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汉阴县 2020 年特岗教师招聘进入面试资格复审人员名单

序号 区县 姓名 性别 学科 准考证号

是否进

入面试

资格复

审

进入面试资格复审人员

分数线

1 汉阴县 王敏 初中 初中语文 69021040036 是

148

2 汉阴县 邓颖 初中 初中语文 69021040039 是

3 汉阴县 邓云清 初中 初中语文 69021040046 是

4 汉阴县 冯翠菊 初中 初中语文 69021040050 是

5 汉阴县 刘茜 初中 初中语文 69021040051 是

6 汉阴县 蒲东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21040057 是

7 汉阴县 赖懿轩 初中 初中数学 69021050228 是

93

8 汉阴县 张颖 初中 初中数学 69021050229 是

9 汉阴县 肖海 初中 初中数学 69021050230 是

10 汉阴县 许启华 初中 初中数学 69021050231 是

11 汉阴县 陈虎 初中 初中数学 69021050232 是

12 汉阴县 沈思红 初中 初中英语 69021060350 是

155

13 汉阴县 喻光巧 初中 初中英语 69021060353 是

14 汉阴县 瞿海英 初中 初中英语 69021060357 是

15 汉阴县 郭欢 初中 初中英语 69021060360 是

16 汉阴县 邓明政 初中 初中英语 69021060369 是

17 汉阴县 孙文荣 初中 初中英语 69021060370 是

18 汉阴县 俞忠丽 学段 初中道德与法治 69021070479 是

16119 汉阴县 刘轲峻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9021070481 是

20 汉阴县 刘敬武 初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69021070483 是

21 汉阴县 王兴卫 初中 初中物理 69021100647 是

10022 汉阴县 姚成桥 初中 初中物理 69021100648 是

23 汉阴县 肖定海 初中 初中物理 69021100649 是

24 汉阴县 吴佩瑶 初中 初中化学 69021110689 是

121

25 汉阴县 陈翠萍 初中 初中化学 69021110690 是

26 汉阴县 黄杰 初中 初中化学 69021110691 是

27 汉阴县 蒋淑雅 初中 初中化学 69021110692 是

28 汉阴县 李婷 初中 初中化学 69021110694 是

29 汉阴县 王小勇 初中 初中生物 69021120708 是

128

30 汉阴县 周治民 初中 初中生物 69021120709 是

31 汉阴县 盛全宝 初中 初中生物 69021120710 是

32 汉阴县 耿安安 初中 初中生物 69021120712 是

33 汉阴县 阮少琴 初中 初中生物 69021120713 是

34 汉阴县 李红 初中 初中生物 69021120714 是

35 汉阴县 王明星 初中 初中体育 69021130752 是
135

36 汉阴县 吴小松 初中 初中体育 69021130755 是



37 汉阴县 杨孝松 初中 初中体育 69021130757 是

38 汉阴县 石权 初中 初中体育 69021130761 是

39 汉阴县 卢康 初中 初中体育 69021130762 是

40 汉阴县 陈骞 初中 初中体育 69021130764 是

41 汉阴县 黎小龙 初中 初中体育 69021130775 是

42 汉阴县 马荣伟 初中 初中音乐 69021140860 是

109
43 汉阴县 曹烨 初中 初中音乐 69021140862 是

44 汉阴县 王宁宁 初中 初中音乐 69021140863 是

45 汉阴县 黄子奇 初中 初中音乐 69021140864 是

46 汉阴县 唐瑞 初中 初中美术 69021150896 是

132.5

47 汉阴县 王晓位 初中 初中美术 69021150897 是

48 汉阴县 王思莹 初中 初中美术 69021150899 是

49 汉阴县 周姚 初中 初中美术 69021150903 是

50 汉阴县 杨宝 初中 初中美术 69021150907 是

51 汉阴县 沈辉 初中 初中美术 69021150910 是

52 汉阴县 石焰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69021170955 是

129.553 汉阴县 蔡梨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69021170956 是

54 汉阴县 王雪娇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69021170957 是

55 汉阴县 刘琦琪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21 是

141

56 汉阴县 邹芙蓉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25 是

57 汉阴县 伊扬涛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28 是

58 汉阴县 魏海燕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31 是

59 汉阴县 汪兰宁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38 是

60 汉阴县 盛琴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56 是

61 汉阴县 欧海燕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65 是

62 汉阴县 朱琳琳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75 是

63 汉阴县 何雪丽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76 是

64 汉阴县 胡红艳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83 是

65 汉阴县 叶丽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187 是

66 汉阴县 徐升梅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00 是

67 汉阴县 唐雅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04 是

68 汉阴县 贺欣欣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06 是

69 汉阴县 龙惠惠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07 是

70 汉阴县 黄代群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15 是

71 汉阴县 付思琪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20 是

72 汉阴县 刘梦源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21 是

73 汉阴县 刘守丽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30 是

74 汉阴县 郭晋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32 是

75 汉阴县 龚丽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33 是

76 汉阴县 余永红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35 是

77 汉阴县 杨生春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44 是

78 汉阴县 方钰洁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48 是

79 汉阴县 张琪琪 小学 小学语文 69022041252 是



80 汉阴县 陈玉新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72 是

107

81 汉阴县 王纤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73 是

82 汉阴县 肖明云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75 是

83 汉阴县 张影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79 是

84 汉阴县 段一一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84 是

85 汉阴县 柯菁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90 是

86 汉阴县 梁宏敏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91 是

87 汉阴县 伍环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94 是

88 汉阴县 刘美君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95 是

89 汉阴县 王妮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198 是

90 汉阴县 杨文文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01 是

91 汉阴县 成雅倩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04 是

92 汉阴县 王璐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08 是

93 汉阴县 林涛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11 是

94 汉阴县 张冬梅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12 是

95 汉阴县 李雪冰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14 是

96 汉阴县 方河兰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16 是

97 汉阴县 杨小华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17 是

98 汉阴县 董怡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21 是

99 汉阴县 张旭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22 是

100 汉阴县 吴兆东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35 是

101 汉阴县 周银瑞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47 是

102 汉阴县 解亚梅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48 是

103 汉阴县 韩胜松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49 是

104 汉阴县 但雪梅 小学 小学数学 69022052254 是

105 汉阴县 何玄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686 是

153

106 汉阴县 张汉玲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691 是

107 汉阴县 曾发友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695 是

108 汉阴县 聂超君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699 是

109 汉阴县 陈凤权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00 是

110 汉阴县 冉姗姗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05 是

111 汉阴县 冉鑫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13 是

112 汉阴县 郑思兰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15 是

113 汉阴县 陈小欢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19 是

114 汉阴县 陆丽婷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20 是

115 汉阴县 李钱春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24 是

116 汉阴县 徐冰洁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33 是

117 汉阴县 管春敏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38 是

118 汉阴县 吴红艳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43 是

119 汉阴县 李文雅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49 是

120 汉阴县 唐薇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50 是

121 汉阴县 丁亚丽 小学 小学英语 69022062751 是

122 汉阴县 罗来燕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69022072947 是 159



123 汉阴县 杨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69022072959 是

124 汉阴县 刘芬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69022072965 是

125 汉阴县 黄一男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71 是

122

126 汉阴县 张胜会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74 是

127 汉阴县 郝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77 是

128 汉阴县 俞轩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84 是

129 汉阴县 张镝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86 是

130 汉阴县 邹健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87 是

131 汉阴县 韩文波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88 是

132 汉阴县 吴有铭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91 是

133 汉阴县 吴兆楷 小学 小学体育 69022132994 是

134 汉阴县 梁桂珍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295 是

118

135 汉阴县 王朝富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298 是

136 汉阴县 伍莹莹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299 是

137 汉阴县 唐曼丽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304 是

138 汉阴县 何鼎芬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305 是

139 汉阴县 王涛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307 是

140 汉阴县 丁学珍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310 是

141 汉阴县 何放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312 是

142 汉阴县 熊婷 小学 小学心理咨询 69022133315 是

143 汉阴县 王双双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16 是

95

144 汉阴县 杨传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17 是

145 汉阴县 曾启孟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18 是

146 汉阴县 李园园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22 是

147 汉阴县 王涵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23 是

148 汉阴县 李媛媛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28 是

149 汉阴县 王孙慧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29 是

150 汉阴县 马钰玲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33 是

151 汉阴县 张倩蓉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34 是

152 汉阴县 郑遇梦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37 是

153 汉阴县 周蓉蓉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38 是

154 汉阴县 谢瑾茹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39 是

155 汉阴县 蒋友丽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40 是

156 汉阴县 罗林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42 是

157 汉阴县 秦莉 小学 小学音乐 69022143346 是

158 汉阴县 温冰仪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80 是

136.5

159 汉阴县 冯小盼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82 是

160 汉阴县 夏静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85 是

161 汉阴县 杨静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87 是

162 汉阴县 唐琨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91 是

163 汉阴县 胡洁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94 是

164 汉阴县 杨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96 是

165 汉阴县 谭运彬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498 是



166 汉阴县 吴喆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507 是

167 汉阴县 林娇娇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508 是

168 汉阴县 何溪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509 是

169 汉阴县 谭苏丽 小学 小学美术 69022153510 是

170 汉阴县 杨梅 小学 小学科学 69022173828 是

131171 汉阴县 吴运祥 小学 小学科学 69022173830 是

172 汉阴县 沈娇娇 小学 小学科学 69022173834 是

173 汉阴县 李杨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2217387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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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汉阴县 徐宁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22173872 是

175 汉阴县 冯子荣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22173876 是

176 汉阴县 吴丹丹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22173877 是

177 汉阴县 景紫薇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22173878 是

178 汉阴县 陈娟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22173879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