 第十六考场 01 82.5

李慧敏 女 201209 幼儿教师 xp20180234 第十六考场 02 82.5

张丽 女 201109 幼儿教师 xp20180235 第十六考场 03 85.5

王鑫新 女 201109 幼儿教师 xp20180236 第十六考场 04 82.5

李杰 女 201109 幼儿教师 xp20180237 第十六考场 05 82.5

高菲 女 201209 幼儿教师 xp20180238 第十六考场 06 99

陈颖 女 201209 幼儿教师 xp20180239 第十六考场 07 87

李丹宁 女 2010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0 第十六考场 08 87

胡新月 女 2011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1 第十六考场 09 100.5

姚丽丽 女 2013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2 第十六考场 10 70.5

于建党 女 2012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3 第十六考场 11 90

刘欢 女 2011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4 第十六考场 12 72

宋有甜 女 2013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5 第十六考场 13 94.5

张朋月 女 2010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6 第十六考场 14 76.5

郭海英 女 1997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7 第十六考场 15 91.5

赵颖 女 201209 幼儿教师 xp20180248 第十六考场 16 81

肖彩伶 女 200808 幼儿教师 xp20180249 第十六考场 17 70.5

赵莉 女 201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02 第十二考场 01 117

孙静雅 女 201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64 第十四考场 01 115

许雪飞 女 199608 小学语文 xp20180133 第十三考场 01 104.5

朱海荣 女 201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65 第十四考场 02 122

刘艳杰 女 200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34 第十三考场 02 111.5

肖新颜 女 199808 小学语文 xp20180103 第十二考场 02 109

李小芳 女 199308 小学语文 xp20180135 第十三考场 03 111

王利芝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66 第十四考场 03 110.5

肖丽漫 女 201108 小学语文 xp20180104 第十二考场 03 106

王艳伶 女 199809 小学语文 xp20180105 第十二考场 04 119.5

邵颖 女 199808 小学语文 xp20180136 第十三考场 04 111.5

吕碧辉 女 199809 小学语文 xp20180167 第十四考场 04 90.5

陈艳丽 女 200809 小学语文 xp20180106 第十二考场 05 125

李启萌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68 第十四考场 05 117.5

张冶 女 199308 小学语文 xp20180137 第十三考场 05 91

王亚飞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38 第十三考场 06 115.5

闫晓丽 女 201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69 第十四考场 06 109

陈金业 女 200709 小学语文 xp20180107 第十二考场 06 108.5

2018年县城中小学幼儿园空缺教师岗位竞聘成绩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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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书玲 女 199508 小学语文 xp20180139 第十三考场 07 116

李秋香 女 199708 小学语文 xp20180108 第十二考场 07 110.5

于亚杰 女 200809 小学语文 xp20180170 第十四考场 07 97

王美 女 201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09 第十二考场 08 124

宋晶晶 女 201108 小学语文 xp20180140 第十三考场 08 119.5

杨红岩 女 201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71 第十四考场 08 117.5

米中娟 女 200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41 第十三考场 09 126.5

袁小月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10 第十二考场 09 112

侯东伟 女 201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72 第十四考场 09 108.5

李伶洁 女 201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42 第十三考场 10 117

张春苗 女 200808 小学语文 xp20180173 第十四考场 10 117

邢春连 女 200209 小学语文 xp20180111 第十二考场 10 116.5

邵雪飞 女 201108 小学语文 xp20180143 第十三考场 11 120

陆小艳 女 199308 小学语文 xp20180112 第十二考场 11 108

李书侠 女 200302 小学语文 xp20180144 第十三考场 12 114

白立华 女 199809 小学语文 xp20180113 第十二考场 12 87.5

韩小姣 女 201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45 第十三考场 13 112.5

谢新新 女 200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14 第十二考场 13 109

李艳侠 女 199809 小学语文 xp20180146 第十三考场 14 103

叶小松 女 199808 小学语文 xp20180115 第十二考场 14 98.5

赵灵秀 女 201207 小学语文 xp20180116 第十二考场 15 122.5

于瑞静 女 201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47 第十三考场 15 111.5

孙天送 男 200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48 第十三考场 16 125.5

薛杨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17 第十二考场 16 117.5

何丽娜 女 200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18 第十二考场 17 107.5

肖丽娜 女 199501 小学语文 xp20180149 第十三考场 17 105.5

王海民 男 200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50 第十三考场 18 119.5

王金廷 男 199909 小学语文 xp20180119 第十二考场 18 111

刘志杰 女 200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51 第十三考场 19 117.5

张素力 女 201209 小学语文 xp20180120 第十二考场 19 112

王新月 女 200709 小学语文 xp20180121 第十二考场 20 119.5

张小晨 女 201209 小学语文 xp20180152 第十三考场 20 98

张宝瑜 女 201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22 第十二考场 21 123

韩国娟 女 199508 小学语文 xp20180153 第十三考场 21 104.5

侯健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54 第十三考场 2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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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月 女 201107 小学语文 xp20180123 第十二考场 22 110

李秀红 女 200302 小学语文 xp20180155 第十三考场 23 112.5

丁立娟 女 200302 小学语文 xp20180124 第十二考场 23 107.25

李丹丹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25 第十二考场 24 119.5

张永春 女 200008 小学语文 xp20180156 第十三考场 24 118

曹旭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26 第十二考场 25 124

刘艳华 女 199703 小学语文 xp20180157 第十三考场 25 100

马文君 女 200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58 第十三考场 26 115

杨淑娟 女 199303 小学语文 xp20180127 第十二考场 26 98

肖艳敏 女 200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59 第十三考场 27 111

解立敏 女 200307 小学语文 xp20180128 第十二考场 27 109.25

李小梅 女 200009 小学语文 xp20180129 第十二考场 28 121.5

周颖杰 女 199808 小学语文 xp20180160 第十三考场 28 94

高玉宝 男 199508 小学语文 xp20180161 第十三考场 29 118

周春鸽 女 201309 小学语文 xp20180130 第十二考场 29 116.75

廉铁 男 200109 小学语文 xp20180162 第十三考场 30 127.5

邢彬 女 200908 小学语文 xp20180131 第十二考场 30 119

常力力 女 200108 小学语文 xp20180132 第十二考场 31 116

杜晓华 女 199908 小学语文 xp20180163 第十三考场 31 104

窦丽丽 女 201009 小学英语 xp20180250 第十六考场 18 122

宋丽 女 199708 小学英语 xp20180251 第十六考场 19 113

程晓杰 女 200302 小学英语 xp20180252 第十六考场 20 132

张月飞 女 200906 小学英语 xp20180253 第十六考场 21 137

杨颖 女 200709 小学英语 xp20180254 第十六考场 22 130

齐丹丹 女 201109 小学英语 xp20180255 第十六考场 23 134

金雅君 女 201309 小学英语 xp20180256 第十六考场 24 122

龚新远 女 201109 小学英语 xp20180257 第十六考场 25 129

王红 女 201109 小学英语 xp20180258 第十六考场 26 131

黄芳芳 女 201209 小学英语 xp20180259 第十六考场 27 124

蒋蕊凤 女 200303 小学英语 xp20180260 第十六考场 28 119

邵娜 女 201009 小学英语 xp20180261 第十六考场 29 128

赵云杰 女 201309 小学英语 xp20180262 第十六考场 30 137

韩晓宇 女 200910 小学英语 xp20180056 第十六考场 31 127

赵书娟 女 199809 小学英语 xp20180085 第十六考场 32 127

陈雅辉 女 200302 小学音乐 xp20180071 第十一考场 0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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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 女 201109 小学音乐 xp20180072 第十一考场 02 109

孙静 女 200811 小学音乐 xp20180073 第十一考场 03 99

张佳佳 女 200909 小学音乐 xp20180074 第十一考场 04 85

崔秀英 女 199708 小学音乐 xp20180075 第十一考场 05 111

邓媛媛 女 201309 小学音乐 xp20180076 第十一考场 06 101

孙颖 女 201309 小学音乐 xp20180077 第十一考场 07 114

田成伟 男 200109 小学信息技术 xp20180001 第八考场 29 117

常颖 女 201309 小学信息技术 xp20180002 第八考场 30 113

王志芳 女 201109 小学信息技术 xp20180003 第八考场 31 130

李财 男 200303 小学信息技术 xp20180004 第八考场 32 105

杨润 女 201009 小学体育 xp20180078 第十一考场 08 93

赵明财 男 200809 小学体育 xp20180079 第十一考场 09 104

郑双利 男 200904 小学体育 xp20180080 第十一考场 10 95

李涛 男 201109 小学体育 xp20180081 第十一考场 11 89

康晓梅 女 201009 小学体育 xp20180082 第十一考场 12 115

秦丽媛 女 201309 小学体育 xp20180083 第十一考场 13 缺考

朱俊丽 女 200109 小学数学 xp20180196 第十五考场 01 136

刘海侠 女 199808 小学数学 xp20180197 第十五考场 02 103

李建平 女 199809 小学数学 xp20180198 第十五考场 03 130

薛春梅 女 199408 小学数学 xp20180199 第十五考场 04 129

杨治兴 男 200302 小学数学 xp20180200 第十五考场 05 136

张文艳 女 201309 小学数学 xp20180201 第十五考场 06 126

翟晓艳 女 200302 小学数学 xp20180202 第十五考场 07 123

赵丹丹 女 201309 小学数学 xp20180203 第十五考场 08 115

李艳 女 200302 小学数学 xp20180204 第十五考场 09 131

周秀峰 女 200302 小学数学 xp20180205 第十五考场 10 134

金玲娜 女 201309 小学数学 xp20180206 第十五考场 11 134

樊艳梅 女 199808 小学数学 xp20180207 第十五考场 12 102

绳立红 女 199108 小学数学 xp20180208 第十五考场 13 137

王月 女 201109 小学数学 xp20180209 第十五考场 14 133

陶玉红 女 199908 小学数学 xp20180210 第十五考场 15 120

于永明 男 200709 小学数学 xp20180211 第十五考场 16 125

邱礼会 女 199908 小学数学 xp20180212 第十五考场 17 132

李文月 女 201309 小学数学 xp20180213 第十五考场 18 118

邢成林 男 200109 小学数学 xp20180214 第十五考场 19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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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沥月 女 200708 小学数学 xp20180215 第十五考场 20 131

韩雪洁 女 200302 小学数学 xp20180216 第十五考场 21 129

于淼 女 200909 小学数学 xp20180217 第十五考场 22 133

赵文成 男 199808 小学数学 xp20180218 第十五考场 23 110

宋锦 女 201308 小学数学 xp20180219 第十五考场 24 117

邬亮 女 199808 小学数学 xp20180220 第十五考场 25 134

温玉杰 女 199809 小学数学 xp20180221 第十五考场 26 127

徐敬 女 201309 小学数学 xp20180222 第十五考场 27 133

董艳群 男 199508 小学数学 xp20180223 第十五考场 28 115

刘国军 男 199203 小学数学 xp20180224 第十五考场 29 129

陈佳静 女 200302 小学数学 xp20180225 第十五考场 30 134

马力 男 199809 小学数学 xp20180226 第十五考场 31 137

孙秀梅 女 200109 小学数学 xp20180227 第十五考场 32 125

陈晓红 女 201309 小学数学 xp20180228 第十五考场 33 123

唐艳清 女 201109 小学数学 xp20180229 第十五考场 34 126

张坤 女 199908 小学数学 xp20180230 第十五考场 35 121

刘守营 女 200909 小学数学 xp20180231 第十五考场 36 131

王百慧 女 201009 小学美术 xp20180084 第十一考场 14 99

杨晓娇 女 201309 小学美术 xp20180086 第十一考场 15 86

谢亚民 女 200009 小学美术 xp20180087 第十一考场 16 80

张静 女 201009 小学美术 xp20180088 第十一考场 17 81

董娜 女 200509 小学美术 xp20180089 第十一考场 18 115

刘亚峥 女 201109 小学美术 xp20180090 第十一考场 19 83

周桂红 女 201109 小学美术 xp20180091 第十一考场 20 98

杨娜 女 201309 小学美术 xp20180092 第十一考场 21 94

王亚丽 女 200809 小学美术 xp20180093 第十一考场 22 100

杨艳宾 女 201008 小学美术 xp20180094 第十一考场 23 83

陈悦 女 201009 小学美术 xp20180095 第十一考场 24 93

满蕊先 女 201309 特教语文 xp20180174 第十四考场 11 111.5

王浩月 女 200809 特教语文 xp20180175 第十四考场 12 95.5

田明月 女 201309 特教语文 xp20180176 第十四考场 13 95

李雪梅 女 200501 特教数学 xp20180232 第十五考场 37 131

曾玉莲 女 199808 初中语文 xp20180006 第九考场 01 108.5

章丽鸽 女 199608 初中语文 xp20180007 第九考场 02 112

黄丽娜 女 200302 初中语文 xp20180008 第九考场 0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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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丽杰 女 200008 初中语文 xp20180009 第九考场 04 98.5

刘艳红 女 199909 初中语文 xp20180010 第九考场 05 114.5

肖艳芳 女 200008 初中语文 xp20180011 第九考场 06 107

董雅平 女 200809 初中语文 xp20180012 第九考场 07 123

杨帆 女 201103 初中语文 xp20180013 第九考场 08 108.5

李娜 女 200909 初中语文 xp20180014 第九考场 09 118

武小翠 女 199809 初中语文 xp20180015 第九考场 10 116

李立春 女 200008 初中语文 xp20180016 第九考场 11 108

张亚娟 女 201109 初中英语 xp20180039 第十考场 01 121

孙静莉 女 2011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0 第十考场 02 125

王宏 女 2006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1 第十考场 03 113

李智慧 女 2010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2 第十考场 04 114

刘思敏 女 2010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3 第十考场 05 119

宁艳丽 女 200302 初中英语 xp20180044 第十考场 06 111

林艳军 女 200302 初中英语 xp20180045 第十考场 07 缺考

刘翠芹 女 2012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6 第十考场 08 109

岳凤华 女 2001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7 第十考场 09 124

李洁 女 2008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8 第十考场 10 129

张丽洁 女 199809 初中英语 xp20180049 第十考场 11 111

杨小静 女 201208 初中英语 xp20180050 第十考场 12 117

杨继雪 女 201309 初中英语 xp20180051 第十考场 13 118

汪洋 女 200608 初中英语 xp20180052 第十考场 14 117

艾丽华 女 201109 初中英语 xp20180053 第十考场 15 115

刘丽静 女 200708 初中英语 xp20180054 第十考场 16 110

刘秀秀 女 201109 初中英语 xp20180055 第十考场 17 124

王艳菊 女 200009 初中英语 xp20180183 第十考场 18 108

王丽娜 女 201009 初中英语 xp20180057 第十考场 19 127

景艳伍 女 200912 初中英语 xp20180058 第十考场 20 122

马维维 女 201103 初中英语 xp20180059 第十考场 21 119

李妺 女 200908 初中英语 xp20180060 第十考场 22 106

张洪敏 女 201109 初中英语 xp20180061 第十考场 23 117

石利英 女 200608 初中英语 xp20180070 第十考场 32 117

白春辉 男 201109 初中音乐 xp20180096 第十一考场 25 119

吕海强 男 199908 初中信息技术 xp20180005 第八考场 33 111

张学宇 男 201209 初中物理 xp20180177 第十四考场 1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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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华 女 200501 初中物理 xp20180178 第十四考场 15 129

杜学礼 男 200908 初中物理 xp20180179 第十四考场 16 122

乔媛 女 200609 初中物理 xp20180180 第十四考场 17 117

李新新 女 201009 初中物理 xp20180181 第十四考场 18 123

韩丽丽 女 200609 初中物理 xp20180182 第十四考场 19 110

郭侠 女 201009 初中思品 xp20180184 第十四考场 20 118

李志勇 男 200608 初中思品 xp20180185 第十四考场 21 105

王庆春 女 200009 初中思品 xp20180186 第十四考场 22 115

艾学文 男 200809 初中思品 xp20180187 第十四考场 23 103

雷云霞 女 201001 初中思品 xp20180188 第十四考场 24 110

张明昊 女 201109 初中思品 xp20180189 第十四考场 25 93

邵连强 男 200309 初中数学 xp20180017 第九考场 12 118

崔玉娟 女 199809 初中数学 xp20180018 第九考场 13 120

赵影 女 200302 初中数学 xp20180019 第九考场 14 122

肖倩 女 200908 初中数学 xp20180020 第九考场 15 107

李敏凤 女 199708 初中数学 xp20180021 第九考场 16 123

谢凤美 女 199809 初中数学 xp20180022 第九考场 17 113

潘国祥 男 200909 初中数学 xp20180023 第九考场 18 110

孙桂杰 女 201209 初中数学 xp20180024 第九考场 19 115

王建华 女 199909 初中数学 xp20180025 第九考场 20 120

李金娥 女 200909 初中数学 xp20180026 第九考场 21 116

李志勇 男 200307 初中数学 xp20180027 第九考场 22 124

朱府春 男 200303 初中数学 xp20180028 第九考场 23 102

耿丽娜 女 200110 初中数学 xp20180029 第九考场 24 117

齐迎春 女 200909 初中数学 xp20180030 第九考场 25 125

杨晓倩 女 200909 初中数学 xp20180031 第九考场 26 119

姜磊 男 201009 初中数学 xp20180032 第九考场 27 121

宋书娟 女 200009 初中数学 xp20180033 第九考场 28 121

岳书红 女 199608 初中数学 xp20180034 第九考场 29 91

兰彦 女 199708 初中生物 xp20180035 第九考场 30 123

许亚杰 女 199708 初中生物 xp20180036 第九考场 31 135

李小丽 女 199909 初中生物 xp20180037 第九考场 32 127

谢晓丽 女 200403 初中生物 xp20180038 第九考场 33 108

田雪 女 201009 初中美术 xp20180097 第十一考场 26 109

胡岚臻 女 201109 初中美术 xp20180098 第十一考场 27 84



姓名 性别 参加工作时间 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考场号 座位号 笔试成绩

2018年县城中小学幼儿园空缺教师岗位竞聘成绩公示

李云生 女 201109 初中历史 xp20180062 第十考场 24 97

李清芝 女 200907 初中历史 xp20180063 第十考场 25 108

李兰超 女 200909 初中历史 xp20180064 第十考场 26 98

周向丽 女 199809 初中历史 xp20180065 第十考场 27 109

梁仁丹 女 200908 初中历史 xp20180066 第十考场 28 116

刘淑杰 女 200307 初中历史 xp20180067 第十考场 29 114

乔然 女 200008 初中历史 xp20180068 第十考场 30 78

朱林 女 201109 初中历史 xp20180069 第十考场 31 缺考

刘志杰 女 201109 初中化学 xp20180099 第十一考场 28 118

杨云中 男 201209 初中化学 xp20180100 第十一考场 29 102

陈昭聪 女 200909 初中化学 xp20180101 第十一考场 30 109

许立娟 女 201108 初中地理 xp20180190 第十四考场 26 114

兰贺花 女 201101 初中地理 xp20180191 第十四考场 27 119

邢月宾 女 201009 初中地理 xp20180192 第十四考场 28 98

龙飞 女 201009 初中地理 xp20180193 第十四考场 29 107

刘丽英 女 199908 初中地理 xp20180194 第十四考场 30 101

张文静 女 201209 初中地理 xp20180195 第十四考场 31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