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考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总项 分项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366602 马庆凯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430522 刘浩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421319 盛文祥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430310 曹明辉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小留镇、吴店镇、黄堽镇各2人 16002 1933432418 周子健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小留镇、吴店镇、黄堽镇各2人 16002 1933433504 李鹏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小留镇、吴店镇、黄堽镇各2人 16002 1933041504 孙学功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小留镇、吴店镇、黄堽镇各2人 16002 1933430701 蔡猛 男 支农 支农
牡丹区高庄镇、李村镇各2人 16003 1933437329 郭崇 男 支农 支农
曹县大集镇中学、王集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庄寨镇中学、常乐集镇
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各1人

16009 1933431922 郭勇振 男 支教 初中数学岗

曹县安蔡楼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各1人 16013 1933364023 张博 男 支教 初中体育岗
曹县安蔡楼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各1人 16013 1933160418 秦曰超 男 支教 初中体育岗
曹县孙老家镇中学、梁堤头镇中学、常乐集镇中学各1人 16014 1933434322 赵赫 男 支教 初中音乐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学 16016 1933434006 牛赓 男 支教 初中化学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冉堌镇中心学校、南王店镇中心学校、孟海镇
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半堤镇中心学校2人

16018 1933433830 王任阁 男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冉堌镇中心学校、南王店镇中心学校、孟海镇
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半堤镇中心学校2人

16018 1933432011 张祎然 男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冉堌镇中心学校、南王店镇中心学校、孟海镇
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半堤镇中心学校2人

16018 1933436724 赵弟伟 男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3人，冉堌镇中心学校2人，南王店镇中心学校、
张湾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19 1933332716 王军 男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3人，冉堌镇中心学校2人，南王店镇中心学校、
张湾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19 1933437617 谷峰 男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半堤镇中心学校、杜堂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2人 16020 1933436411 周有亮 男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学 16025 1933437020 郝敬佩 男 支教 初中生物岗

定陶区黄店镇卫生院、仿山镇卫生院、仿山镇卫生院（游集分院）各1人 16026 1933432220 袁昊 男 支医 支医

定陶区黄店镇卫生院、仿山镇卫生院、仿山镇卫生院（游集分院）各1人 16026 1933438025 许哲 男 支医 支医

定陶区马集镇卫生院（力本屯分院）、半堤镇卫生院、杜堂镇卫生院各1
人

16028 1933436207 陈铭 男 支医 支医

定陶区冉堌镇中心卫生院、马集镇卫生院、张湾镇中心卫生院、冉堌镇
中心卫生院（田集分院）各1人

16029 1933435908 晁普 男 支医 支医

成武县天宫庙镇、孙寺镇、汶上集镇各1人 16031 1933430824 贾明哲 男 支农 支农
成武县天宫庙镇、孙寺镇、汶上集镇各1人 16031 1933431601 张仁政 男 支农 支农
成武县张楼镇 16035 1933436523 孙孝宸 男 支农 支农
成武县党集镇 16037 1933434407 李凯 男 扶贫 扶贫
成武县伯乐集镇 16039 1933431709 周晟豪 男 支农 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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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莱河镇人民政府 16040 1933432508 齐飞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郭村镇人民政府 16041 1933436218 孟飞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高老家乡人民政府 16042 1933435929 冯志伟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高老家乡人民政府 16042 1933432016 陶磊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曹庄乡人民政府 16043 1933430107 石庆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浮岗镇人民政府 16044 1933430726 鞠林昆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黄岗镇人民政府 16046 1933437315 刘玄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蔡堂镇人民政府 16047 1933432210 刘云宝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蔡堂镇人民政府 16047 1933437618 潘凌霄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朱集镇人民政府 16048 1933434704 王亦凡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杨楼镇人民政府 16049 1933432907 刘猛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龙王庙镇人民政府 16050 1933071114 刘言龙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谢集镇人民政府 16051 1933201423 武钰斐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李田楼镇人民政府 16052 1933363912 胡立雷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终兴镇人民政府 16053 1933436716 薛原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时楼镇人民政府 16055 1933272405 葛琦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徐寨镇人民政府 16056 1933437322 李博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李新庄镇人民政府 16057 1933433610 苑海涛 男 支农 支农
单县李新庄镇人民政府 16057 1933435711 秦浩 男 支农 支农

巨野县田桥镇、太平镇各2人 16058 1933437230 李向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巨野县田桥镇、太平镇各2人 16058 1933431920 刘晨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巨野县田桥镇、太平镇各2人 16058 1933358224 何书霄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巨野县章缝镇、营里镇各2人 16059 1933432322 任宪轩 男 支农 支农

巨野县陶庙镇、核桃园镇各2人 16060 1933430118 李腾飞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大义镇东风小学、董官屯黄庄小学、独山镇双
庙小学、柳林镇东葛集小学各1人

16062 1933300221 栗旋 男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大义镇东风小学、董官屯黄庄小学、独山镇双
庙小学、柳林镇东葛集小学各1人

16062 1933437607 吴烁翔 男 支教 小学语文岗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433902 张浩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431730 魏玉伦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430311 徐兴明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434801 孙志宇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436507 韩金伟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431024 赵林 男 扶贫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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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丁里长镇、随官屯镇、南赵楼镇政府各2人 16066 1933435123 吴顺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郭屯镇、张营镇、黄泥冈镇政府各2人 16067 1933432706 李亚辉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郭屯镇、张营镇、黄泥冈镇政府各2人 16067 1933362118 杨希广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郭屯镇、张营镇、黄泥冈镇政府各2人 16067 1933432403 祝国强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潘渡镇、杨庄集镇政府各2人 16068 1933434530 崔国祥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潘渡镇、杨庄集镇政府各2人 16068 1933041514 岳腾飞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程屯镇、侯咽集镇政府各3人 16069 1933432315 王文壮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程屯镇、侯咽集镇政府各3人 16069 1933042104 边雨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程屯镇、侯咽集镇政府各3人 16069 1933431804 闫硕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程屯镇、侯咽集镇政府各3人 16069 1933436626 张文涛 男 扶贫 扶贫

郓城县玉皇庙镇、张鲁集镇政府各3人 16070 1933438303 葛方正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玉皇庙镇、张鲁集镇政府各3人 16070 1933432326 李庆萌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玉皇庙镇、张鲁集镇政府各3人 16070 1933436407 王潇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黄集镇、李集镇政府各3人 16071 1933440304 梁耀中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黄集镇、李集镇政府各3人 16071 1933441110 徐腾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黄集镇、李集镇政府各3人 16071 1933441823 马兆磊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黄集镇、李集镇政府各3人 16071 1933440201 常赞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陈坡乡、水堡乡政府各2人 16072 1933201314 窦连锐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陈坡乡、水堡乡政府各2人 16072 1933441203 董贯通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郓城县陈坡乡、水堡乡政府各2人 16072 1933441614 陈浩 男
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鄄城县旧城中心卫生院、富春乡卫生院各1人 16073 1933440711 夏祥欢 男 支医 支医
鄄城县彭楼镇卫生院 16074 1933440616 张官勇 男 支医 支医
鄄城县凤凰镇卫生院 16075 1933441504 董连勇 男 支医 支医
鄄城县临濮镇中心校、阎什镇中心校、什集镇中心校、引马镇中心校、
红船镇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7 1933441803 郭敏 男 支教 小学语文岗

鄄城县临濮镇中心校、阎什镇中心校、什集镇中心校、引马镇中心校、
红船镇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7 1933441015 郭庆利 男 支教 小学语文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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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县旧城镇中心校、临濮镇中心校、彭楼镇中心校、大埝镇中心校、
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8 1933440921 李晓健 男 支教 小学数学岗

鄄城县董口镇董口中学、大埝镇中学、什集镇中学、阎什镇中学、箕山
镇宋楼学校初中部、旧城镇葛庄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2 1933121301 赵志鹏 男 支教 初中语文岗

东明县菜园集镇中心卫生院、三春集镇中心卫生院、武胜桥镇卫生院、
小井镇卫生院、马头镇中心卫生院各1人

16087 1933441605 李安雨 男 支医 支医

东明县菜园集镇中心卫生院、三春集镇中心卫生院、武胜桥镇卫生院、
小井镇卫生院、马头镇中心卫生院各1人

16087 1933440826 吴鹏飞 男 支医 支医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小井镇第一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焦园乡实
验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8 1933441204 李志辉 男 支教 初中数学岗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小井镇第一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焦园乡实
验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8 1933440328 李永昊 男 支教 初中数学岗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东明集镇第一初级中学、马头镇初级中学、三
春集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89 1933440406 周广臻 男 支教 初中语文岗

东明县三春集镇初级中学、焦园乡初级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马头镇
初级中学各1人

16091 1933242126 李文彬 男 支教 初中地理岗

东明县三春集镇初级中学、焦园乡初级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马头镇
初级中学各1人

16091 1933271809 王子聪 男 支教 初中地理岗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435830 刘玉娟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201620 李宬玮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438120 袁群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沙土镇、安兴镇、胡集镇、都司镇各2人 16001 1933434502 刘春艳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小留镇、吴店镇、黄堽镇各2人 16002 1933271203 汤先蒙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小留镇、吴店镇、黄堽镇各2人 16002 1933120114 宋春莹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高庄镇、李村镇各2人 16003 1933432505 朱晨璐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高庄镇、李村镇各2人 16003 1933270109 孔梦茹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高庄镇、李村镇各2人 16003 1933436813 冯振丹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大黄集镇、王浩屯镇各2人 16004 1933241705 于晓荣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大黄集镇、王浩屯镇各2人 16004 1933437118 何晓旭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大黄集镇、王浩屯镇各2人 16004 1933430829 刘雯倩 女 支农 支农
牡丹区大黄集镇、王浩屯镇各2人 16004 1933437028 赵浩 女 支农 支农
曹县安蔡楼镇中学、大集镇中学、朱洪庙乡中学、仵楼镇中学、阎店楼
镇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古营集镇中学各1人

16005 1933434514 王安玉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曹县安蔡楼镇中学、大集镇中学、朱洪庙乡中学、仵楼镇中学、阎店楼
镇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古营集镇中学各1人

16005 1933434809 刘菲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曹县安蔡楼镇中学、大集镇中学、朱洪庙乡中学、仵楼镇中学、阎店楼
镇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古营集镇中学各1人

16005 1933436620 刘叶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曹县砖庙镇中学、魏湾镇中学、青岗集镇中学、韩集镇中学各1人，桃源
大寨中学2人。

16006 1933274204 张辉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曹县砖庙镇中学、魏湾镇中学、青岗集镇中学、韩集镇中学各1人，桃源
大寨中学2人。

16006 1933431414 赵仁玲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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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县苏集镇中学2人，孙老家镇中学、仵楼镇中学、阎店楼镇中学、古营
集镇中学各1人。

16007 1933421914 林子钰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曹县苏集镇中学2人，孙老家镇中学、仵楼镇中学、阎店楼镇中学、古营
集镇中学各1人。

16007 1933302606 耿秋蕾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曹县苏集镇中学2人，孙老家镇中学、仵楼镇中学、阎店楼镇中学、古营
集镇中学各1人。

16007 1933271109 刘亚俊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曹县楼庄乡中学2人，砖庙镇中学、魏湾镇中学、邵庄镇中学各1人 16008 1933432924 刘频频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曹县大集镇中学、王集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庄寨镇中学、常乐集镇
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各1人

16009 1933434811 刘素雅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曹县大集镇中学、王集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庄寨镇中学、常乐集镇
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各1人

16009 1933437905 李夏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曹县大集镇中学、王集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庄寨镇中学、常乐集镇
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各1人

16009 1933435829 陈宁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曹县大集镇中学、王集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庄寨镇中学、常乐集镇
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各1人

16009 1933433813 秦粉燕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曹县大集镇中学、王集镇中学、普连集镇中学、庄寨镇中学、常乐集镇
中学、青堌集镇中学各1人

16009 1933354426 岳颖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曹县韩集镇中学 16010 1933438113 陈扬 女 支教 初中化学岗
曹县侯集镇回民中学、青岗集镇中学各1人 16011 1933360808 李娜 女 支教 初中生物岗
曹县侯集镇回民中学、青岗集镇中学各1人 16011 1933435913 李双双 女 支教 初中生物岗
曹县朱洪庙乡中学、梁堤头镇中学各1人 16012 1933302628 耿妍 女 支教 初中美术岗
曹县朱洪庙乡中学、梁堤头镇中学各1人 16012 1933142016 杨敏 女 支教 初中美术岗
曹县孙老家镇中学、梁堤头镇中学、常乐集镇中学各1人 16014 1933362026 吕绪凯 女 支教 初中音乐岗
曹县孙老家镇中学、梁堤头镇中学、常乐集镇中学各1人 16014 1933272817 韦晓方 女 支教 初中音乐岗
定陶区张湾镇中心学校 16017 1933437710 郜晨 女 支教 小学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冉堌镇中心学校、南王店镇中心学校、孟海镇
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半堤镇中心学校2人

16018 1933430307 刘悦玫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冉堌镇中心学校、南王店镇中心学校、孟海镇
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半堤镇中心学校2人

16018 1933433810 陈怡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冉堌镇中心学校、南王店镇中心学校、孟海镇
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半堤镇中心学校2人

16018 1933433203 韩祥蕊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冉堌镇中心学校、南王店镇中心学校、孟海镇
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半堤镇中心学校2人

16018 1933438507 张倩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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